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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搜尋與拍賣市場機制選擇及拍賣市場績效
之再檢視 

壹、前言 

過去購屋者的主要購屋市場為搜尋市場，亦即透過本身或者藉由仲介業者的搜

尋行為與賣方進行談判的配對活動，包括預售屋、新成屋與中古屋市場。然而，在

近年來台灣整體經濟不景氣的影響下，不動產市場受到了嚴重的衝擊，加上不動產

的供給量過多，也導致了供需的嚴重失衡。部分建商因餘屋無法順利售出，導致財

務吃緊，甚至倒閉，所抵押之不動產因而成為銀行之主要債權；而經濟衰退、傳統

產業大量外移所造成的失業率升高，也使得一些原本以貸款購屋之民眾，因失業付

不出房屋貸款，遭到債權銀行查封不動產，導致拍賣屋的數量不斷增加（李建

德，2004）。另根據透明房訊雜誌社的統計，不論是法院拍賣的件數、拍定筆數與拍

定金額（註32），從 2000 年至 2004 年呈現約每年 5%的比率快速成長，過去我國法拍

市場的需求度並不高，長期拍定率都在 10%以下，但從 2001 年起，北部地區的拍定

率已高達 20%，2004 年甚至高達 30%，為歷年最高。2004 年拍賣市場總拍定數達

47,755 件，與該年內政部地政司公佈的買賣移轉件數 549,799 件相比，佔了約 8.5%

左右。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歷次公布的「台灣住宅需求動向季報」顯示，從

2002 年第一季至 2004 年第四季，我國法拍屋成交數量約佔各類型購屋市場的 6%左

右。因此，相對於整體購屋市場來說，法拍屋市場或拍賣市場已經逐漸成為我國重

要的購屋管道之一。 

    澳洲、紐西蘭與蘇格蘭等地方的不動產拍賣市場佔有率相當高。1983 年澳洲通

過土地銷售法後，拍賣市場便快速成長，拍賣的成交價格往往較高，而吸引了愈來

愈多的賣方投入拍賣市場，而且多半是較高品質的不動產。例如 1990 年墨爾本市就

有超過 50%的不動產是透過拍賣來完成交易的（註33），拍賣市場通常會比搜尋市場

                                                 
註32: 許多房仲業者或不動產市場分析顧問，會把拍定率、待拍案量等作為分析拍賣市場熱絡程度的

指標，並視拍賣市場為不動產投資需求的風向球。 
 
註33: Maher（1989）從分類廣告分析墨爾本在 1983 年至 1989 年期間，拍賣屋市場大幅成長，從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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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較高，即溢價或貼水現象。相反地，美國與台灣等的拍賣市場則多半是屬於

不良資產，通常只有品質較差的非典型住宅（atypical house）比較容易流入拍賣市場

（註34）。對很多人來說，在台灣購買法拍屋，意指可以低於一般市場行情購買到不

動產的機會，因而折價現象極為普遍。蔡芬蓮、林秋瑾、張金鶚（1997）、陳憶茹、張

金鶚（2004）即證實我國拍賣市場會出現折價的現象。 

    不過要注意的是，若流入拍賣市場的不動產品質普遍低於搜尋市場的一般水

準，表示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的產品存在系統性的差異，進一步言，產品的系統性

差異也會影響到購屋者對於兩個市場機制的選擇，市場機制的選擇為一內生性的變

數。另一方面，購屋者也不是隨機被指派到拍賣或搜尋市場的，兩個市場的購屋者

屬性很可能也有所差別。因此，理論上在有效控制住宅品質後，相似的住宅透過拍

賣市場若要比搜尋市場折價很多，即表示拍賣市場的績效較差。但是在此我們必須

同時考量自我選擇偏誤（註35）是否存在對於拍賣價格效果的影響，否則可能會導致

係數的過度估計，而這也是過去國內相關文獻所未予處理的問題。顧及了自我選擇

偏誤的問題後，拍賣市場若仍出現折價現象，表示市場間存在著套利空間，如此一

來，經濟景氣時，應該會吸引愈來愈多的購屋者進入拍賣市場購屋，然後再轉手到

搜尋市場套利。長久下來，依據無套利空間的投資觀點，拍賣市場的折價率也應該

會愈來愈少（註36）。 

    過去雖然有大量的文獻分析拍賣與搜尋市場，但是同時關注兩個市場機制選擇

                                                                                                                                                   
成長到 50%左右。關於澳洲拍賣市場的發展，可參見 Lusht（1990a）。 

註34: Haurin（1988）認為非典型住宅的搜尋時間明顯高於典型住宅，Mayer（1995）也認為住宅品質

愈均質，一般搜尋市場的無法順利配對的成本也就愈低，市場流動性愈好，拍賣市場的折價率

愈小。 
註35: 自我選擇偏誤（self-selectivity bias）問題又稱為內生性處理效果（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

或稱為方案有效性（program effectiveness），見 Greene（1993）。Stromsdorfer and Farkas（1980）
所編輯的 Evaluation Studies 一書對於自我選擇偏誤與校正方法有非常詳盡的介紹，特別是依據

樣本是否隨機指派（random assignment）與樣本是否遺漏（sample attrition）等兩種情境，區分

出自我選擇偏誤（非隨機指派且無樣本遺漏）與 truncated samples 與 censored samples（樣本遺

漏）等的差異。 

註36: 自由時報電子報針對近年來法拍市場熱絡的現象，即載有：「….最近因為民眾越來越了解整個

市場，也比較願意投入法拍屋拍賣，包括投資及自住者都有，大家競爭的結果，法拍屋的拍定

價已經沒有以往二至三成的價差，最近市場相當熱絡，已約一成左右的價差，甚至熱絡地段的

好物件根本也沒有價差了！」詳見自由時報電子報，2005，「購買法拍屋、冷熱兩樣情」，9
月11日，財經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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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與實證文獻卻很少。本章主要的目的為探討什麼樣的住宅與購屋者比較會流

入拍賣市場，並且透過內生性處理效果模型（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Model）

進行自我選擇偏誤的校正，重新檢視拍賣市場的折價程度。當然，在與國內過去相

關文獻進行討論與比較時，必須留意我國北部地區法拍市場的快速成長背景所可能

帶來的影響，而這樣的背景才能提供本研究足夠的樣本，以便觀察購屋者的市場機

制選擇行為。本章結構如下：除第一部份前言外，第二部份說明市場機制與不動產

拍賣之理論與文獻；第三部份為資料說明與實証方法，特別是針對自我選擇性偏誤

的校正說明；第四部份為實證結果分析，最後一部份則為本章之小結。 

貳、市場機制與不動產拍賣 

一、我國的拍賣市場機制 

    不同於澳洲等幾個國家，拍賣市場的產品主要來自一般民眾，我國拍賣市場的

不動產來源最主要為金融機構對於不良債權不動產抵押品的處分，除了可以整批標

售或讓售資產管理公司（AMC）以外，必須向法院聲請強制執行，之後便進入法拍

程序。目前金融機構處理逾放擔保品主要仍以法院拍賣為主，但是整個拍賣程序處

理時間冗長，流程包括：法院接受聲請強制執行、鑑價、核定底價、先期公告、揭

示與登報、投標、開標並公告、點交、再拍賣、後續之分配價款等行政程序。法拍

屋的定價乃根據強制執行法第四條之規定，法院應委託公家機關估價或是民間估價

公司估價，底價核定前應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就鑑定價格表示意見，以作為核定拍賣

最低價格之參考。至於競標方式，採取的是第一價位密封投標（First Price Sealed-bid）

來拍賣不動產（註37），即公告開標日期之後，在開標日期之某一期間內接受各投標

者之秘密標價，開標當日公開所有競標價格，決標方式為最高價者得標。若擔保品

拍賣時流標，則依規定再行拍賣，執行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數額不得逾

20%（邱國勳、張金鶚，2003）。 

                                                 
註37: 澳洲與紐西蘭等國家多採用英式拍賣，即 English Ascending Price，以公開口頭向上加價方式競

標，最後由出最高價者得標。常見的拍賣方式還有第一價位密封投標，為我國目前法院拍賣的

方式，即競標者在投標期間將標價寫在標單上，最高價者得標。另有荷蘭式拍賣（Dutch 
Descending Price），即公開口頭向下減價式競標，第二價位密封投標（Second price）仍由最高

價者得標，但僅支付第二高價者的標價。而跟據 Quan（1994）與 Dotzour, Moorhead and Winkler
（1998）的調查，不動產的拍賣方式未見荷蘭式與第二價位密封投標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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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法院投標箱之設計係以個別拍賣物分別設置投標箱，即投標者欲競標哪一

個拍賣物，需將投標單投入指定的投標箱中。此種方式很容易使投標人判斷每個拍

賣物的競爭情況，甚至會出現某些投標人威脅他人不准將標單投入特定拍賣物投標

箱的圍標情事，俗稱海蟑螂，獨占了拍賣個案或造成惡性流標，造成底價得標的情

形很多。為杜絕此種不良競標制度，目前法院設置了投標室，並採取混合投標至單

一投標箱的方式，即當日所有拍賣物的標單皆投入同一投標箱中，以提高公平投標

的機會。理論上，第一價位密封投標的投標人數愈多，會造成折價幅度愈小，甚至

出現溢價的情形，即所謂的贏者的詛咒（winner’s curse）。但在此投標箱的設計之下，降

低了投標人判斷競爭人數的可能性，將減緩市場競爭所造成的溢價壓力。 

    對於購屋者而言，購屋管道可以分為傳統的搜尋模式（包括自行交易或者透過

仲介公司交易），也可以到法院標購法拍屋。購屋者對於市場機制的選擇會考慮預期

利益與成本或風險等，表 6-1 說明了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的主要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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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的主要差異 

購屋管道 搜尋市場 拍賣市場 

利益 1. 選擇性多 
2. 可選擇新屋與預售屋 

1. 產權清楚 
2. 搜尋與交易時成短 
3. 可以底價與拍次判斷投標參

考價格 
4. 一次集中大量潛在購買者出

價 
成本 1. 搜尋時間長 

2. 需個別進行談判與議價 
3. 自行辦理交屋程序複雜 
4. 若委託仲介成交，尚需支付

仲介佣金 
5. 可能遇到一屋二賣等產權

糾紛 
6. 無現成的參考價格，必須找

附近相似的個案比價 

1. 無法得知使用現況與格局 
2. 偶有債務人或第三人佔用問

題，即存在點交風險（註38）

3. 可能需要支出較高的整修費

用 
4. 需負擔保證金（平均約為底

價的 20-30%）、並於七日內繳

清餘額，不能分期付款，甚

至遇有佔用時，得多花錢解

決，因此資金週轉壓力較

大，繳款方式比較沒有彈性 
5. 選擇性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Vickrey（1961）曾經證明拍賣機制可以在數量有限的買賣方情境下，透過市場

參與者間的競爭達到 Pareto 最適價格，即物品的成交價格會是競標者的最高價

值。Wilson（1977）也提出，對於高品質與異質性低的產品，透過拍賣市場會比搜尋

市場有效率。McAfee and McMillan（1987）認為拍賣可以使購買者獲得賣方交易的

承諾，包括移交物件與不隨易變更交易價格等，交易的不確定性得以降低。 

不過，Adams, Kluger, and Wyatt（1992）所建立的賣方獨占最適動態價格訂定策

                                                 
註38: 白金安、吳美申、蕭芳怡、楊惠雅與王韻婷（2003）曾經針對 120 名至拍賣市場投標者進行問

卷訪問，歸納出點交是受訪者參與拍賣意願影響程度最高的因素，其次為帶看服務與貸款服

務。購買法拍屋最大的風險是點交風險，包括物件的瑕疵，如可能的海砂屋、輻射屋或是其它

問題等，法院都不擔保負責。不過，許多購屋者都會找代拍業者或者房屋仲介公司協助調查或

解決點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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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模型指出，拍賣永遠不會是最適的而且會出現折價的情形。Mayer（1995，1998）

以流動性成本（the cost of liquidity）與配對（match）的觀點，建立賣方獨占的部份

均衡模型，其認為拍賣市場的流動性比一般搜尋市場高，亦即，從注意到拍賣物件

到成交時間的配對時間很短，可以有效降低賣方的流動性成本，但同時也會降低買

賣雙方配對的程度，賣方須以低價出售為代價來縮短出售的時間。反之，搜尋市場

的配對時間較長，賣方可以較長的時間等待適當的買主上門，因此，較適當的配對

結果也使得購屋者願意出高價購屋而出現溢價。亦即，拍賣折價與配對的滿意度是

一種抵換關係（teade-off），否則如果拍賣既能快速成交又有溢價的好處，那麼所有

的賣方都將選擇拍賣市場來交易，而搜尋市場終將無利可圖而自然消失。此外，Mayer

也注意到，購屋者的搜尋成本高低也會影響其選擇何種市場機制，搜尋成本高的購

屋者選擇拍賣市場，而搜尋成本低的購屋者選擇搜尋市場。拍賣物的折價率也與整

體景氣有關，當經濟成長時，整體購屋需求上升，則進入拍賣市場的購屋者也會增

加。在競爭效果下，拍賣市場的折價率低，如果景氣很熱時，是可能出現溢價的情

形；經濟衰退時，許多人退出拍賣市場，拍賣市場的折價率較高。 

    在實證方面，Mayer（1998）比較屬於不動產價格成長的洛杉磯市與大幅滑落的

達拉斯市的拍賣市場績效，而兩個城市在 1980 年代中至末期間具有相當大的經濟背

景差異。洛杉磯市的拍賣物屬於正常資產的拍賣，研究期間洛杉磯市的不動產價格

指數平均成長 25%；而達拉斯市則在面對石油危機的壓力下，處於不動產價格嚴重

下跌的階段，不同類型不動產下跌約 30%至 60%，主要是來自銀行、RTC、儲蓄貸

款機構等不良資產的拍賣物。以加權重複交易價格指數法（weighted resale price 

index）控制選擇性偏誤後，結果顯示洛杉磯市的拍賣屋折價平均約為 1%且統計上不

顯著，達拉斯市的拍賣屋折價約為 9%-21%。此外，其亦發現同質性高的不動產拍賣

折價率低，甚至出現統計上不顯著的溢價（約 4%），而異質性高的不動產拍賣折價

率高。Mayer 相信溢價的出現乃異常現象，可能的解釋是，洛杉磯處於景氣階段而吸

引了許多沒經驗的競標者出價過高，就像是贏者的詛咒一樣。其他如 Lusht

（1994）、Allen and Swisher（2000）也都發現拍賣市場會出現折價的現象。 

至於國內在拍賣市場價格差異之相關研究方面，蔡芬蓮、林秋瑾、張金鶚（1997）

推估 1992 年與 1993 年的標準法拍屋與標準住宅價格後，發現法拍屋約較一般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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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價 2%至 13%。陳憶茹、張金鶚（2004）一文則合併了 2001 年與 2002 年的法拍屋

拍定資料與仲介公司提供的成交資料，估計拍賣市場平均折價 17.20%，並說明拍賣

市場的效率不佳。惟前述二文皆未考慮自我選擇偏誤問題。 

    Quan（2002）認為 Mayer（1995, 1998）雖然考慮了購屋者的策略性市場機制選

擇問題，但是在拍賣市場上僅考慮一位賣方且假定拍賣市場價格不會影響到搜尋市

場價格，僅為一個部份均衡模型。是故，其建構了一個多買方與多賣方市場機制選

擇的一般均衡模型，即賣方會依據其預期持有成本（holding cost）並參考兩個市場

價格狀況調整其市場機制的選擇，其對於市場機制的選擇則會進一步地影響到買方

的選擇。透過參數的模擬，Quan 的模型預測拍賣會出現溢價，其以美國德州奧斯丁

市住宅土地的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資料進行實證，結果發現拍賣市場的土地價格平

均溢價為 30%（註39）。Lusht（1990b）以澳洲墨爾本市的交易資料進行研究得到拍

賣溢價約 6.5%，並認為拍賣溢價只會出現在市場條件較佳時。Ashenfelter and 

Genesove（1992）發現美國紐澤西地區的公寓拍賣會出現溢價的現象。Newell, 

MacFarlane, Lusht, and Bulloch（1993）以澳洲雪梨市為研究對象，發現拍賣市場比

搜尋市場的中位數價格高出約 3.6%，該文認為其溢價較低，是因為當時的市場條件

較差所致。Lusht（1996）再次利用澳洲墨爾本市的仲介銷售資料進行實證，得到拍

賣市場存在 8%的溢價效果。  

    以澳洲與紐西蘭為實證對象時多會出現拍賣溢價的情形，究其原因，除了這兩

國的拍賣市場屬於較高品質住宅的選擇偏誤問題與市場條件較佳外，原因還包括賣

方必須支付廣告費用來吸引投標者上門，以及支付約 3.5%-4.5%的拍賣佣金給拍賣員

（auctioneer），這些支出將會提高賣方的保留價格或底價以轉嫁给買方（Lusht, 

1990a；Dotzour et al., 1998）。除此之外，Mayer（1998）認為以特徵價格法估計時，若

未嚴謹地控制住宅屬性與處理選擇偏誤問題，可能使得拍賣市場的係數估計值產生

嚴重偏誤，而導致溢價的結果。 

綜觀上述有關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價格差異之主要文獻，可以知道，自我選擇

偏誤問題對實證結果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由於本章的研究資料與變數，具有代表

                                                 
註39: Quan（2002）指出，比較未考量選擇偏誤的估計結果，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結論，亦即土地拍賣

會發生折價的情形。其並說明以住宅土地而不是住宅為研究對象，可以減少遺漏屬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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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者搜尋成本的屬性，例如購屋經驗、所得、年齡等，可作為購屋者搜尋成本的

替代變數，改善前述相關實證分析資料屬性不足的問題。同時，為了顯示出自我選

擇偏誤問題之影響，本章亦直接以特徵價格法估計拍賣市場機制變數之價格效果，以

比較兩者偏誤校正前後的差異。簡言之，為重新檢視我國過去相關文獻實證結果的

正確性，本章將在考慮自我選擇偏誤的校正下，探討拍賣市場機制是否存在折價的

現象。 

參、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一、資料說明 

本章採用 2004 年第 1 季至第 4 季的『台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之原始資料檔的

已購屋者問卷資料。住宅需求問卷的內容不僅包含了購屋者的基本屬性、住宅屬

性，同時也詢問了購屋者所購買房屋類型是否為法拍屋，因此，本章得以利用此資

料進行購屋市場機制選擇的價格效果分析，此乃本研究資料之特色，而其他相關文

獻都是合併不同資料來源後，才能進行類似的研究主題。此外，本章僅選擇中古屋，排

除了新成屋與預售屋的資料（註40），而研究區域則為台北縣市地區，使研究對象限

於台北地區的成屋次級市場。所有的變數定義與說明，請見表 6-2。 

                                                 
註40: 由於國內的新成屋與預售屋多半由建設公司與代銷公司來進行銷售，且幾乎不會流向拍賣市

場，為避免實證上的偏誤，因此加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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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變數說明表 

變數名稱 單位 說   明 
成交或拍定總價 
P 

萬元 在房價方程式裡，取對數LnP來進行估計。  

首次購屋者 
Noexp 

是   1 
否   0 

若購屋者先前未曾購買過或擁有過住宅，則視為首

次購屋者。  
坪數 
Area 

坪 住宅面積。同時考慮二次式。 

4_5層公寓

High4_5 
是   1 
否   0 

為四至五層之公寓。 

6_12層大樓

High6_12 
是   1 
否   0 

為六至十二層之電梯大廈。 

13層以上大樓

High13 
是   1 
否   0 

為高於十三層之電梯大廈。 

購屋者年齡 
Age 

年 為購屋者的年齡數。同時考慮二次式。  

每月所得 
Income 

萬元 
 

原問卷為分組選項（1-3萬、3-5萬..等），為精簡變

數數量，故取每組所得之中位數，合併成連續變

數。同時考慮二次式。 
車位 
Garage 

是   1 
否   0 

含車位之住宅預期價格會較高。 

頂樓 
Top 

是   1 
否   0 

頂樓住宅因景觀較佳，通常會有較高的售價。  

一樓 
Ground 

是   1 
否   0 

一樓住宅價格通常高於其他樓層。  

屋齡 
Year 

年 住宅的屋齡。同時考慮二次式。 

縣市 
LOC2 
LOC3 
LOC4 

是   1 
否   0 
 
 
 

住宅所在地區會很明顯的影響到住宅價格，因為針

對主要地區採虛擬變數，若為所在地區則取1，其他

為0。以台北市舊市區（中正、大同、中山、松山、大

安、信義、萬華區等）為對照基準，台北市郊（其

他行政區）為Loc2、台北縣轄市為Loc3、台北縣郊

區為Loc4。以台北市中心為對照地區。 
貸款季節 
2004Q2 
2004Q3 
2004Q4 

是   1 
否   0 
 

相對於2004Q1，設定三個虛擬變數，若貸款年與季

節屬於該變數者，則該變數取1，其他為0。需指出

的是，雖然此變數是指受調查者前往貸款的時間，但

應與其購屋時間相距不遠，可視為購屋季節的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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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拍賣市場 
Auction 

是   1 
否   0 

表示購屋者的房屋購自拍賣市場。 

 

表 6-3 為本章樣本的敘述統計。首先將資料區分為全部樣本、搜尋市場交易者與

拍賣市場交易者三類來加以比較。經過刪除不完整的問卷後，本章分析的有效問卷

共計 2,232 筆，其中搜尋市場交易者共 2,008 筆（90 %），拍賣市場交易者共 224 筆

（10 %）。表 6-3 並進一步區分全部、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等之敘述統計。變數中包

括成交（或拍定）總價、面積、屋齡、購屋者年齡與每月所得等以連續性變數形式

呈現，因而計算其平均數與變異數；至於其它變數為間斷性變數或虛擬變數形式，則

為該屬性所佔的百分比例。 

住宅平均成交總價為 548.42 萬元，而透過搜尋市場交易者平均總價約 554.53 萬

元，拍賣市場交易者平均總價約 449.26 萬元。因此表面上看起來，拍賣市場較搜尋

市場的平均折價為 105.27 萬元，約-18.98%，遠低於搜尋市場的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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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敘述統計 

 全部樣本 搜尋市場 拍賣市場 
變數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總價 548.42 347.93 554.53 342.69 449.26 412.84 
面積 37.95 19.49 37.52 19.03 41.82 22.94 
屋齡 13.38 7.81 13.62 7.86 11.10 6.93 

購屋者年齡 37.54 7.62 37.42 7.63 38.61 7.43 
每月所得 7.22 3.27 7.18 3.23 7.65 3.77 
首次購屋 54% -- 55% -- 52% -- 
附有車位 38% -- 38% -- 36% -- 

頂樓 16% -- 16% -- 18% -- 
一樓 6.8% -- 6.6% -- 8.8% -- 

4_5 層公寓 36% -- 36% -- 30% -- 

6_12 層大樓 37% -- 37% -- 41% -- 

13 層以上大樓 23% -- 23% -- 25% -- 

台北市郊 33% -- 35% -- 28% -- 
台北縣轄市 22% -- 18% -- 29% -- 

台北縣郊 27% -- 7% -- 35% -- 

2004Q2 25% -- 25% -- 25% -- 

2004Q3 28% -- 28% -- 25% -- 

2004Q4 21% -- 21% -- 20% -- 

樣本數 2,232 2,008（90%） 224（10%） 

 

二、自我選擇偏誤問題之校正方法 

（一）拍賣市場的自我選擇偏誤 

    對於拍賣市場的價格效果，應該先檢驗自我選擇效果的影響程度。說明如下： 

1. 物件的選擇偏誤問題： 

    亦即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的物件存在系統性的差異，例如樓高、區位、屋齡

等差異。舉例來說，位於都會市中心的住宅成為拍賣物的機率就可能遠低於市郊

地區，因為流動性很高，債務人可以輕易脫手來抵償債務。反之，位於區段不佳

的住宅，則有更高的機會成為拍賣物。國外的相關文獻多考慮到這方面的校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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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國內文獻則缺乏此部分的考量，而可能造成所估計的折價幅度過高。由於

我國會流入拍賣市場的物件主要都是變現不易者，可預期的是，非典型住宅

（atypical house）比較容易成為流入拍賣市場的物件。 

2. 買方的選擇偏誤問題： 

    亦即由於進入拍賣市場需要一定的經驗與財力，因此購屋者對於市場機制的

選擇並非是隨機發生的現象。國外的文獻雖然注意到購屋者搜尋成本對於拍賣市

場選擇可能產生的影響，但國內外的文獻均未在實證上加入此部份的校正。根據

Mayer（1995, 1998）與 Quan（2002），通常搜尋成本高的購屋者傾向於進入拍賣

市場以節省購屋的時間成本。尤其是進入我國拍賣市場的門檻較高，包括需事先

負擔保證金，且融資較為困難，因此購屋者的收入較高者，也較有能力跨過進入

拍賣市場的門檻（註41）。此外，有些買方的屬性不易被觀察到，例如投資的專業

能力，獲取拍賣市場資訊的能力等等，亦即這些人本身就有比一般消費者具有更

強的鑑價與議價能力，不論這些人投入搜尋或拍賣市場，都有能力獲得較高的折

扣率。這些就是遺漏變數所造成估計上的自我選擇偏誤問題。 

（二）自我選擇偏誤之校正：處理效果模型 

本 章 係 根 據 Barnow, Cain, and Goldberger （ 1980 ） 依 據 所 推 衍 的

Heckman-Maddala-Lee 兩階段估計法，來估計拍賣或搜尋市場的內生性處理效果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註42）進一步說明其基本模型，如下： 

1. 當購屋者與物件都是隨機進入拍賣市場時： 

.ebTaXY ++=                                       [6-1] 

                                                 
註41: 所得一直是許多實證文獻作為購屋者搜尋成本最主要的替代變數，且所得愈高者，搜尋成本愈

高，例如 Zumpano et. al（1996）、Elder et al.（1999）與 Elder et. al（2000）等利用所得作為估

計購屋者選擇進入仲介服務市場最主要的解釋變數之一。 
註42: Lusht（1996）與 Dotzour et al.（1998）採取 Heckman（1979）、Maddala（1983）、Lee（1982）

等所發展的兩階段校正方式；Mayer（1998）以重複交易價格指數法控制選擇偏誤問題，並比

較特徵價格法估計結果之間的差異；Quan（2002）在缺乏賣方持有成本與買方搜尋成本替代變

數的限制下，無法以標準的自我選擇模型而改以對常態性假設較強的三階與五階動差法

（method-of-moments estimators）來加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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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Y 是住宅成交單價，T 是拍賣市場虛擬變數，X 是其他住宅屬性。此時，T 的

係數 b 即為拍賣市場的價格效果。此即利用 Rosen（1974）的特徵價格法來進行估計。 

2. 當購屋者與物件都是自我選擇進入拍賣市場時： 

  1111 ebTXaY ++=                                   [6-2] 

  2222 eXaY +=                                      [6-3] 

這裡，Y1 是房價方程式的應變數，Y2 是決定購屋者與物件是否進入拍賣市場的市場

機制選擇方程式的指標。X2 則為影響是否加入拍賣市場的潛在變數。亦即 

  
otherwise

T
0Yif

,0
,1 2 >

⎩
⎨
⎧

=                                 [6-4] 

此外 e1 與 e2 是相關的，使得式 6-2 與式 6-3 成為同時聯立方程式體系。 

在自我選擇偏誤問題的校正方面，先估計市場機制選擇方程式的 probit 模型，即

式 6-3，計算出自我選擇偏誤的校正值，即所謂的 Inverse-Mills-ratio（IMR 或λ
)
）。當

1=T 時， )(/)( 2222 aXaXIMR )) Φ= φ ；而當 0=T 時， )}(1/{)( 2222 aXaXIMR )) Φ−−= φ ，此

後再將 IMR 值代入式 6-2 的房價方程式裡，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行估計，得

到下列的式 6-5： 

  1111 ecbTXaY +++= λ
)

                                [6-5] 

這裡的 b 值即為拍賣市場價格效果的不偏估計値。X1 與 X2 中的解釋變數可以重複出

現，不會產生聯立模型中的認定問題（identification），因為第一階段以 probit 估計，已

表示處理效果變數 T 是 X2 的非線性函數（註43）。 

                                                 
註43 : 詳見Stromsdorfer and Farkas（1980），頁37。本研究其實也可採用Endogene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的分析方式，將搜尋市場與拍賣市場分別以兩條迴歸式檢視各項因素對成交價

格的影響。惟拍賣市場的樣本較少，若採用此一分析方法，拍賣市場的迴歸式估計會有自由度

較少的情形出現。因此，我們採用Treatment Effects Model，僅以一項二元間斷變數區隔搜尋與

拍賣市場機制間的價格差異，其餘解釋變數的影響性則二者皆視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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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模型 

1161514131211

1098
2

7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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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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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_65_4

expAuction

uLocLocLocGroundTopGarage
HighHighHighYearYear

NoAgeAgeIncomeIncome

+++++++
+++++

+++++=

αααααα
ααααα

αααααα

    [6-6] 

這裡，主要考量的是購屋者本身屬性與住宅屬性，是否會影響拍賣市場機制的選

擇。應變數 Auction 為二元選擇變數，法拍屋為 1，非法拍屋為 0，為內生性的虛擬

變數；主要自變數包括：Income 為購屋者的每月所得，每月所得愈高者，其時間或

搜尋成本愈高，愈可能傾向於參與拍賣市場；Age 為購屋者的年齡，年齡較長者或

許因為其購屋知識較豐富或者融資管道較多等，比較具備到拍賣市場嘗試的條

件；Noexp 表示為首次購屋的虛擬變數，因為購屋經驗缺乏，比較不會參與法拍市

場。此外為住宅基本屬性，包括所在區位、屋齡、面積、住宅類型等，主要是以非

典型的程度作為預測流入拍賣市場的依據。Year 為住宅的屋齡；Area 為住宅面積；樓

高，共分為 High4_5 公寓、High6_12 為 6 至 12 層的電梯大樓，High13 為 13 層以上

的電梯大樓；Garage 表示附有車位；Top 為頂樓；Ground 表示住宅位於一樓；Loc

為區位因素，共分為四個地區，即包含三個虛擬變數 Loc2-Loc4，分別是台北市郊、台

北縣轄市與台北縣郊區，可以預期的是，距離台北市中心愈遠或愈偏僻的地方，愈

可能因市場流動性較差而進入拍賣市場。此外，自變數屬於連續變數者，皆加入二

次式來進行估計。 

第二階段，則將式 6-6 估計出的 IMR 值代入式 6-7，以控制自我選擇的偏誤問

題，並進而估計市場機制選擇的價格效果。Barnow et al.（1980）指出理論上可以在

房價方程式裡保留處理效果變數，即保留式 6-7 的 Auction 變數。因此除了住宅屬性

外，本章亦將同時納入 IMR 與拍賣市場兩個變數直接估計拍賣市場的價格效果（註

44）。 

                                                 
註44: 相關文獻如 Zumpano, Elder, and Baryla（1996）即將第一階段 Probit 模型所估計的 IMR 與該文

的處理效果變數（仲介服務）同時加入第二階段的房價方程式裡，以估計仲介服務的價格效

果。倘若 IMR 值不顯著，即代表無自我選擇偏誤問題，即可利用房價方程式來估計拍賣市場的

價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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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主要以住宅屬性來估計房價方程式。在自變數方面，包括

Year、 Area、 High4_5、 High6_12、 High13、 Garage、 Top、 Ground、 Loc2-

Loc4，IMR。以外，加入貸款季節變數作為購屋季節的替代變數，共分為四個季節，即

包含三個季節的虛擬變數 2004Q2-2004Q4，在此是為了考慮到住宅市場的季節性景

氣關係對於房價的影響。自變數屬於連續變數者，皆加入二次式來進行估計。應變

數為成交或拍定總價並取對數（LnP）。 

    點交風險也經常是相關文獻提及的最主要法拍屋購買風險之ㄧ，然而，回顧國

內相關文獻，點交與否在統計上幾乎都不會對拍賣價格造成顯著影響（註45）。本章

以為這可能是購屋者僅投標給可接受點交風險的對象，若以拍定樣本進行實證分析

時，點交風險在統計上並不會顯著，主要是存在樣本生存偏誤的問題（survival 

bias）。因此，本章研究資料雖無此變數，應不會造成嚴重的遺漏變數問題。 

肆、實證結果分析 

一、未考慮自我選擇偏誤問題之估計結果 

    表 6-4 所顯示的為忽略自我選擇偏誤問題之估計結果，亦即視拍賣市場機制為單

純的外生變數。此時其估計係數為-25.6%，經指數調整後為-22.6%，且達 1%統計顯

著水準，依此結果是可以拒絕本章的虛無假說，即指出拍賣市場明顯出現折價現

象。並可加以引申為拍賣市場很無效率，包括資訊不透明、或者定價制度沒有彈性，使

得購屋者進場的人少，導致投標價偏低等（陳憶如、張金鶚，2004）。至於其他變數

部份，隨著屋齡愈多，住宅總價折價愈多，但折價程度會遞減。住宅總價則是隨著

面積愈大而愈高，大約每增加一坪住宅總價提高 2.4%，但是會呈現遞減的效果。在

住宅類型方面，相對於一至二樓住宅，其他三種類型住宅皆出現折價情形，惟 13 層

以上高樓的折價程度不顯著。附有車位的住宅經指數調整後為會有溢價約 9.7%，而

                                                 
註45: 蔡芬蓮、林秋瑾、張金鶚（1997）、陳憶茹、張金鶚（2004）、彭芳琪、張金鶚（2005）皆曾利

用點交為解釋變數，惟實證結果幾乎都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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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一樓的住宅經指數調整後則有溢價 20.9%。此外，相對於台北市中心地區，台北

市郊、台北縣轄市與台北縣郊地區依序出現折價，經指數調整後分別為-4.9%、-11.6%

與-17.1%，表示區位或鄰里因素對於房價的影響力非常重要（註46）。最後以季節變

數來控制整體價格變動趨勢，相對於 2004 年第一季，第三季與第四季皆出現上漲約

8%的趨勢。根據國泰房價指數，我國從 2003 年第四季起，房價就呈現不斷上漲的趨

勢，與本章的季節因素係數呈現上漲的趨勢相符的（註47）。估計結果的調整後判別

係數為 57%，且 F 值相當顯著，此模型幾乎所有的變數皆顯著且符合預期。 

表 6-4 未考慮選擇性偏誤的房價估計（應變數為總價取對數值 LnP） 

變數名稱 係數 t 値 P 値 
常數 5.046 102.17 0.000 

拍賣市場 -0.256 -11.21 0.000 
屋齡 -0.025 -10.11 0.000 

屋齡平方 0.001 8.68 0.000 
面積 0.024 31.49 0.000 

面積平方 -0.000 -15.94 0.000 
4_5 層公寓 -0.143 -4.12 0.000 

6_12 層大樓 -0.123 -3.52 0.000 
13 層以上大樓 -0.053 -1.42 0.158 

車位 0.093 6.57 0.000 
頂樓 -0.001 -0.09 0.943 
一樓 0.190 7.40 0.000 

台北市郊 -0.051 -2.95 0.000 
台北縣轄市 -0.124 -3.15 0.000 
台北縣郊 -0.188 -2.89 0.000 

2004Q2 0.013 0.68 0.449 

2004Q3 0.079 4.55 0.000 

2004Q4 0.086 4.64 0.000 
調整後 
判別係數 0.57 

F 値 107.01 
樣本數 2,232 

 

                                                 
註46: 根據陳憶茹、張金鶚（2004）以不同的資料來源估計台北市郊區與舊市區的總價折價率約在-7%。 
註47: 請見國泰建設網站：http://www.cathay-red.com.tw/hous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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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慮自我選擇偏誤問題之估計結果 

    根據本章上一部份所說明之實證方法，在此將利用兩階段估計法重新估計拍賣

市場的邊際價格效果。表 6-5 為拍賣市場機制選擇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部分住宅

屬性與購屋者屬性會傾向於流入拍賣市場。在住宅屬性方面，屋齡愈高、面積愈大、13

層以上大樓、沒有附車位、台北市郊、台北縣轄市與台北縣郊地區，相對而言，比

較容易出現在拍賣市場。屋齡的估計值為 0.048，而平方項為-0.001，表示屋齡愈高

流入拍賣市場的可能性也愈高，但隨著屋齡增加而可能性遞減。面積的一次式係數

為 0.006 且相當顯著，而二次式並不顯著，表示隨著住宅面積愈大，成為法拍屋的可

能性也愈大，而無遞減或遞增的情形。同樣地，超過 13 層以上大樓與缺乏停車位的

住宅，也比較容易成為法拍屋。從區位的流動性來說，距離台北市中心愈遠的地區，成

為拍賣屋的可能性依序提高。這些住宅屬性相較於大台北地區的平均或典型住宅屬

性來說，品質較為變異或較低，亦即非典型住宅或低品質流動性差的住宅有比較高

的比例出現在拍賣市場。 

    在購屋者屬性方面，購屋者年齡與每月所得愈高者，進入拍賣市場機制的可能

性愈高，但是隨著購屋者的年齡增加，進入拍賣市場的可能性會遞減，表示最有意

願進入拍賣市場者大多為中壯年者，可能是年齡中高者與所得高者比較有能力跨過

進入拍賣市場初期高資金需求的門檻，即能夠負擔保證金，且較無融資限制問題

等。代表搜尋成本的每月所得也符合 Mayer（1995, 1998）與 Quan（2002）的理論預

期的，即搜尋成本高的購屋者，傾向於進入拍賣市場以節省購屋的時間成本。較意

外的是，首次購屋者的結果並不顯著，顯示購屋經驗並不影響其對市場機制的選

擇，可能是近年來法拍市場相當熱絡，許多沒經驗的購屋者也挺險加入拍賣市場。根

據表 6-3 的統計，拍賣市場的首次購屋者亦高達 52%，而這也可能是造成拍賣折價

很少的原因之一。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問卷結果只能區分出有無購屋經驗，無法

區分出購屋經驗的程度，事實上僅有一次購屋經驗者很難說是瞭解市場行情者，尤

其是直覺上會進入法拍市場購屋者，可能都具有多次購屋與轉售的經驗，導致首次

購屋這個變數無法被正確的估計出來。 



 

 96

表 6-5 拍賣市場機制選擇估計 (應變數為是否購自拍賣市場) 

變數名稱 係數 t 値 P 値 
常數 -3.451 -5.23 0.000 
屋齡 0.048 3.38 0.000 

屋齡平方 -0.001 -3.27 0.000 
面積 0.006 4.42 0.000 

面積平方 -0.000 -0.82 0.414 
4_5 層公寓 0.153 0.97 0.334 

6_12 層大樓 0.009 0.06 0.954 
13 層以上大樓 0.463 2.01 0.044 

車位 -0.182 -2.19 0.035 
頂樓 0.095 1.14 0.256 
一樓 0.166 1.42 0.155 

購屋者年齡 0.077 2.44 0.015 
年齡平方 -0.0008 -2.10 0.036 
首次購屋 0.023 0.37 0.712 
每月所得 0.064 1.77 0.076 

每月所得平方 -0.000 -0.79 0.510 
台北市郊 0.290 2.45 0.014 
台北縣轄市 0.507 3.58 0.000 
台北縣郊 0.604 3.62 0.000 

Log likelihood -1012.72 

χ2(18) 89.96 

    表 6-6 則是根據市場機制選擇所估計之 IMR 值，加入房價的特徵價格方程式

裡，估計各變數以及拍賣市場對於房價的影響程度。首先是代表自我選擇偏誤的 IMR

值為-19.9%，且統計上非常顯著，e1 與 e2 的相關係數 ρ的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ratio 

test）也顯著拒絕無相關之假設。顯著的 IMR 值表示市場機制選擇的確具有相當高的

自我選擇現象。換言之，拍賣市場的成交價格低於搜尋市場 19.9%的部份，是由於拍

賣物件被迫（因強制執行法）流向拍賣市場，同時具有較高訊息能力與議價能力的

投資人，亦偏愛到拍賣市場進行交易所造成的折價，而不是拍賣市場機制本身所形

成的價差。拍賣市場的折價程度經指數調整後，從-22.6%大幅縮減至-0.8%，且統計

上很不顯著（t 值為 0.08）。自我選擇偏誤校正後的拍賣市場機制，折價率僅-0.8%且

統計上不顯著，表示我國拍賣市場比搜尋市場折價多的證據似乎不足。與國內相關

文獻結果來加以比較，雖然實證上都控制了住宅品質，但若未能注意到自我選擇偏

誤的問題，會導致過度估計拍賣市場的折價程度。當然，不可忽視的另一個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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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折價率縮小的原因是，整體不動產市場條件的變化（Mayer, 1998）。相較於陳憶

如、張金鶚（2004）利用的是 2001 年與 2002 年的交易資料，本章採用的是 2004 年

的交易資料，此三年間我國北部地區拍賣市場的拍定率從 10%快速成長到 30%，而

市場條件的快速變化，很可能會造成較大的拍賣價格變異。 

表 6-6 考慮選擇偏誤之房價方程式估計（應變數為總價取對數值 LnP） 

變數名稱 係數 t 値 P 値 
常數 5.412 99.19 0.000 

拍賣市場 -0.009 -0.08 0.931 
屋齡 -0.025 -11.21 0.000 

屋齡平方 0.0004 4.87 0.000 
面積 0.023 30.03 0.000 

面積平方 -0.000 -19.04 0.000 
4_5 層公寓 -0.146 -3.96 0.000 

6_12 層大樓 -0.142 -3.78 0.000 
13 層以上大樓 -0.087 -1.83 0.067 

車位 0.093 6.21 0.000 
頂樓 -0.011 -0.62 0.528 
一樓 0.168 6.53 0.000 

台北市郊 -0.060 -3.14 0.000 
台北縣轄市 -0.135 -3.98 0.000 
台北縣郊 -0.191 -2.57 0.000 

2004Q2 0.043 2.43 0.035 

2004Q3 0.068 3.67 0.001 

2004Q4 0.068 3.67 0.001 

IMR -0.199 -6.71 0.000 
調整後 
判別係數 0.58 

F 値 96.00 
樣本數 2,232 
LR test  
of ρ=0 Prob>χ2=0.000 

 

伍、小結 

拍賣市場目前約佔我國購屋市場的 6%左右，已經儼然成為我國購屋者的重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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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市場之一，因此拍賣市場的績效就顯得愈來愈重要。相對於拍賣理論的文獻，拍

賣的實證分析就顯得相當缺乏，特別是不動產拍賣市場的分析更是稀少。因此，本

章利用了難得的資料來源與結構，同時考慮了購屋者的搜尋成本對於市場機制自我

選擇偏誤的影響，得以重新檢視了拍賣市場的績效。 

實證結果顯示，如果未考慮自我選擇偏誤問題，經指數調整後之拍賣市場機制的

折價率為-22.6%，且達 1%統計顯著水準。但是，加入住宅物件與購屋者屬性的自我

選擇偏誤校正後，拍賣市場機制折價率僅-0.8%且統計上變得非常不顯著。分析其原

因，即我國流向拍賣市場的住宅本來就是在搜尋市場上流動性較差的非典型住宅，至

於選擇進入拍賣市場的購屋者又屬於搜尋成本較高，傾向透過拍賣市場來節省其購

屋或投資之時間成本者。當校正這些自我選擇的偏誤後，我們很難斷言同品質物件

透過拍賣市場銷售，一定會比透過搜尋市場銷售的價格來得低。 

不同於國外相關文獻僅考量賣方的選擇性偏誤問題，本章亦納入買方屬性作為搜

尋成本的替代變數，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購屋者對於拍賣與搜尋市場機制的選擇，並

進而校正拍賣市場機制的價格效果。在控制買賣方的自我選擇偏誤下，有趣的結果

是，我國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間並無顯著的價格差異存在，因而本章對過去國內相

關文獻認為拍賣市場一定比搜尋市場折價較多的說法提出了相當的質疑。惟此三年

間我國北部地區拍賣市場的拍定率從 10%快速成長到 30%，而市場條件的快速變

化，很可能會造成較大的拍賣價格變異。因此後續研究上，可以比較拍定率差異較

大的時間進行比較研究，以了解本研究結果之穩定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