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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制度所提供的基本結構使人類從古至今得以創造秩序，並且設

法降低交換中的不確定性。加上所利用的技術，制度乃決定了交易

與轉換成本，並且因而決定從事經濟活動是否有利、是否可行。故

制度是理解政治與經濟體制之間相互關係以及這相互關係如何影響

經濟成長（或停滯、衰落）的關鍵（劉瑞華,1995）。民國七十九年

以後，不動產市場的交易量逐年下降（註 1-1），導致建築投資業在

房屋存量過多與資金週轉的壓力下，獲利能力下降，更產生倒閉的

危機，緊接而來的亞洲金融風暴後續效應的波及，國內經濟發展因

而陷入困境，不動產市場更產生低迷不振的情形。民國八十七年以

後，為了刺激不動產市場的運作及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提出各項

不動產政策而變更原有的制度，以增加不動產市場的需求，如提供

低利率的優惠購屋房貸、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開放外（陸）資購

買不動產及通過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等，企圖誘導民眾進入不動產市

場，促進總體經濟的發展。 

政府以不動產政策介入不動產市場運作是否妥適，Richardson and 

Goldon（1993）認為不動產市場中經常會有外部性 (externality)的因素產

生  (註 1-2)，若依市場機能自行運作，則市場資源的分配結果將很

難達到有效率的配置，因此當市場運作失靈時，有主張政府應予以

介入市場。又 Zhu（1997）亦認為不動產市場因受其特性的影響，無

法自行建立一個運作機制以維持市場均衡，因此缺乏政府管制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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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市場將無法依市場機能自行解決內部的衝突，加上不動產市場

和一般經濟活動間具有密切的關係，為避免不動產市場閉鎖效應影

響了一般經濟的運作，政府應予以介入，基於上述理由，有主張政

府有介入不動產市場的適當性。 

政府有介入不動產市場的適當性，但政府該採取何種政策介入

呢？基本上「誘因」是決定經濟成長的根本因素（劉瑞華,1994）。

以傅立曼（ Friedman）為首的「貨幣學派」學者極力主張，政府可藉

由降低利率此誘因來刺激民間消費及對抗經濟衰退（註 1-3），且利

率的調降只需政府政策性宣示及中央銀行決定利率調降幅度即完

成，毋須歷經立法時的辯論程序和立法實施的曠日費時。因此，政

府為解決不動產蕭條及經濟不景氣，遂於民國八十九年八月推動「健

全房地產市場措施」，期望透過各項政府相關配套方案的制定，以

協助不動產市場的健全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發展。而這些相關方案

中，最主要一項為由中央銀行提出，經行政院經建會評估，及財政

部、中央銀行對其實施規模及相關考量調整，再經行政院院長與全

國業者座談會後，於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七日政務會談中公布，由內

政部營建署與中央銀行共同執行之一般優惠房貸利率政策，該政策

與以往房貸的差異在於不再以身份別或所得不同而限制申貸，而以

一人一生一次方式作為提供申貸的條件，此種不限制民眾首次購屋

之優惠房貸利率方式，來提高民眾購屋的意願（註 1-4）。 

政府介入不動產市場除提供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外，土地增值稅

減半徵收亦為一主要政策。有關土地增值稅制度自民國十九年建立

實施迄今，其稅收一直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稅源，土地增值稅的稅

收曾於民國八十一年占地方政府總稅收最高達百分之七十一，如表

1-1。但因不動產市場持續不景氣，不動產交易量減少，土地增值稅

之稅收產生下降趨勢，由民國八十四年稅收一千五百五十三億元，

降至民國九十年稅收四百二十三億元（註 1-5），引發了不動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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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不景氣，土地增值稅過高為主要原因之一，更導致不動產交易

產生閉鎖效果（ lock-in effect）(林森田，1996)，故有提出應調降土

地增值稅課徵的誘因，來帶動經濟發展之輿論。而 Foster（ 1981）

亦認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在於需改變某些活動，因為經濟問題層

出不窮，制度需不斷修正以為解決之道，同時制度結構也就因應而

變，因此民國九十年八月二十六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多數決

之決議「將土地增值稅減半二年，以刺激房地產景氣復甦」，政府

遂依據該決議自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三十日公布修正平均地權條例第

四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五十」，

希望藉由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來提供誘因，刺激不動產景氣，

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表 1-1 歷年土地增值稅稅收占地方政府總稅收百分比 

資料來源：賦稅統計年報 

政府雖有提供優惠房貸利率及降低土地增值稅率來對抗經濟

衰退意願，但政府內部成員是由「人」所組成， Buchanan (1985)

指出，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在具有自利 (self-interested) 動機的情形

下，政府內的決策者及執行者也和市場內的人們一樣，在面對各種

主客觀條件限制時，必定會權衡利弊得失之後而採取不同的方法及

措施來謀求自身最大的福利。換言之，政府在做決策的過程中，會

受到自身利益 (如人民選票及稅收多少)考量的影響，因此政府所提

出之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經濟發展是否有影響，亦或僅為爭取選票

的工具；而政府所提出之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可能不僅是一個財

政問題，在政治方面，減稅政策多半受人民歡迎，因而常成為爭取

年度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百分比 58.6 71 69.4 65.3 60.4 52.6 55.7 53.9 48.6 36.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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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支持與選舉最廉價、方便的工具，而在經濟上雖然一般認

為減稅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影響究竟有多大以及是否會照預定的

政策目標發生，則要看減稅的性質、內容、範圍及程度等而定 (註

1-6)。政府期望藉由優惠房貸利率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的誘因政

策來匡正不動產市場失靈的情形下，是否僅具有政治上為獲取人民

選票之意義，亦或能如當時所訂政策目標，透過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或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促進不動產市場的交易，並帶動經濟

發展，在政府繼續不斷的推出不動產政策前，實有必要先行評估及

檢視過去的政策，遂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本研究為評估政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

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擬以民國八十八年行政院主計處所

公布之「產業關聯表」為基礎，建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稱 CGE 模型），以反事實

模擬（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評估在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

增值稅的減半徵收政策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下列三項： 

(一) 建立 CGE 模型，評估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 建立 CGE 模型，評估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

的影響。 

(三) 藉由上述研究成果，提供政策規劃者制定不動產政策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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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ㄧ、研究範圍 

(一)名詞定義 

１ .不動產政策：自民國八十七年起，政府採取一些住宅供給及需求

的不動產政策，本研究之不動產政策主要以刺激需

求之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為探討重點，進行分析及探討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２ .經濟發展 ：經濟成長理論通常只侷限在於個人所得增加的速度

上，而伴隨著經濟成長而來的ㄧ些經濟結構的變

化，歸於經濟發展擬探討的範圍，本研究探討經濟

發展的範圍包含實質 GDP、產業結構、政府收支及

儲蓄的變動情形。 

 

 (二)時間範圍 

1.本研究實證資料之時間範圍界定於民國八十八年，其主要理由為

政府於民國八十九年九月開始實施不限制民眾首次購屋之優惠

房貸利率政策，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則自民國九十一年

一月開始實施，本研究為模擬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

減半徵收政策尚未實施前估計其實施後的成效，與對二政策進

行比較分析，故以二政策均尚未實施前之民國八十八年為研究

的時間範圍。 

2.本研究實證以外之其他資料，原則上以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

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實施後之民國八十九年至民國九十三年實

際資料為主，但依實際研究內容增減其資料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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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範圍 

在探討政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

策對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分析方面，本研究以民國

八十八年台灣地區相關年資料為分析基礎。 

 

二、研究限制 

（一）民國八十七年以後，政府實施的不動產具體政策主要分為有

關供給面政策如已領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可申請展期、暫停

公部門興建住宅及擴大公共建設等；有關需求面措施如優惠

房貸利率政策、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開放外資及陸資

投資不動產政策及不動產證劵化政策等。而為避免主題過大

而產生複雜度，本研究選取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

減半徵收政策深入研究之。 

 

（二） 為事先模擬評估民國八十九年九月實施之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及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實施之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經

濟發展的影響，並於實證後進行比較分析，以評估政策未實

施前之效果。本研究則選擇二政策均尚未實施前民國八十八

年的基本資料進行實證，分別預估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

增值稅減半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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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ㄧ、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 CGE模型進行實證，該模型的發展源於 Walras (1874)

將經濟體系視為一個整體，研究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與依存關係

所建立的一般均衡理論（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可將產業關聯

表、國民所得會計帳及土地、勞動、資本等相關資料組織與整合，

然後運用函數的設定、參數的估計及模式的求解等過程求解，其結

果比部分均衡分析更具完整性，考量的層面也較廣泛而周延。  

 

本研究編制民國八十八年的社會會計矩陣（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簡稱 SAM），其主要資料來源包括「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台灣

地區產業關聯表」及「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國民所得帳」二大類。在

社會會計矩陣編製完成後，本研究配合其他相關的資料，建立 CGE

模型，並求取模型基準解，最後再以此模型進行政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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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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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不動產政策之探討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CGE模型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CGE模型 

模擬方案 

實證分析 

結論與建議 

模擬方案 

實證模型 

政策應用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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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1：不動產交易量自民國八十四年的 59.1 萬件，截至民國九十

年，已下降至 24.3 萬件，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公布之房

地交易課稅情形表。 

註 1-2：不動產的使用具有外部性，其為使用有成本與利益的產生。

當發生的成本或利益由使用者承受，則此成本或利益稱為

「內部成本」或「內部利益」。反之，不由使用者承受的成

本或利益則稱為「外部成本」或「外部利益」。因為有外部

性存在，故市場機能無法充分發揮，因此必須政府的介入。 

註 1-3：傅立曼（ Friedman,J.）為首的「貨幣學派」學者極力主張，

政府藉由降低利率來刺激民間消費，認為可對抗經濟衰退，

源自於周翠如譯（2002）保羅 .克魯曼著，模糊的數學－克

魯曼深度解讀經濟現況，第 49 頁。 

註 1-4：「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業於八十九年九月十五日由行政院

核定公布，其中為提高購屋意願，實施「辦理優惠房貸方案」

等政策，優惠房貸舉凡年滿二十歲以上不論購屋目的為首購

或投資，或是購屋類型為新屋或中古屋者皆可，優惠房貸利

率補貼由內政部營建署編列預算支應。 

註 1-5：稅收資料來源自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第四期－我

國近十年來租稅負擔率之分析，第 6 頁。 

註 1-6：有關減稅政策常成為爭取人民政治支持與選舉最廉價、方便

工具，而在經濟上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影響究竟有多大以

及是否會照預定的政策目標發生，則要看減稅的性質、內

容、範圍及程度等而定，源自於周翠如（ 2002）譯－「模糊

的數學－克魯曼深度解讀經濟現況」，王作榮推薦序，第 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