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 -

第參章 政府不動產政策之探討 

第一節 不動產政策之探討 

由於不動產具消費及投資的特性，國人在「有土斯有財」的既

有觀念及鼓勵長期持有的土地稅制條件下，不動產成為主要的投資

標的，根據民國九十年「國富調查」統計之家庭部門資產結構中，

不動產占國內總資產比重均逾 37％（註 3-1）。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環

境的變遷，國內不動產的供需因而產生重大的變化，近十幾年來，

由於不動產市場長期供需失衡，加以受亞洲金融風暴後續效應的波

及，整體不動產市場長期處於低迷局面，可能影響總體經濟的發展；

即市場經濟未必能使經濟狀態滿足柏拉圖改善(Pareto improving)」

（註 3-2），而產生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現象，影響了經濟的

運作。 

當市場失靈產生時，若單獨仰賴市場機能這隻看不見的手，來

提升經濟的效率，未必能迅速發揮功能，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政府

必須憑藉公共政策介入市場運作，以匡正市場機能的不完美特性。

又有研究認為不動產市場易受不動產政策變化而影響其發展，並影

響總體經濟的發展（Rottke et. al.,2003）。因此為避免不動產市場蕭條，

政府遂自民國八十七年起，採取住宅供給及需求的不動產政策，以

維持總體經濟的發展。 

政府所採取的不動產政策為民國八十七年八月提出「擴大國內

需求方案」，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核定實施「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

民國八十八年二月核定「強化經濟體質方案」，其中包含健全土地及

住宅管理政策，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研提「提升傳統產業競爭力方

案」，民國八十九年九月核定「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民國九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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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研提「擴大公共投資提振景氣方

案方案」，民國九十年八月更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其中

不動產市場問題為議題重點之一。 

綜合各方案有關不動產市場的具體政策主要分為有關供給面措

施如調節住宅供給與擴大公共建設等；有關需求面措施如刺激住宅

需求及健全不動產市場制度等，其具體內容（註 3-3），如下所述： 

 

一、供給面政策 

（一）已領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可申請展期 

民國八十七年底內政部函頒自民國八十八年一月ㄧ日起已領建

築執照或雜項執照者，其建築期限自動延長二年至民國八十九年十

二月三十ㄧ日，無須另行申請。其後，內政部函令起造人得辦理申

請展延建築期限，如有申請，最多得再延長五年。 

（二）暫停公部門興建住宅  

自民國八十八年起，政府暫停興建國宅 (包括政府直接興建和獎

勵民間投資興建國宅 )及國營事業(如台糖公司)興建平價住宅新建

二年；民國九十年將上述暫停措施再延長至民國九十三年底。未來

國宅尚有待售餘屋區，擬暫停眷村改建，改以輔購國宅；現行住宅

補貼政策則以輔助人民貸款自購措施為主。 

（三）擴大公共建設 

近年來政府持續採行擴張性財政政策，期以擴大公共建設，提

昇生活環境機能，並提高相關建設之周邊開發利益，以提振不動產

景氣。其執行包括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兩部份，分別為： 

1、政府投資部分：自民國八十八年起，政府持續採行擴大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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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其中主要建設，包括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高速公路

交流道、西濱快速公路地方聯絡道、縣鄉道改善、水利、環保建

設(包括水利防洪、垃圾焚化廠及污水下水道等工程)、國家資訊

基礎 (NII)建設、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及都市更新等計畫。有關

措施除可改善投資環境之基礎設施，並有助於提升重大交通建設

(含機場捷運)延線不動產之開發利益，可增加相關就業機會，帶

動相關投資機會，以達促進經濟穩定成長目的。 

2、民間投資部分：政府積極推動民間參與重大基礎建設，包括公共

建設ＢＯＴ案、民營電廠、東部地區產業發展計畫、西部地區觀

光遊憩發展計畫、工商綜合區、工業園區開發、加工出口區倉儲

轉運專區及其他大型民間投資計畫(例民間興建醫療機構及民營

電信業者投資計畫)等。 

二、需求面政策 

（一）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民國八十九年八月政府核定以銀行自有資金辦理「一千二百億

元青年優惠房屋貸款暨信用保證專案」與「二千億元優惠購屋專

案」。此後，政府不斷實施優惠房貸利率政策，截至民國九十三年年

五月止，政府提撥的優惠房貸金額高達一兆三千八百億元，貸款戶

數達六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七戶。 

（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民國九十ㄧ年一月十七日立法院通過「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修

正案」及「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條修正案」，明定「為促進經濟發展，

對於依規定稅率計徵之土地增值稅，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七

日修正施行之日起二年內，減徵百分之五十。依規定減徵造成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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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縣（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由中央政府補足之。」 

（三）開放外資及陸資投資不動產政策 

立法院於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二日通過「土地法」部份條文，提

供外國人投資國內房地產法源後，行政院復於民國九十ㄧ年二月發

布「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土地辦法」，

開放外國人可購買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及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從事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的投資。

有關大陸地區資金部分，則於民國九十ㄧ年八月八日由內政部公告

「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後，開放受理大陸地區資金來台投資房地產。 

（四）不動產證劵化政策 

民國九十二年七月發布「不動產證劵化條例」，賦予不動產予以

證券化之法源，提供不動產業者更多元化的籌資管道，並提供投資

者更多投資理財工具。 

 

綜上所述，不動產政策分別有供給面及需求面的政策，近年來

不動產市場為供過於求的情形，若僅提出抑制不動產供給的政策，

而無考量刺激需求的不動產政策，則僅為一種消極的政策，因此考

量刺激需求的不動產政策方為一種積極的政策。因此本研究擬從刺

激需求政策來探討，又為強調探討的重點及避免主題過大，本研究

捨棄「開放外資及陸資投資不動產政策」及「不動產證劵化政策」

二項政策，而集中探討「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

徵收政策」二項，有關該二項政策詳細內容分別於第二節及第三節

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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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之探討 

由於不動產市場蕭條，影響了總體經濟的發展，行政院經建會

與相關部會遂於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七日研擬推出「健全房地產市場

措施」，行政院經建會認為不動產價格不下跌與餘屋過多是同時存

在的問題，而政府不能施壓讓不動產價格下跌，否則不動產市場失

靈將造成金融市場失靈，可能會引起金融風暴。 

政府為使不動產市場能恢復景氣，遂推出「健全房地產市場措

施」，希望藉此調整不動產市場，使得市場合理化。政府推出不動

產政策，起因於十多年前泡沫經濟的結果，造成房屋大量興建，短

時間內無法解決，而不動產價格卻無法下跌。但不動產市場同時存

在餘屋過多與不動產價格不跌情形，因建商將不動產抵押給銀行，

建商賠本求售並無好處，且一處跌價，會帶動其他地區一起跌價，

建商因此無意願降價，民眾亦無意願購買，產生了不動產閉鎖效果，

並造成不動產市場失靈，進而引起金融市場失靈，銀行將遭受損失，

因此政府長期以來都不能讓不動產價格下跌，對一般民眾及想賣屋

者會有損失。 

政府於是擬定「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政策，來調整不動產市

場，希望讓兩種購屋需求增加，一種是有能力購屋但自備款不足的

年輕人，透過貸款保險降低自備款，提早購屋；另外則是雖然有自

備款，也有能力支付利息，透過降低利率，更願意提早購屋者，且

優惠房貸不會排擠市場資金。因為自從金融風暴以來，金融業放款

成長趨緩，過去每年整體金融業新增放款約 GDP 的 8％到 10％，因

此推出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在資金寬裕下，不會排擠其他資金，而

銀行增加放款，亦有助於總體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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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推出「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政策，其中最重要的ㄧ項

就是由中央銀行提出，行政院經建會評估，財政部及中央銀行對其

實施規模、利息補貼考量調整，並由內政部營建署與中央銀行共同

執行的 2000 億一般優惠房貸措施。其實施的內容如下： 

一、對象：年滿二十歲者，每人限購一戶，新屋或中古屋皆可，凡

符合政府其他政策性房貸者（如國宅、勞工及公教住宅

貸款）亦可搭配優惠貸款。 

二、貸款利率：5.5％（按郵匯局二年定期儲金機動利率，為 5.35

％加 1％計算調整，即 6.35％，內政部營建署編列

預算補貼年利率 0.85％，故借款者實支付年利率

5.5％）。 

三、每戶優惠貸款金額：台北市每戶 250 萬為上限，台北市以外地

區每戶 200 萬為上限。 

四、貸款年限：原則為 17 年，可寬限 3 年，最長 20 年。 

五、受惠戶數：約 10 萬戶。 

六、政府補貼金額：共 17 億。 

七、申貸期限：89 年 8 月 14 日至 90 年 8 月 13 日。 

 

而政府提供優惠房貸利 率的補貼， Hoek-Smit and Diamond

（ 1999）指出補貼的目的為克服不動產市場失靈、改善不完全市場，

以及經由不動產層面刺激經濟成長。中央銀行估計，二千億元優惠

房貸、青年優惠房貸暨信用保證方案所產生的產業關聯效果，例如

增加裝潢與水電工程、增購家具與家電用品等，初估創造總體經濟

達九百六十四億元。且政府自民國八十九年八月開始實施優惠房貸

利率，實施至民國九十三年已提撥高達一兆三千八百億元，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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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補貼利率則由原先 0.85％、降至 0.425％、0.25％，最後降至

0.125％，有關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執行相關資料如表 3-1，優惠房

貸利率政策截至民國九十三年五月底截止之撥款戶數如圖 3-1。 

 

表 3-1  政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執行相關資料表 

開辦 

年月別 

提撥金額 

（億元） 

撥款戶數  適用年利率  政府補貼利率  

89.08 2,000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85％ 

90.08 2,000 

236,522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85％ 

91.04 2,000 114,902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425％ 

92.01 2,000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25％ 

92.08 2,800 

 

 

188,485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125% 

93.05 3,000 98,618 郵儲 2 年期

機動利率加

1 個百分點 

0.125% 

合計  13,800 638,527   

資料來源：1.中央銀行業務局 

            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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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之撥款戶數圖 

 

綜觀以上資料，政府自民國八十九年九月開始，政府即不斷實

施優惠房貸利率政策，截至民國九十三年年五月止，政府提撥的優

惠房貸金額高達一兆三千八百億元，貸款戶數達六十三萬八千五百

二十七戶，雖然由圖 3-1 顯示每年貸款戶數無ㄧ定數，這樣透過刺

激需求，擬達到減輕空屋壓力、協助低收入戶與年輕人實現購屋願

望、協助民眾換屋提高居住品質，並帶動建築及相關產業景氣與促

進金融體系的安定性等目標是否能達成，亦即是否會提振不動產景

氣，並帶動經濟發展，有其評估的必要性，本研究則探討優惠房貸

利率在短期內是否會產生經濟效果，還是該政府宣示政策的意味較

大，又政府持續降低補貼優惠房貸利率是否對經濟發展有其影響

性，有待後續實證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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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之探討 

我國土地增值稅的課徵，源自國父「地利共享」的思想，而有

自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及漲價歸公等制度的設計。依平均

地權漲價歸公的理想目標，則土地自然增值部分應全部收歸公有。

故土地增值稅之課徵採重稅原則，民國十九年公布之土地法，與民

國四十三年公布之實施都市平均地權條例均規定其最高稅率為百分

之一百，雖於民國五十七年修正都市平均地權條例時，最高稅率調

降為百分之八十，惟過高之稅率課徵結果，除了產生長期利得的集

中效果（ bunching effect）外，同時也對資源的使用產生閉鎖效果。

因納稅義務人持有之土地不售即可避免稅負，如此，不但無法達成

漲價歸公目的，反而使不動產的經濟供給減少，有礙生產資源的有

效配置。 

而過去最低級距稅率為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因稅率過低常誘使

投機者以輾轉買賣土地方式，於土地漲價未超過一倍時即行移轉，

以避高稅率之適用，為兼顧客觀條件的限制並防杜土地投機，故於

民國六十六年公布平均地權條例及土地稅法，則將稅率級距修正為

40％、50％及 60％三個級距，期以提高第一級距及縮小級距稅率差

距方式加強漲價歸公效果，並以降低最高級距稅率方式促進土地之

合理交易及正常利用。 

土地增值稅稅率自民國六十六年公布平均地權條例及土地稅

法起截至民國九十年止，均未修正稅率，政府部門亦依此課徵土地

增值稅，但由於不動產市場持續不景氣，不動產買賣移轉量減少，

土地增值稅之稅收逐年產生下降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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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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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土地增值稅歷年稅收及增減率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年度  

稅收 增減率  

84 155,354,082  -9.2％  

85 115,772,374 -25.5％  

86 132,491,905  14.4％  

87 128,488,128  -3.0％  

88 101,460,174  -21.0％  

89 123,493,565  21.7％  

90  42,261,670  -65.8％  

資料來源：賦稅統計年報 

因此民國九十年四月國民黨智庫隨即針對不動產蕭條景氣提出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二年的建議，引用數據顯示，土地增值稅減半

會使稅收減少四百億，但卻可增加民間、企業不動產現值一兆四千

一百億元，銀行以土地為做為擔保品抵押值可大幅提高，足以打消

呆帳。亦可解決土地增值稅過高所造成的閉鎖效果，藉此活絡不動

產市場。當時行政院以當前台灣國民之平均稅賦負擔率只有 13％，

各項稅賦與先進國家相較已是偏低，僅有屬於地方稅的土地增值稅

仍有調降空間，且依據拉弗爾曲線（Laffer Curve），適當調降稅率

可刺激生產反而增加稅收。 

而財政部認為房市低迷是需求不振，買氣不強，若調降土地增

值稅是對賣方提出減稅，不能刺激不動產市場的交易量，且土地增

值稅屬於地方稅，是地方政府的最大稅收來源，占縣市政府稅收 32

％強，若中央政府決定調降，勢必影響地方政府財政稅收，引發「中

央請客、地方買單」之反彈，轉而要求中央政府補助，導致地方政



 - 29 -

府缺口影響到國家稅收。因此財政部於是邀集行政院主計處、內政

部及縣市政府代表協商後，大多數地方政府代表不贊成調降土地增

值稅稅率，由於土地交易不活絡是整體非關稅率，調降對活絡不動

產效果不明顯且土地增值稅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稅收來源，財政部

決定暫不考慮調降土地增值稅率。 

續於民國民國九十年八月二十六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

會中熱烈討論調降土地增值稅率以刺激不動產市場，會中達成多數

意見而非共同意見為土地增值稅稅率減半徵收兩年，地方政府減少

之稅收由中央政府補貼。會後行政院於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召開第二

七九四次院會，宣布經財政部再加檢討評估結果，土地增值稅調降

可活絡國內不動產市場，達成刺激當前經濟景氣之效果，故仍就政

策上決定，將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兩年，惟土地增值稅係屬地方政

府的稅收，倘因此造成地方稅收短少，中央應就其實質損失部分予

以彌補，希望藉由調降土地增值稅降低交易成本，有效帶動不動產

景氣及經濟發展。 

立法院並於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七日修正平均地權條例第四

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為促進經濟發展，對於依規定稅

率計徵之土地增值稅，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七日修正施行之

日起二年內，減徵百分之五十。依規定減徵造成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由中央政府補足之。」，又於民國九十三年

一月十四日再修正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

將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再延長一年，使得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五

十由原來二年延長為三年。 

土地增值稅自民國九十一年減半徵收以來，從土地增值稅減徵

三年的效果來看，減徵第一年土地移轉筆數增加 9 萬餘筆，成長

39%，實徵稅額增加 104 億元，成長 26%；減徵第二年比減徵前增

加 14.6 萬筆，成長 60%，稅收增加 255 億元，成長 64%；減徵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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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土地移轉筆數增加 15.8 萬筆，成長 65%，實徵稅額增加 421 億元，

成長 105%。減徵三年後合計，土地移轉筆數比減徵前增加 38.8 萬

筆，實徵稅額增加 780 億元。有關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實施情形如

表 3-3，而有關歷年土地實徵稅額如圖 3-2。 

 

表 3-3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實施情形表 

項目 
土地移轉

筆數 

比減徵前

增加筆數
成長 實徵稅額

比減徵

前增加

稅額 

成長 

90.2~91.1 24.3 萬  － － 398 億 －  －

減徵第一年  

(91.2~92.1） 
33.7 萬  +  9.4 萬 + 39% 502 億 + 104 億  +  26%

減徵第二年  

(92.2~93.1） 
38.9 萬  +  14.6 萬 + 60% 653 億 + 255 億  +  64%

減徵第三年  

（93.2~94.1） 
40.1 萬  +  15.8 萬 + 65% 819 億 + 421 億  +  105.78%

三年合計數  111.8 萬  +  38.8 萬 － 1,974 億 + 780 億  －

三 年 平 均 數

（年） 
－  +  12.9 萬 + 53% － + 260 億  +  65%

 

資料來源：1.蔡吉源，台灣財經評論，第 28 期 

       2.財政部賦稅署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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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實徵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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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歷年土地增值稅實徵稅額圖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後，土地移轉筆數及土地增值稅徵收的情

形，均為逐年成長的狀態，政府更於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三十日修正

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土地增值稅稅

率，由原本的 40％、50％及 60％，永久調降為 20％、30％及 40％。

實施了三年的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經濟發展是否有影響，

亦或是僅為能增加稅收的政策，有待後續實證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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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策比較分析 

不動產市場的具體政策主要分為有關供給面措施如調節住宅供

給與擴大公共建設等；有關需求面措施如刺激住宅需求及健全不動

產市場制度等，本研究針對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

收政策深入探討之。經整理出優惠房貸利率政策開始實施的時間為

民國八十九年九月，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開始實施的民國九

十一年一月，二項政策實施的時間相距一年多；又優惠房貸政策實

施的對象為承買者，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的實施對象為出賣者，二

者實施的對象不同；此外，優惠房貸利率政策不需透過立法，只要

政策宣佈即實施，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則必須透過修正平

均地地權條例及土地稅法的修正方可實施。有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的比較分析整理如表 3-4 所示。 

 

表 3-4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與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比較分析表 

政策 

項目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實施時間 民國八十九年九月 民國九十一年一月 

實施對象 買方 賣方 

立法與否 不需 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由上述政策的比較分析，政府雖實施優惠房貸利率政策，但

在經濟相當不景氣時，雖然調降房貸利率，但調降利率的幅度不足

以為誘因去吸引民眾貸款購屋時，或者調降利率足以吸引民眾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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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的意願，但不足以帶動經濟發展時，則該政策亦為無效的政策。

至於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的實施，雖然減稅不會遭到人民反

對，但不景氣時期即使減土地增值稅，人民不ㄧ定會把少納稅的錢，

以降低不動產價格的方式提出，既然不動產價格不降，則人民需求

不動產的數量有限，土地移轉的數量亦有限，且減稅不ㄧ定增加消

費或投資；又稅收的變動，從方案提出、立法機關的通過到稅務機

關的執行，有時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等到具體執行時，客觀形勢與

提出方案時相比，可能已經時過境遷了。因此，有關優惠房貸利率

政策及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的實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考慮

政策各自的侷限性及其他有關因素下，有賴後續實證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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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3-1：不動產占國內總資產比重均逾 37％，資料來源為行政院主

計處民國九十年「國富調查報告」之家庭部門資產結構表。 

註 3-2：在某一種經濟狀態下，如果無法在不損及他人效用的情況

下同時增加某些人的效用，稱為柏拉圖改善。 

註 3-3：不動產政策之資料來源為參考蔡曜如（ 2003），我國房地

產市場之發展、影響暨因應對策，中央銀行季刊，第 25 卷

第 4期，第 50-5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