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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養地型建設公司長期財務 
結構與土地開發變數之分析 

第一節 財務結構與土地開發之問題分析 

由於國內外建設公司運作的方法不同，與會計原則限制產生了財務報表解讀

的盲點。國內的建設公司，是從事建築投資與生產的開發工作、不包括營造的部

分。美國之開發商之經營活動主要是土地細分與營造工程兩部分；而台灣之建設

公司卻是以投資活動為主，很少涉及土地細分與營造活動。為了與國際接軌，台

灣的會計原則與其他各國處理類似，原則上是沿襲自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FASB）之會計原則再進行修改，所以，財

務報表並不能完全彰顯國內建設公司活動的特性。 

台灣最具養地行為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國泰建設公司，該公司成立於 1964

年，其養地行為被認為是國泰霖園集團之得以致富原因。其投資動作，往往被視

為影響台灣重大房地產發展之重大轉折。連大陸地區探討房地產開發商之土地投

資行為，也經常論述及國泰建設公司，其代表性可見一般。其重大養地行為，整

理於表 3-1所示。表中清晰可見，購地後囤積，是國泰建設主要操作手法。 

過去國內對於建設公司的研究，經常無法深入探討建設公司的經營特性與會

計原則，而只是套用研究製造業時的觀點與方法，故本章之主要目的即是探討建

設公司土地開發之經營特性，解析建設公司房地產存貨與建設公司財務結構之關

連性，並透過實證統計分析釐清相關問題，以健全會計理論，並討論實務上應如

何對建設公司財務報表進行正確之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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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泰建設公司重大土地投資紀事錄 

年代 標的 處理方式 

1960 年代 台北市五分埔地區 因該地土質較差，售價較緊臨地區便宜三分

之一，國泰建設看其收購價錢低，未來發展

潛力大，便積極在此買地建屋，帶動當地工

商業的活絡。 

1970-1985 全國各地 囤積大量的土地，並在全台興建五百多座只

租不賣辦公大樓，至今仍未出售。 

1986 台北南京東路華航旁

的土地 

以高於底價甚多之天價標入，被視為 1987

開始之台灣房地產狂飆期之濫觴。購入以停

車場方式長期低度利用後才開發。 

1987 台北信義計畫區 8000 多坪土地，分別至台機與朱氏家族購

入，閒置多年後，才分別在 2002 年與 2003

年建成國泰金融控股大樓與國泰信義經貿

大樓。土地持有量為信義計畫區第三大財團

1988 台南監獄舊址 以高於第二高價甚多之天價標入，歷經長達

十年左右之閒置，方開發為大億麗致與新光

三越新天地。 

2004 台北天母地區 台銀天母之土地，約一千多坪，國泰建設以

每坪單價一百二十七萬高價標入。國泰建設

重回土地標售市場，被視為房地產回春現

象。 

2005 台北市瑞安街國有土地 國泰建設以歷史最高價每坪 125 萬元，引

起各方財團注目，爭相競逐該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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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設公司經營特性與會計問題分析 

國內建設公司財務報表分析上的死角，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討論。首先，如

張金鶚（1991）所指出，建設公司的經營特性就是工期長與回收慢，所以營運需

要大量的資金以承受原料、人工、成本上漲等壓力。因此，建設公司於開發期間

之財務壓力較高，但未來營收也仰賴於此，可是財務報表分析者，往往只觀察到

財務壓力，而忽略了其與未來營收之關連性。 

其次，Hewlett（1999）指出房地產業具備高度循環性與總體經濟敏感度，

彭建文、張金鶚與林恩從（1998）也透過共積檢定發現生產時間落差對房地產景

氣有所影響，亦即建築執照量與使用執照量有時間落差；相對於建設公司而言，

建設公司從未取得建築執照的持有土地存貨、至取得建築執照動工興建的在建工

程存貨、以至於可以取得使用執照的待售成屋存貨，其中時間落差更大，這個生

產時間的落差，對於建設公司入帳時點也有同樣之關鍵性影響。由於入帳之會計

原則不少是適用全部完工法，使建設公司具備入帳時點落後與密集入帳兩項特

性，這也將使建設公司績效表現落後與不穩定1。在全部完工法下，建設公司預

售時產生的可能利得不能及時反映在損益表上，使得少數不肖上市櫃建設公司利

用此一漏洞，釋放消息，過度誇大其預售個案銷售率，試圖影響與歪曲報表使用

者之投資與授信決策，至個案全部完工入帳後，決策者往往才會發現已經被誤導。 

再者，國內對建設公司的誤解，不少是出於「資本密集」一詞，該項特性原

本出於合作金庫調查研究室（1994）報告，該報告特別將「資本密集產業」列為

建設公司的行業特點，進而被許多學者引用，分析其資本運用；但是，就章定煊

與張金鶚（2001、2002）分析國內建設公司指出，建設公司人力運用甚少，固定

資產也不高，其資產主要由房地產開發過程中各項存貨組成，而這些存貨才是影

                                                 
1 建設公司大多數使用全部完工法作為入帳會計方法。在該方法下，於個案完工時才入帳，所以導致容易

一次大量入帳，可能在預售制度下早已簽訂銷售契約，但是入帳時點延遲。敬永康（1999）認為營建業可
以利用完工百分比法控制損益，事實上，建設公司房屋銷售契約較難滿足完工百分比法之條件要求，所以

只有營造業才經常使用完工百分比法，建設公司仍以全部完工法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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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績效之主要關鍵。目前，建設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與一般生產製造業排列方式

一樣，容易使人誤解認為建設公司為「房屋的製造商」，會計解讀上就會將建設

土地存貨視為材料存貨、在建工程視為在製品存貨、成屋存貨視為成品存貨。在

此比擬之下進行財務分析將使建設公司處於相當不利的地位，因為其結果將是建

設公司之存貨周轉率偏低，財務結構偏弱。 

最後，其實建設公司之活動可以分為兩種，也是其重要利得來源，就是

Brounen et.al.（2000）所指出的，房地產的獲利除了開發（development）活動之

外，更重要的在投資（investment）活動。Hewlett（1999）曾指出房地產業具備

高度循環性與總體經濟敏感度，土地投機行為將產生非常高的風險與報酬，所

以，建設公司土地存貨持有（養地）背後，其實隱含了產生高報酬之可能性（當

然，也隱含了高風險）。換而言之，也就是國內房地產開發出「好」的房子不見

得能獲利，但選在「對」的時機進行開發卻更為重要。所以，房地產存貨的持有

就是一種時機等待。此種時機等待，也就是本文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所提之實質選

擇權理論。但是，目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有關損益表報導之架構，採用可靠性較

高的會計所得，而不採用經濟所得，使等待價值無法反映在損益表中；同時，所

得之認列方式不採用全含所得 (或稱資本維持法，capital maintenance approach)

而使用交易法(transaction approach)，建設公司養地相關潛在利益也同樣無法認

列。根據章定煊與張金鶚（2002）之研究指出，建設公司持有土地存貨時，以資

料包絡法所計算出之績效較高。所以，國內建設公司財務報表處理方式，某種程

度其實已經偏離了 FASB在 SFAS 1所提出之財務報表任務目標2。雖然會計界試

圖提出補救方式，卻仍然不能徹底解決建設公司財務分析上的相關問題3
。 

                                                 
2 FASB 曾在 SFAS 1 指出：「財務報導應提供目前及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及其他使用者有用的資訊，才
能提供其做成理性的投資、授信與類似的決策」。 
3 目前損益表的問題其實在會計學界已經有所瞭解，FASB提出一個新名詞－綜合淨利(comprehensive 
income)。但是即使是綜合淨利觀念，仍然無法將建設公司之養地持有利得、預售活動相關利得與相關實質

選擇權反應在內。因為其他綜合淨利僅包含投資可供出售證券的未實現市價漲跌損益、額外退休金負債超

過前期服務成本的變動數、某些衍生性金融商品的損益、外幣財務報表的轉換調整數。並不包括建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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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影響建設公司財務結構與獲利能力，主要來自其

房地產存貨之配置與運用，並非固定資產與人力。建設公司之房地產存貨可分土

地存貨、在建工程與待售成屋，分別反映建設公司初始投資、開發、與開發完成

待售等三個房地產生命週期，而此三種房地產存貨可能出現時間落差關係。若我

們根據現行財務報導架構與國內建設公司運作模式，來分析建設公司財務結構、

報酬率與房地產存貨之長期結構關係，當建設公司採取觀望策略，只尋找投資機

會，消極的處理先前投資與開發個案，則各項房地產存貨將會降低，此時相對不

需負擔投資土地之養地成本，也不需負擔相關開發成本，所以報酬率相較於積極

推案的時期反而出現較高的現象，財務結構也比較健全4；一旦建設公司開始積

極推案，一案進入開發階段，短期立即購入土地預備新案，則所有房地產存貨短

期間將同時增加，此時建設公司需同時負擔養地成本與開發成本，但收入又受到

全部完工法限制遞延入帳，導致此時建設公司報酬率反而相對較低，財務結構較

差。 

綜合以上所述，建設公司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持有

率三者屬於房地產生命週期的先後關係，此三種變數長期間應存在共積關係，彭

建文、張金鶚與林恩從（1998）應用總體房地產資料，證實此種共積關係的存在。 

其次，張金鶚(1991)亦已指出，房地產開發過程需要大量的資金投注，而此

部分資金需要仰賴金融機構挹注。王建安(1999)也指出融資限制與房地產開發之

決策過程有所關聯。也就是說，房地產開發過程將牽動其財務結構。所以，土地

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等土地開發變數，與負債比率間長期亦

應有共積關係存在。因此本文以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

負債比率四個變數，測試其共積關係（以下簡稱存貨與負債模式）。 

                                                                                                                                            
養地持有利得等相關所得。 
4 由於土地投資與開發所需資金可以高達建設公司資本額的數倍，而且土地投資時機掌握又相當重要，而

現金增資等內部融資手段所需審核與募集時間長，額度又有限，所以，建設公司必須仰賴外部資金挹注，

進而影響其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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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設公司持有存貨的決策，根據實質選擇權決策理論，是要在最有利

的時點行使，也就與建設公司之毛利率就產生了關聯。陳冠華、張金鶚與林秋瑾

(1999)申論了此關係，洪裕勝與沈宜蒨(2002)研究直接指明了推案策略與財務績

效的關係，所以，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等土地開發變數，

與毛利率間長期亦應有共積關係存在。因此，本章設計以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

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等土地開發變數，以及衡量獲利能力之毛利率等四個變

數，再進行共積關係研究（以下簡稱存貨毛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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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資料說明 

一、研究對象 

本章分析對象為國泰建設公司，前言所說明之代表性之外，就時間性而言，

進行時間序列資料分析，需要較長期資料分析，而國泰建設為國內首家上市之建

設公司，資料較為完整；一些早期上市之建設公司，不是發生經營危機、就是被

借殼上市或轉移經營重心，如國揚、太平洋、全坤興、宏總、京城與寶祥等。這

些公司就資料分析上而言，發生時間序列分析中之結構斷裂(structure break)現象

而難以進行分析。所以，本章以國泰建設為分析對象。 

國泰建設屬於霖園集團的一員，在過去近 40 年的歷史中，雖然幾乎年年有

推案、年年在購地，但是光只是在民國 93 年採取大幅購地動作，即引發產業界

議論紛紛，認為連保守的國泰建設也進行購地，表示房地產景氣回升意味濃厚5，

由此可見國泰建設購地與開發動作在市場上的代表性。 

圖 3-1為國泰建設土地存貨持有率與待售成屋持有率自民國 79年（西元 1990

年）第 2季至民國 93 年（西元 2004 年）第 2季各季之變化趨勢。民國 79 年 2

月國內股市房市雙雙崩落，而國泰建設即開始調整土地存貨持有率，至民國 80

年年底，土地存貨持有率由接近 60％，調整至 30％左右之水準。之後國內房地

產市場處於盤整階段，國泰建設土地存貨持有率也是在 30％左右接近的水準盤

整，而隨著房地產景氣不振，國泰建設之土地存貨持有率亦隨之下降，但最低水

準，也達到總資產 10％以上。而待售成屋持有率部分，民國 87 年（西元 1998

年）之前原本均控制在總資產 10％左右，民國 88 年（西元 1999）之後突然快速

上升，應該與 921大地震有關，民國 91 年達到最高峰，但是旋即快速調整下降，

顯示建設公司之待售成屋對其有重大壓力，在遇到突發事件快速提升後，會設法

將待售成屋持有率下降6。 

                                                 
5根據中國時報 94 年 1月 28日報載。 
6 原本國泰建設為無議價空間之建設公司，民國 88 年受到待售成屋積壓壓力，陸續推出各種促銷方案，減

少成屋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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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國泰建設土地持有率與成屋持有率變化趨勢圖 

二、實證資料來源、範圍與研究變數選取 

本章之實證資料來源為台灣新報社資料庫。研究時間範圍部分，由於在民國

79 年之前，上市公司僅有年報的揭露，所以，本章之時間範圍選取，以民國 79

年第 1季至民國 93 年第 2季之季報為研究範圍，共 58筆資料。 

本章研究目的為建設公司房地產存貨、財務結構與獲利能力間關係。在房地

產存貨變數部分，本章使用房地產開發剛進入投資階段之土地存貨持有率（土地

存貨/總資產，LandR）、房地產開發進入生產階段之在建工程持有率（在建工程

存貨/總資產，WipR）與房地產開發進入交易階段之待售成屋持有率（待售成屋

/總資產，FgR）7。財務結構與獲利能力，分別使用以負債比率（總負債/總股東

權益，LOE）與毛利率（總毛利/銷售收入，GPR）代理之。就本章前言之理論

架構，將這些變數分為兩種模式。第一種模式試測房地產相關存貨與財務結構之

關係，故以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持有率與負債比率組合

成存貨負債模式。第二種模式測試房地產相關存貨與獲利能力之關係，故以土地

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持有率與毛利率組合成存貨毛利模式 

                                                 
7 房地產生命週期區分為投資、生產、交易與使用等四階段，但使用階段非建設公司業務範圍，所以未納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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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証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表 3-2為本章所使用變數之基本敘述性統計，而該統計量有幾項值得注意的

特性。首先，建設公司房地產存貨佔其資產比重甚高，光是以土地存貨持有率這

一項而言，最大值超過 50％，佔其總資產一半以上，而平均值國泰達到 24.08％，

顯示這是經營上之常態，並非某年度之例外。再就在建工程持有率而言，也就是

處於開發中狀態之土地，國泰建設最高可以佔總資產 65.81％，最低為 3.65%；

也就是在高點時，國泰建設將近六成五的資產都是開發中個案，但是低點時，幾

乎是停止所有開發行為。待售成屋持有率部分可以觀察到，當建設公司銷售暢旺

時，接近沒有任何成屋存貨在手中（0.13％）；但是銷售狀況不佳時，總資產可

以接近一半（44.67％），都是尚未銷售之成屋積壓在手中。至於財務結構與獲利

能力，亦是上下落差甚大。 

表 3-2國泰建設土地相關變數、毛利率與負債結構敘述性統計 
變數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 0.2408  0.5879  0.0860  0.1373  
WipR在建工程持有率 0.3548  0.6581  0.0365  0.1365  
FgR待售成屋持有率 0.1469  0.4467  0.0013  0.1205  
LOE負債比率 38.9740  173.8200  2.0800  36.3616  
GPR毛利率 24.6350  76.1200  -4.8000  15.2703  

二、單根檢定 

時間序列資料中，經常出現不恆定（nonstationary）之特性，Granger and 

Newbold(1974)指出，若直接進行迴歸分析，容易造成校定後迴歸判定係數與係

數之 t值偏高，也就是產生虛無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現象。所以，本章採取

Dickey and Fuller(1979)提出之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定法，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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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間數列是否恆定，若無法拒絕存在單根(unit root)之虛無假設，亦即時間數

列可能不恆定。表 3-3為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待售成屋持有率、

負債比率與毛利率等各項變數之原序列(Level)與一階差分(First Difference)之單

根檢定結果。結果顯示國泰建設所有變數在原序列都無法拒絕存在單根之虛無

假設，均在一階差分後呈現恆定現象，整合級次為Ⅰ(1)。 

表 3-3 ADF單根檢定 

變數 Level First Differerence 
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 -2.53(1) -12.01 **(0) 
WipR在建工程持有率 -2.29(0) -8.78**(0) 
FgR待售成屋持有率 -0.32(0) -6.55 **(0) 
LOE負債比率 -2.31(4) -8.89 **(0) 
GPR毛利率 -3.04(5) -6.64 **(3) 
1.ADF 檢定模式中包括常數項，再依各數列繪圖結果，決定是否包含時間趨勢，( )內所列數字為使數列為白噪音(white 
noise)過程之落後期數。 
2.”**”與”*”代表在 1％與 5％顯著水準下拒絕存在單根之虛無假設 

三、結構性測試與季節性測試 

由於時間序列分析中，屬於長期之觀察，而被觀察對象在此時間中，可能發

生結構性變動。所以，必須進行檢定，檢查時間序列有無結構斷裂。本章根據

Perron(1989)所建議之單根檢定法，檢定時間序列有無單根現象。檢定的時間點

有兩種，一是為由模型選擇最有可能的結構性變動的時間點，另一則為圖一觀察

結構斷裂最有可能之發生點。本章主要分析的變數為土地存貨持有率，故以此變

數進行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3-4。結果顯示模型所選擇之 1991 年第 2季，與本章

透過圖形所選擇之 1996 年第 3季分別達到 5％與 1％顯著水準，顯示在這兩個時

點均拒絕存在結構性單根，故不需置入虛擬變數進行控制。此外，部分變數可能

受到季節性因素之影響，存在季節性單根(seasonal unit root)。本章依 Hylleberg et 

al.(1990)所發展之方法，測試本章所使用之變數是否存在季節性因素。測試結果

如表 3-5。以 5％顯著水準而言，各變數均拒絕存在季節性單根之假設。即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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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 1％顯著水準檢視，僅有負債比率與毛利率較有可能存在季節性因素。故

本章模型設定不考慮設置虛擬變數調整季節性因素。 

表 3-4 土地持有率結構性變動檢定 

模型自動選擇 圖形判斷選擇 

選擇時點 t值 選擇時點 t值 

1991第 2季 -6.20347* 1996 年第 3季 -11.8841** 
”**”與”*”代表在 1％與 5％顯著水準下拒絕存在結構單根之虛無假設 

表 3-5 季節因素檢定 

變數 存在上下半年因素 存在四季季節因素 

土地存貨持有率 11.116** 15.027** 

在建工程持有率 7.757** 8.448** 

待售成屋持有率 10.970** 9.903** 

負債比率 3.159* 3.188* 

毛利率 4.708* 10.423** 
表中所示為 t值，”**”與”*”代表在 1％與 5％顯著水準下拒絕存在季節單根之虛無假設 

 

四、最適落後期數決定與共積模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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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共積檢定前，需先決定自我迴歸模型中的落後期數(lag intervals)，以及

模型中是否應該有時間趨勢與截距項。本文以 Johansen 共積檢定之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值，作為選取模型之標準。當 AIC值接近或相同時，

再比較 Schwarz Criterion(SC)值。結果存貨負債模式與存貨毛利模式，均選擇時

間趨勢為線性(linear)且共積式有截距項之模型。最適落後期數部分，以 AIC 與

SBC為指標，log determinants進行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3-6所示。存貨負債模型

最適落後期數為 1期。至於，存貨毛利模式檢定結果最適落後期數雖為 2期，但

是落後 1期時，AIC指標與 SBC 指標明顯優於落後兩期，故存貨毛利模式最適

落後期數決定為 1期。 

表 3-6最適落後期數檢定 

落後期數 存貨負債模型 存貨毛利模型 

 AIC SBC AIC SBC 

1 -774.7646* -717.8221* -773.3166 -716.6068 

2 -746.7646 -674.5001 -754.3293* -650.1579* 

3 -- -- -735.3293 -615.6730 
”*”表示該期與下一期 Log Determinants之間差異，達到顯著水準。落後期數決定在該期。 

 

五、Johansen檢定 

由單根檢定可以得知，各變數之原序列均為非恆定之時間數列，且其整合級

次為 I(1)，傳統之迴歸分析方式並不適用。所以，本章以運用 Johansen(1988)、

Johansen and Juselius(1990、1992)之最大特性根檢定（Lambda max，Max_E）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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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檢定(trace test)，檢定共整合之向量個數。 

決定模型與落後期數後，表 3-7為 Johansen共積檢定之結果，存貨毛利模式

中跡檢定與最大特性根檢定均顯示只存在一組共積向量，表示彼此可能存在穩定

的長期關係；但在存貨負債模型中，雖然跡檢定結果顯示最多存在 2 組共積向

量，但是最大特性根檢定卻顯示僅有一組共積向量，此時根據 Johnansen(1991)

之建議，仍然認定只存在一組共積向量8，所以穩定的長期關係亦是確立。 

表 3-7 Johansen 檢定結果 
存貨負債模式 存貨毛利模式 H0:rank=r 
Trace Max_E Trace Max_E 

r=0 65.01** 31.38* 60.24** 32.59** 
r=1 33.63* 18.31 27.65 18.42 
r=2 15.32 12.74 9.23 5.54 
r=3 2.58 2.58 3.69 3.69 
”**”與”*”代表在 1％與 5％顯著水準下 

 
六、共積關係式檢定 

表 3-8為共積模型檢定結果，用以測試各變數間之長期關係，表中所列為各

變數對土地持有率之相互關係。由長期穩定關係來看，土地存貨持有率與在建工

程持有率屬於正向關係（存貨負債模型與存貨毛利模型，均達 1％顯著水準），

土地存貨持有率與待售成屋率間也是正向關係（存貨負債模型達 1％顯著水

準）。從房地產生命週期角度觀察此結果，持有土地存貨屬於房地產生命週期最

初期，也將帶動後續在建工程與成屋持有。當建商無推案意願時，也不願持有土

地存貨。所以，想知道建設公司未來的動向時，分析固定資產投資動作是無意義

的，真正要觀察的應該是房地產存貨的相對關係變化。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

存貨毛利模型中，土地存貨持有率與毛利率兩者間長期呈現負相關（達 1％顯著

                                                 
8 共積關係接近非恆定邊界時，跡檢定與最大特性根檢定並不必然導致相同之結論，然而此時二檢定檢力

相當低，宜從嚴認定，請參閱 Johanse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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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由表 3-8 中所顯示土地存貨持有率與在建工程率及待售成屋率呈正相關

可進一步推知，在建工程持有率與待售成屋持有率亦與毛利率呈現負相關。此結

果顯示，在建設公司進行養地、興建、推案時期，各項成本已經投入，但營收卻

在全部完工法限制下不能入帳，使毛利率與各項房地產存貨持有率間呈現負相

關，此時建設公司處於積極從事營業活動狀態，但在傳統會計反被解讀為獲利能

力不佳；反而到建設公司已經結案收成，且面對未來不景氣停止決定推案活動，

這時傳統會計上被視為獲利能力改善，發生解讀上的偏差。存貨負債模型顯示，

土地存貨持有率與負債比率呈現負相關，顯示養地型建商可能會在財務結構較健

全時進行養地行為，避免過度財務風險（達 1％顯著水準）。 

表 3-8 國泰建設土地持有率之共積方程式 
 存貨負債模式 存貨毛利模式 
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 1.0000 1.0000 
WipR在建工程持有率 1.6708** 0.3925** 
FgR待售成屋持有率 1.1377* 0.0830 
GPR毛利率 -- -0.0117** 
LOE負債比率 -0.0069** -- 
C -0.7451 -0.1029 

1. 係數下方[]內為 t值，**與*，分別表 1％與 5％顯著水準 

 
七、修正誤差模型測試結果 

利用 Johansen 之共積檢定進行共積分析，除可以估計共積向量外，尚可以

透過修正誤差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估計短期調整係數並進行檢

定。同時 ECM模型也可以透過修正誤差項的係數與顯著性，檢定調整速率。若

調整係數值為負，代表當其內生變數值高於長期趨勢值，將使下一期該內生變數

的變動率變小。檢定結果如表 3-9所示。就存貨負債模式而言，土地存貨持有率，

在與其他房地產相關存貨與負債比率建構之均衡關係中，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均衡

誤差不為零時，並無消弭均衡誤差之調整能力。就變數間短期領先與落後關係分

析，就當期土地存貨持有率而言，前期之各項房地產相關存貨相關變數，包括土

地存貨持有率、在建工程持有率與待售成屋持有率均具有領先關係（土地存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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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率與在建工程率達 1％顯著水準，待售成屋持有率達 5％顯著水準），且參數均

為負數，顯示前期各項房地產存貨持有水準的降低，將會提升本期土地存貨持有

的意願。由存貨毛利模式檢視，共積項達到 1％顯著水準且參數為負（-0.1853），

顯示土地存貨持有率，在與房地產相關存貨與毛利率建構之均衡關係中，土地存

貨持有率在均衡誤差不為零時，有消弭均衡誤差之調整能力；所以，建設公司的

土地存貨並不是一個單純的「材料存貨」，其長期有一個穩定均衡的關係；而且

房地產相關存貨（包含土地存貨持有率自身），其前期的變化具有領先指標意義。 

表 3-9 修正誤差模型統計結果 
 存貨負債模式 存貨毛利模式 
Error Correction: D(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 D(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 

CointEq1 
0.0157 

[ 0.5481] 

-0.1853 

[-2.2611]** 

D(LandR土地存貨持有率(-1)) 
-0.8528 

[-4.1944]** 

-0.7154 

[-3.3287]** 

D(WipR在建工程持有率(-1)) 
-0.4233 

[-2.4427]** 

-0.3151 

[-1.7782]* 

D(FgR待售成屋持有率(-1)) 
-0.5757 

[-1.9419]* 

-0.6050 

[-2.0489]* 

D(GPR毛利率(-1)) 
-- 

-- 

-0.0005 

[-0.6674] 

D(LOE負債比率(-1)) 
-0.0001 

[-0.1070] 

-- 

-- 

C 
-0.0130 

[-1.8148] 

-0.0121 

[-1.8264] 

 Adj. R-squared 0.2183 0.3175 

 F-statistic 4.0720 6.1162 

 Log likelihood 89.3337 93.1316 

 Akaike AIC -2.9762 -3.1118 

 Schwarz SC -2.7592 -2.8948 
表中（ ）前加 D，表示（ ）中變數經過一階差分。變數後（）數值表落後期數。表內數值為參數，**與*，分別表 1
％與 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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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果關係檢定 

本章接著以修正誤差模型下之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測試共積關係式

中各變數間之因果關係，並以 Block Exogeneity Wald Tests檢定其顯著性。檢定

結果列於表 3-10。由存貨負債模型，從其中可以明顯看出在建工程持有率領先土

地存貨持有率(達顯著水準 5％)，待售成屋持有率亦領先土地存貨持有率(達顯著

水準 5％)；存貨毛利模型亦顯示待售成屋持有率亦領先土地存貨持有率(達顯著

水準 5％)。此檢定結果與 ECM迴歸的結論相同，前期的開發與推案，將帶動土

地存貨的變化。 

表 3-10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檢定結果 

 存貨負債模型 存貨毛利模型 

 土地持有

率 

在建工程

持有率 

待售成屋

持有率 

負債比率 土地持有

率 

在建工程

持有率 

待售成屋

持有率 

毛利率 

土地持有

率 

-- 2.6389 1.4478 1.3301 -- 2.0339 0.8181 1.3080 

在建工程

持有率 

5.9667* -- 0.1094 0.7347 3.1621 -- 0.0331 0.3883 

待售成屋

持有率 

3.7711* 0.1741 -- 3.2904 4.1981* 0.1936 -- 0.0521 

負債比率 0.0114 0.0104 0.0015 -- -- -- -- -- 

毛利率 -- -- -- -- 0.4455 0.0634 0.2092 -- 

表中橫欄為被解釋變數，直列為解釋變數，表中所列為 Chi-Square值，**與*，分別表 1％與 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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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養地行為是台灣建設公司發展經常被探討的特性，而中國大陸學習之後，

以土地儲備稱之。台灣建設公司長期以來，受限於對建設公司的不瞭解與會計

原則的限制，產生許多分析與解讀的盲點。這些盲點包括忽略財務壓力、入帳

時點與績效的時間落差、分析重點未置於房地產存貨與其先後落差關係及等待

價值無法反映等缺點。本章以國內具有代表性之國泰建設公司為例，以共積模

型與修正誤差模型，分析國泰建設房地產相關比率、毛利率與負債比率間長期

結構關係、並分析有無消弭誤差能力與短期領先關係。 

由基本敘述統計可以得知，國泰建設房地產存貨不但佔其總資產相當大的

比例，而且落差甚巨，應是該公司與其他建設公司財務報表分析的重點。由共

積模型結果檢視，持有土地存貨時，建設公司推案意願較為強烈，所以與在建

工程存貨及成屋存貨均呈現正向關係，此結果也表示了這些存貨間互動關係密

切；土地存貨持有率與毛利率長期間呈現負相關，顯示一個正在養地且有機會

獲得持有利得的建設公司，在利潤上反而有不利的影響，而此不利的利潤率表

達有可能誤導報表使用者；同時由負債比率來看，建設公司在財務結構較健全

時進行養地。修正誤差模型與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均顯示，前季房地產

相關存貨是本期土地存貨持有率之領先指標而且為負向關係，是探索本季土地

存量的觀察點；土地存貨持有率，在與房地產相關存貨與毛利率建構之均衡關

係中，土地存貨持有率在均衡誤差不為零時，有消弭均衡誤差之調整能力；與

房地產相關存貨與負債比率建構之均衡關係中，並無消弭均衡誤差之調整能

力。 

由以上實證結論，本章建議財務報表分析者，不可用製造業觀點分析建設

公司，應該深入分析建設公司房地產存貨之結構與詳細內容，與利潤率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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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進行交叉分析，以獲取正確結論。政策上建議建設公司之財務報表需揭露

建設公司房地產存貨開發內容、開發進度與銷售狀況，以利判斷未來入帳的金

額與風險承擔。此外，房地產經濟特性特殊、開發過程時間相當長、又涉及與

營造業、建築師、代銷公司許多專業間複雜的代理關係，所以亦應徵詢並揭露

律師、估價師等相關專業人士之意見，以利做全盤之解讀。 

透過本章之研究瞭解毛利率與房地產相關存貨間可能有長期的穩定關係存在，但

是，缺乏建設公司之間的比較。下一章以橫斷面的研究，比較建設公司間的績效，

並研究其是否受到房地產相關存貨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