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拍賣理論與特徵價格理論 

 

本研究將以拍賣理論與特徵價格理論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進行台灣法拍屋

市場價格與搜尋市場價格差異與價差背後隱含因素之探討分析。 

 

一、拍賣理論 

(一) 拍賣制度 

Krishna(2002)將拍賣分為公開型式(Open Format)與密封型式(Sealed-Bid 

Format )，如下表 2-1 與圖 2-1 所示；公開型式分為英式拍賣 (English 

Ascending Price)與荷式拍賣(Dutch Descending Price)；密封型式拍賣分為第

一價位密封投標(First-Price)與第二價位密封投標(Second-Price)。各類拍賣方

式詳述如下： 

 

1. 公開型拍賣 

(1)英式拍賣 

由拍賣者先訂定拍賣底價，在一公開場合將競標者集聚，利用公開口頭向

上加價方式競標，最後由價高者得，如：古董、藝術品拍賣。 

 

(2)荷式拍賣 

由拍賣者先訂定拍賣底價，在一公開場合將競標者集聚，利用公開口頭向

下減價方式競標，最後由最高出價者得，如：花卉、魚貨拍賣。 

 

2. 密封型拍賣 

(1)第一價位密封投標 

第一價位密封投標，競標者在投標期間內，將投標價格填寫於標單上，並

投入指定箱中，開標後以最高出價者得，如：台灣法拍屋即為此方式。 

 



(2)第二價位密封投標 

一般拍賣是由出價最高者得標，並且支付最高競標價格，而第二價位密封

投標之拍賣機制，仍以第一出高價者得標，但僅支付第二高價者之標價，此種

拍賣制度可引發競標者以中心真實價格投標。 

 

表 2-1 拍賣方式比較表 

 英式拍賣 荷式拍賣 第一價位密封

投標拍賣 

第二價位密封

投標拍賣 

競標方式 由競標者公開

喊價 

由拍賣者公開

喊價 

秘密投標 秘密投標 

出價方式 由低至高 由高至低 由競標者自行

出價 

由競標者自行

出價 

得標者與得標

價金支付 

由最高出價者

得標，並支付最

高出價金額 

由第一個願意

接受價格者得

標，並支付其接

受價格 

由最高出價者

得標，並支付最

高出價金額 

由最高出價者

得標，但僅需支

付第二高出價

金額 

拍賣產品 古董、藝術品 花卉、魚貨 台灣法拍屋 郵票等收集品 

資料來源：蔡芬蓮(1997)與本研究整理 

 

 

 

 

 

 

 

 

 

 

圖 2-1 四類拍賣制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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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拍賣競標與拍賣價格形成之關係 

Krishna(2002)針對買賣雙方收益分析，認為賣方會依據心中保留價格

(Reserve Price)，決定底價訂定，賣方底價訂定必定大於或等於其對於拍賣

物價值，以防損失；買方則會依據賣方底價決定是否競標與出價，故底價必

須小於或等於買方心中保留價，買方才會決定進場競標，且買方出價不會超

過買方心中保留價，以保買方之利潤；最後經由拍賣競標方式，可以使價格

達 至 市 場 正 常 價 格 。 Krishna 在 文 中 提 出 賣 方 收 益 方 程 式

∫+=
x

r
dyyygxrGrxm )()(),(

1表示賣方收益為：底價×拍出機率+

競標之增價，並指出在拍賣競標過程中，賣方可以利用競標獲得

∫
x

r
dyyyg )( 利潤。由上述賣方可利用競標方式，獲得高於底價之增

價利益，可見競標對於價格之影響。Krishna 針對買方收益分析

)())((),( 1 bxbGbx −×=Π −β 2，表示買方收益為：最高價機率×(買方心中

最高價-競標出價)，買方通常出價不會超過自己心中對於拍賣物最高評價，

以防損失，如下圖 2-2 所示，買方若出價低於其心中對於拍賣物最高評價，

如下圖 2-2 中 b，則買方會認為有獲利，若買方出價超過其心中對於拍賣物

最高評價，如下圖 2-2 中 z 時，買方則會有損失。而買方對於拍賣物評價來

自於其所獲得拍賣物相關訊息，故訊息將決定其出價行為，最後並且經由競

標方式使價格達至拍賣物市場價格 x。此外，Krishna 在文中也提出，競標

與價格之關係，如下圖 2-3所示，認為競標行為乃依據所獲得相關訊息，由

競標者對於拍賣物認定價格，並經由競標行為對拍賣物出價，最後得標價格

將依據競標者獲得之訊息轉換成競標行為有緊密關聯，可見競標對價格影

響，但 Krishna在文中並未討論競標人數多寡對於拍定價格會產生何種型態

之影響，僅以競標分布函數(distribution function)代表其競標對於價格之影

響。 

 

 

                                                 
1 方程式中 x代表買方可能最高出價，r代表拍賣底價，G(x)代表拍定機率，y代表每位競標者，

g(y)代表競標者分布函數(distribution function)。 
2 方程式中 x代表買方心中最高價，r代表拍賣底價，G(ß-1(b))代表買方出價最高之得標機率，b
代表買方出價。 



 

 

 

 

 

 

 

 

 

 

 

註：圖中 x代表買方心中最高價，r代表拍賣底價，b、z 均代表買方可能出價。 

圖 2-2 買方競標收益分析 

 

 

 

 

 

 

 

 

 

 

 

 

 

 

圖 2-3 競標與得標價格關係圖 

資料來源：Krishna(2002)與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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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徵價格理論 

Rosen(1974)將效用理論加以擴充，視住宅為多種屬性組合，人們透過

住宅市場公開交易，獲得某一水準之住宅屬性交易，其對住宅之支付反映了

這些屬性之隱含價格，因而建立特徵價格理論的架構，用來分析消費者與生

產者如何依據隱含價格在特性空間得到一空間均衡的狀態。 

 

特徵價格理論主要由效用理論加以推導出來，本研究將 Rosen(1974)特

徵價格理論加以說明如下。 

 

(一) 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決策 

消費者消費某一差異性財貨 Z，而此財貨價格為 P(Z)時，在受限於有限

所得預算下，及追求最大效用下，依據效用理論需滿足以下條件： 

 

Max U(X, Z1, Z2,..., Zn)  

s.t. YZPXPX =+ )(  

 

其中 

U：效用水準 

X：除住宅以外之其他消費 

Zi：各種財貨之屬性 

Px：財貨之市場價格 

P(Z)：對各項住宅屬性之總支付 

Y：為住戶所得 

 

假設 Px為 1，X亦為 1，則在滿足一階條件時(First Order Condition)，

特徵邊際價格=邊際替代率，如下所示： 

 

),...,3,2,1( niU
UPZ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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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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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n強調出價行為概念，依據
uZZZYU n =− ),...,,,( 21θ
，定義出價函

數(bidding function)為 ),;,...,,( 21 YuZZZ nθ ，消費者在既定效用水準與所得

下，對差異性財貨所支付代價 ),;( YuZθ 。因此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條件

為： 

 

MAX ),...,,,( 21 nZZZYU θ−  

s.t. ),;,...,,( 21 YuZZZXY nθ+=  

 

在滿足一階條件時， ),...,2,1( niZU
U

iX

Zi =∂
∂= θ  

則邊際替代率=特徵邊際出價 

由上可知，當 P=θ 時，得到 ),...,3,2,1( niZU
U

Z
P

iX

Z

i

I =∂
∂==∂

∂ θ  

 

當特徵之邊際價格=邊際替代率=特徵邊際出價時，消費者所得效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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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ZZZθ  

 

圖 2-4 消費者均衡圖 

資料來源：Rose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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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產者追求利潤最大化決策 

假設生產者追求利潤最大化時，其利潤函數為 );()( βπ ZCZP −= ，而

);( βZC 為生產者之成本函數，β 則為反應生產要素價格與生產函數之參

數。從利潤函數可知，在滿足一階條件時，可得 ii Z
C

Z
P

∂
∂=∂

∂
. ，代表邊際

特徵價格=邊際特徵成本。 

 

在強調要價行為概念時，將要價函數 (offering function)定義為

),;,...,,( 21 βπφ nZZZ ，此為生產者在某一利潤水準 π 下，生產者所願意提

供此一差異性財貨的價格。生產者追求利潤最大化決策為： 

 

MAX );(),;,...,,( 21 ββπφπ ZCZZZ n −=  

在滿足一階條件下時，
ii Z

C
Z ∂

∂=∂
∂φ  

表示特徵邊際價格=特徵邊際成本。 

 

綜合上述得知，當 P=φ 時， iii Z
C

ZZ
P

∂
∂=∂

∂=∂
∂ φ

，亦即表示特徵

邊際價格=特徵邊際出價=特徵邊際生產成本，此時生產利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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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生產者均衡圖 

資料來源：Rose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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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均衡 

同時考慮消費者與生產者情況下，當住宅市場上的各種住宅生產屬性之

生產者供給量等於消費者之需求量時，即達到市場供給均衡，如下圖 2-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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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市場均衡圖 

資料來源：Rosen(1974) 

 

 

圖 2-6 中之出價曲線代表一特定效用水準，當 1Z 數量固定而出價降低

時，消費者效用水準隨之提高，同樣地，在其他情況相同下，生產者隨其要

價之提高，其利益也隨之提高，市場均衡價格 P(Z)為θ與φ所決定。 

 

特徵價格理論雖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然不動產市場本為不完全競

爭市場，但特徵價格理論不論在國內、國外之房地產市場均受到廣泛的使

用，故本研究認為其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應可放寬；因此，本研究將運用特徵

價格理論於本研究之實證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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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拍賣與搜尋市場機制相關文獻 

回顧相關文獻 Quan & Quigley(1991)討論在不完全競爭市場下，搜尋市

場中參與人對於價格認知，會因為所獲得資訊不同而產生不同估計與估計誤

差，並產生不同出價行為，而最後交易價格乃由買賣雙方心中保留價格與各

自認定之獲利，而互有讓步所形成。 

 

Milgrom＆Weber(1982)提出關聯價值模型3(Affiliated Value Model)，認為

拍賣市場是屬於不完全競爭市場，買方對於拍賣物估價來自於所獲得之不完

全訊息，其對於價格認知與搜尋市場相似，Paul＆Robert認為競標者出價行

為也同時取決於競標者私人訊息，最後拍賣物經由競標行為達到最後得標價

格。 

 

由上述文獻可知，訊息對於出價行為與最後價格影響，不論在拍賣或搜

尋市場，訊息對於價格影響均扮演重要角色，然在台灣法拍屋市場中，相關

訊息之取得，相對於搜尋市場較為不易且不完全，其對於最後拍定價格又有

何影響？ 

 

Krishna(2002)針對買賣雙方收益分析，認為賣方會依據心中保留價格，

決定底價訂定，賣方底價訂定必定大於或等於其對於拍賣物之價值，以防損

失；買方則會依據賣方底價決定是否競標與出價，故底價必須小於或等於買

方心中保留價，買方才會決定進場競標，且買方出價不會超過買方心中保留

價，以保買方之利潤；最後經由拍賣競標方式，可以使價格達至市場價格。

由 Krishna 賣方收益方程式發現，賣方可利用競標方式，獲得高於底價之增

價利益，可見競標對於價格之影響。在台灣法拍屋市場中，拍賣競標功能是

                                                 
3 Milgrom＆Weber(1982)提出關聯價值模型認為，拍賣物價格 V=U(s.xi,…)形成過程中，買方對
拍賣物的估價乃取決於所有競爭者的私人訊息 x=(x1,x2,…)，以及某些共同不確定因素

s=(s1,s2,…)。本研究認為台灣法拍屋市場參與競標出價者，多為投資客，其對於價格較為敏感，

應於出價競標前獲得相關價格訊息，其訊息可能是從各方而得，並且參雜許多不確定訊息，故

最後對競標出價/估價應是屬於關聯價值模型較為合適。 



否能充分發揮，並使拍定價格提升至市場應有之價格，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Quan(1994)利用拍賣理論分析拍賣價格，認為市場資訊揭露程度與價格

有高度相關，拍賣資訊揭露程度高則參與競標者眾，價格便會因競價行為提

高，可見市場資訊揭露與競爭程度為影響價格之重要因素。 

 

Mayer(1998)認為拍賣不一定折價(discount)，拍賣市場相對於搜尋市場

而言，交易成本較低，拍賣折價乃因產品品質差，或在時間壓力下，無法遇

到合適交易者 (time poorly matched)，實證結果發現洛杉磯獨棟住宅

(single-site)為溢價(premium)出售，公寓(condominiums)為折價出售，此乃因

獨棟住宅拍賣時受到較多關注，市場競爭程度較佳所致。 

 

由 Quan 與 Mayer 之研究均可發現，競爭程度大小乃影響價格因素之

一。但台灣法拍屋市場由於資訊取得、資金成本等問題，故一直存在進入障

礙4，市場競爭不足，依據台北市民國 90、91 年法拍屋拍定資料顯示，有高

達 46.6%拍定個案僅一人競標，平均增價幅度為 3.8%5，競爭程度不足導致

價格不易由競標方式提升6，賣方則易因此種市場機制損失其本可從競標中

所獲得增價部分。因此，在台灣法拍屋特殊市場機制下，參與者多為投資客，

再加上市場競爭者少，其市場競爭程度不足對於法拍屋價格影響程度為何？

值得深入分析。 

 

                                                 
4 法拍屋相關資訊來源為，法院公告、專業雜誌如：透明房訊、銀行或法院網站等，資訊揭露管

道少且一般人不易注意，其市場資訊揭露較不充分；此外，法拍屋資金成本相較於搜尋市場高，

法拍屋得標後七日內要繳清所有價金，資金籌措時間較急迫，銀行貸款並不普遍，因此一般人

欲進入此市場有一定程度上困難。 
5 依據本研究選取之民國 90、91 年台北市 2354筆法拍屋拍定資料中，僅一人競標案件數為 1097
個，而法拍拍定資料樣本為 2354 筆，因此一人競標比例為 1097/2354=46.6%。此外，在一人
競標拍定個案中，以得標價/當次底價求取增價比例，此增價比例隱含競標功能發揮與否，經

由計算後發現，其平均數為 1.038，故可知其平均溢價為 3.8%，相較於銀拍屋平均溢價 7%，
可說是溢價程度相對較低。 

6 台灣法拍屋拍賣方式為第一價位密封式投標，法院訂定時間舉行拍賣，同一時間內有數個競標

個案，均投入同一投標箱內，但由於參與人數少且多為投資客，投資客經驗豐富，較容易判別

可能潛在競爭者，由國外相關文獻如：Christy and Zaichkowsky(2003)指出，有經驗的競標者較
能掌控競標，同時較能在競標中察覺(aware)競爭者並決定競價策略(strategy)，在台灣法拍屋市
場，參與競標者通常經驗豐富，若當日投標者僅為一人，通常可以以底價得標，或等待下次打

折後再競標。故法院雖以同一投標箱防止投機行為，但由於市場競爭不足，仍難防免。 



Quan(2002)使用德州奧斯丁拍賣與搜尋市場資料，以市場選擇模型

(model of market mechanism choice)進行拍賣與搜尋價差測試，並利用動差估

計法，估算拍賣與搜尋市場價差，實證結果發現拍賣市場較搜尋市場溢價出

售。 

Lusht (1996)以澳洲墨爾本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樣本為實證資料，利用

複迴歸模型進行測試，發現拍賣市場價格不一定折價，反而為溢價出售，拍

賣市場較搜尋市場平均溢價 8%。 

 

Dotzour、Moorhead&Winkler(1998)以紐西蘭拍賣與搜尋資料進行實證分

析，其利用不同地區別進行各地區拍賣與搜尋價格差異，其實證結果發現，

各地區拍賣價格較搜尋市價價格平均溢價 5.9%-9.5%，並且認為愈特殊產品

在拍賣市場拍定價格會愈高。 

 

由國外不動產拍賣價格分析相關文獻中，多利用拍賣與搜尋樣本進行實

證分析，常發現拍賣市場價格相對於搜尋市場有溢價出售情況，但台灣法拍

屋拍賣制度、拍賣目的、以及產品特性均與國外不同，其差異分析如下與下

表 2-2 所示。 

  

(一) 拍賣制度差異7 

國外不動產拍賣制度主要為英式拍賣，而台灣為第一價位密封投標，

其拍賣方式不同。 

(二) 拍賣執行制度不同 

1. 拍賣訊息揭露 

國外不動產拍賣均委由專業拍賣公司，並於各地公開且固定處張貼拍賣

公告，一般人容易獲得相關資訊；台灣法拍屋則由法院執行，相關資訊公告

於法院公告欄，資訊取得除法院公告外，僅能由特定法拍相關雜誌與網站。 

2. 拍賣標的拍賣底價訂定方式 
                                                 
7 Radosveta & Salmon(2004)指出，一般競標者比較偏好英式拍賣，因為會知道競爭者有多少以及
其競價行為，故參與英式拍賣風險上相對於密封式拍賣低，Radosveta & Salmon 在文中也指
出，英式拍賣競標者相較於密封式拍賣，其出價意願也較高，並且通常得標價會較高。由於國

內外拍賣方式不同，其拍賣方式差異對於拍賣價格也可能會有影響，但由於本研究受限於國外

拍賣資料無法取得，無法進行國內外拍賣方式對於價格影響之實證分析，故僅以討論方式進行

國內外拍賣價格差異之可能影響因素分析。 



國外底價訂定方式，多由估價師估價後，由賣方與委託拍賣公司共同決

定，受委託拍賣公司通常會降低底價以吸引買方參與，並且透過拍賣競價方

式使價格提升至合理市場價格。而台灣法拍屋底價多由法院委外估價，並經

由債權人、債務人表達意見後，最後由法官裁定。 

3. 產品特性 

台灣法拍屋出售標的乃銀行之不良資產，國外則有正常資產與不良債權

等，若相對於澳洲之拍賣市場出售標的主要為正常資產，其產品本質差異甚

大。 

4. 產品風險 

 在台灣法拍屋市場中，買方所面對之產品風險與國外不同，國外拍賣

之不動產多可事前參觀，了解拍賣物屋況，而台灣法院並未提供相關看屋服

務，故買方對於不動產品質實難以掌控。 

5. 市場風險 

在台灣法拍屋市場風險高，除了拍賣物可能被佔用風險外，面對不點交

拍賣物，其標的取得風險更高，即使有點交拍賣物也難防免房屋遭受破壞之

可能，故完整產權取得之不確定性較高；而國外不動產拍賣市場則較無台灣

法拍屋特殊市場風險之問題。 

 

因此，在不同拍賣制度下，台灣法拍屋價格與國外經驗在實證上會有何

差異？其折溢價情況又是如何？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 

 

 

 

 

 

 

 

 

 

 

 



表 2-2 國外、國內不動產拍賣制度差異比較 

研究者 拍賣制度 占不動產市場比例 不動產類型 執行拍賣單位

Lusht,1996 英式拍賣-公

開競標 

研究地區為澳洲，

當地不動產拍賣約

佔市場一半 

正常資產，拍

賣品以房屋

為主 

專門拍賣機構

Mayer,1998 英式拍賣-公

開競標 

研究地區為美國，

當地不動產拍賣市

場為少數 

正常資產與

不良債權混

合，拍賣品以

房屋為主 

專門拍賣機構

Marcus,2001 英式拍賣-公

開競標 

研究地區為美國，

當地不動產拍賣市

場為少數 

HUD 的不良

債權，拍賣品

以房屋為主 

專門拍賣機構

Quan,2002 英式拍賣-公

開競標 

研究地區為美國，

當地不動產拍賣市

場為少數 

正常資產 專門拍賣機構

Dotzour ,Moorhead

&Winkler,1998 

英式拍賣-公

開競標 

研究地區為紐西蘭 住宅，正常資

產 

專門拍賣機構

蔡芬蓮,1997 第一價位密

封投標 

研究地區為台灣，

當時不動產拍賣市

場佔整體房屋市場

約為 3%-4% 

不良債權 各地方法院 

趙子鑫,2002 第一價位密

封投標 

研究地區為台灣，

當時不動產拍賣市

場佔整體房屋市場

約為 10%左右。 

不良債權 各地方法院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建會與本研究整理 

 

 

 

 

 



此外，Akerlof(1970) 以中古車市場為例，提出在市場資訊不對稱下，僅賣

方對於中古車品質最清楚，由於買方所獲得資訊不充分，僅能以市場平均品質為

出價參考，當價格以平均品質為準時，品質好的物品不易出現在市場上交易，最

後市場所剩僅品質較差產品，如酸檸檬一樣，導致買方儘量低價購車，以防損失。

台灣法拍屋市場也有類似情況出現，一般人均認為法拍屋產品較差，好產品不易

在法拍屋市場出現，在檸檬市場預期心理下，認為價格應折價才能與品質替換；

但法拍屋市場與檸檬市場(lemon market)並非能夠完全套用8，其拍賣制度與特殊

市場機制對於價格影響為何？ 

 

國內文獻關於法拍屋之討論，翁火輪(1993)介紹台灣法拍屋市場法規面與實

務面，提出投資者應如何獲得相關資訊，進入法拍屋市場應注意之相關風險，如

點交與否等，但未討論價格與風險之替代(trade-off)。 

 

曾達信(1997)討論台灣拍賣市場特性9及競價模型，並提出競標者最適投標策

略，包括最適投標價與進場時機，但文中僅利用拍次、投標人數與底價轉換，並

未控制住宅品質。 

 

蔡芬蓮(1997)提出法拍屋價格及拍定機率之影響因素，不過該文並未討論市

場機制對於價格之影響。除了上述文獻外，國內關於法拍屋之討論甚少，且均僅

針對法拍屋市場單獨作討論，對於法拍屋價格更是人云亦云之論述，而法拍屋市

場與搜尋市場之市場機制差異，所造成價格之影響，其分析更是付諸闕如。 

 

邱國勳、張金鶚(2002)提出不良資產最適處置方式，利用財務個案模擬，以

住宅屬性預測可能拍次，並提出不良資產處理方式之建議，其中住宅屬性屬於二

拍前拍定者，均可選擇法院拍賣，不過文中乃以金融機構立場為主，面對不良債

權問題之處理，仍有其他面向未討論。 

 

                                                 
8 法拍屋市場之賣方並非自願，市場買方以投資客居多，賣方雖然有不願被拍賣而提高底價之誘

因，但此於檸檬市場提高價格之目的不同；此外，賣方也無為了賣出，而故意說自己產品好之

不誠實成本(the cost of  dishonesty)；再者，交易方式與制度也不相同。 
9 曾信達(1997)在法拍制度及其競標模式中提出法拍屋市場特性：價格調整迅速、進入障礙極大、

風險極高、參與交易者通常是以投資為目的、價格由需求面決定。 



二、住宅價格相關文獻 

關於影響不動產出售價格理論面分析，Rosen(1974)將效用論加以擴

充，提出住宅乃多種屬性之組合，人們透過市場公開交易，獲得某一水準之

住宅屬性消費，對住宅支付價格則反應這組屬性之隱含價格，其所建立之特

徵價格理論乃用來分析消費者與生產者如何依據隱含價格在特性空間得到

均衡狀態。 

 

若以本研究探討對象為拍賣與搜尋市場之價格差異，由過去相關文獻

中，可以發現討論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價格影響因素，國外相關研究如

Lusht(1996)利用拍賣與搜尋資料分析不動產價格，其實證模型中所置入變數

為房屋面積、區位、房屋狀況、構造與銷售期間，並由實證結果發現，區位

對於價格影響程度最為重要。 

 

Quan(2002)也利用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資料進行不動產價格分析，其實

證模型中置入區位與面積變數，進行拍賣市場與搜尋市場價格差異之討論；

故可知影響不動產價格之主要因素，面積與區位應是重要影響變數。 

 

Dotzour ,Moorhead & Winkler(1998)利用紐西蘭拍賣與搜尋市場資料進

行實證分析，其實證結果發現，房屋面積、屋齡、類型、區位等對於價格有

顯著影響。 

 

若僅探討搜尋市場價格文獻，Frew & Jud(2003)針對公寓型住宅銷售價

格進行實證分析，其實證模型中不動產特徵以距離、面積、屋齡等分析其對

於銷售價格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距離、面積、屋齡對於銷售價格影響均

顯著。 

 

而國內針對拍賣與搜尋價格差異之研究相當缺乏，有關於不動產價格文

獻多僅針對單一市場價格進行分析。其相關文獻如下所述：林祖嘉(1992)

利用特徵價格函數分析影響房價與房租因素，實證結果發現，影響房價因素

之不動產屬性有建物面積、建物類型、屋齡等均對房價有顯著影響。 



劉秀玲、張金鶚(1992)利用特徵價格法估算影響住宅價格之影響因素，

發現戶的品質，如：建物面積等，對價格影響顯著；此外，市中心距離也是

影響價格主要因素之一。 

 

林秋瑾、楊宗憲、張金鶚(1996)利用特徵價格模型估計住宅屬性與價格

之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建物面積以及區位對於住宅價格影響最為顯著，而所

在樓層對於價格影響呈二次曲線變化。 

 

李月華(1999)分析台北市住宅價格模式，區域特徵與價格結構之一致

性，實證結果發現，住宅所在位置不僅會影響住宅價格也會同時影響其他變

數之值，住宅型態、樓高、屋齡等均會因為所在區位不同，其屬性對住宅價

格影響程度也不同。 

 

蔡芬蓮(1997)利用台北市民國 81-84年法拍屋資料，以特徵價格模型分

析法拍屋價格影響因素，實證結果發現，在價格面部分，建物面積、所在樓

層、所在樓層平方、建物類型、屋齡、區位、土地持分等對價格有顯著影響，

其中針對競標數對於得標價格影響，發現競標數雖採事後驗證方式，但對於

得標價格影響為顯著，且為線性且正向關係，顯示競標人數愈高，最後得標

價格也愈高。 

 

趙子鑫(2002)以台北市民國 89 年-91 年法拍屋資料，進行各年法拍屋

價格影響因素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競標人數與當次底價對於價格影響為顯

著，其餘變數如：建物面積、點交與否等則會因為不同時間，其對於價格影

響顯著性則呈現不穩定狀況。 

 

由過去相關文獻發現，影響住宅價格因素可分為，戶的特徵：所在樓層、

所在樓層平方、建物面積；棟的特徵：總樓層、建物類型等，還有區位特徵

以及其他，如土地面積與公告現值等，其影響住宅價格因素整理如下表 2-3

所示。本研究將參考過去相關文獻所選取之影響不動產價格變數，作為本研

究之實證模型建立變數選取之參考。  

 



表 2-3 影響住宅價格因素相關文獻整理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林祖嘉(1992) 房租與房價關係之研究 特徵價格函數 建物面積、用途、類型、

建材等均對房價有顯著

影響 

劉秀玲、張金鶚

(1992) 
房地產品質、價格與消費者

物價指數之探討 

複迴歸模型 樓地板面積、結構、類

型以及市中心距離對價

格有顯著影響 

張金鶚、林秋瑾、

楊宗憲(1996) 
住宅價格指數之研究-以台

北市為例 

複迴歸模型

(特徵價格) 

面積最為顯著，所在樓

層對於房價是二次曲線

影響 

蔡芬蓮(1997) 法拍屋價格影響因素之研究

-以台北市為例 

特徵價格法 建物面積、所在樓層、

所在樓層平方、建物類

型、屋齡、區位、土地

持分、競標人數等對得

標價格有顯著影響 

趙子鑫(2002) 法拍屋價格決定因素之研究

-以台北市中小型住宅為例 

特徵價格法 競標人數、當次底價在

各年模型中均為顯著 

李月華(1999) 台北市住宅價格模式之研究 特徵價格模式 型態、樓高、樓層、區

位等有顯著影響，不過

提出不同區位影響房價

主要因素並不相同 

Lusht(1996) A Comparison of Prices 
Brought by English Auction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 

複迴歸模型 發現區位對於價格影響

最為重要，而拍賣虛擬

變數為顯著，係數為

正，表示拍賣較搜尋市

場溢價出售 

Dotzour 

,Moorhead 

&Winkler(1998) 

The Impact of Auction on 
Residential Sales Pricing in 
New Zealand 

特徵價格法 發現面積、屋齡、房屋

品質、類型、區位對於

價格影響顯著 

Frew & Jud(2003)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Apartment Buildings 

複迴歸模型 距離、面積、屋齡對於

銷售價格影響均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