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法拍屋與搜尋市場價差模型建立與實證分析 

 

第一節 模型建立 

 

Rosen(1974)將效用理論加以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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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住宅所支付價格則反應這組

屬性之隱含價格，Rosen建立特徵價格理論(hedonic price theory)，分析消費者與

生產者如何依據隱含價格在空間得到均衡狀態。依據特徵價格理論，可知住宅價

格係由各種屬性所組成(a bundle of goods)，包括住宅內部與外部屬性，內部屬性

如：樓地板面積、所在樓層、建物類型等，外部屬性如：區位、鄰里環境等。本

研究所估算為法拍屋價格，故利用特徵價格理論1控制住宅品質後，進行法拍屋

價格之分析。 

 

一、法拍屋市場與搜尋市場價差實證模型之建立 

依據 Quan(2002)所提出之市場機制選擇模型2，建立本研究實證模型；

國內與國外拍賣制度雖有不同，但本研究之所以引用 Quan(2002)模型乃為測

試國外經驗與國內實證結果是否有差異，並希望能進一步分析其原因3。故

本研究實證模型建立如(1)式： 

 

log (Pi)=βXi +δCi + ui…………………………………………………..(1) 

 

 

                                                 
1 Rosen(1974)所建立之特徵價格理論乃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下，但不動產市場由於產品異質
性，故應屬於不完全競爭市場，而 Rosen之 hedonic price function也都運用在不動產市場，故
本研究認為 Rosen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應可放寬。本研究所探討之法拍屋特殊市場機制，雖在理
論上應用可能略顯不佳，但仍可被接受。而本研究以特徵價格理論主要為控制住宅品質，再進

行市場機制差異對於價格影響分析。 
2 Quan(2002)提出市場選擇為內生變數，故利用特徵價格模型 Pi=βXi +δDi + ui 與半對數模型進
行市場選擇價差分析，其模型為 log (Pi)=βXi +δDi + ui，Xi為影響價格之不動產特徵，Di為市
場選擇變數。 

3 本研究引用 Quan(2002)之模型函數型態，進而探討國外與台灣實證經驗差異。本研究引用此模
型目的主要有二：第一、引用國外模型並利用國內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以探討國內、國外不同

拍賣制度對於價格影響之差異；第二、依據此模型，進行台灣拍賣與搜尋市場價格差異分析。 



其中，Xi 為影響價格之不動產特徵，包括所在樓層、所在樓層平方、總樓

層、樓地板面積、樓地板面積平方、土地持分面積、區位等變數；Ci 為市場變

數， Ci=1代表法拍屋市場，Ci=0代表搜尋市場；ui為誤差項。 

 

為了解市場價差影響因素，本研究將模型一之市場變數進一步延伸為(2)

式，期望能更進一步解釋台灣法拍屋市場與搜尋市場價格差異因素。 

 

log (Pi)= βXi +δMi + ui…………………………………………………(2) 

 

其中，Mi 為市場變數之延伸，包括市場風險與市場競爭程度變數。 

 

 

 

 

 

 

 

 

 

 

 

 

 

 

 

 

 

 

 

 

 



二、變數選取說明 

由過去相關文獻發現，影響住宅價格因素可區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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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特徵

及其他，如土地面積與公告現值等。本研究利用一般影響住宅價格變數以控

制住宅品質，並置入市場機制變數，以此模型作為法拍屋市場與搜尋市場價

差之分析。此外，為了更深入了解價差影響因素，本研究以點交與否、空屋

與否、市場競爭程度等變數，作為市場機制變數之替代，進一步探討影響市

場價差因素，本研究所選取變數說明如下。 

 

(一) 不動產特徵
4
 

1. 所在樓層與所在樓層平方 

指房屋位在哪一層。一般而言，所在樓層將會影響到住宅價格，依

據林秋瑾、楊宗憲、張金鶚(1996)住宅價格指數之研究中提出，所在樓

層對於房價為二次曲線影響，由於一樓價格最高，價格會隨樓層增加而

遞減，至四樓最低，但由於高樓層擁有景觀優勢，故價格會隨著樓層增

加呈二次項變化，故本研究以所在樓層一次項與二次項為變數，預期所

在樓層對價格影響為先負後正關係。 

 

2. 總樓層 

指建物總樓層，依據李月華(1999)台北市住宅價格模式之研究指

出，總樓層對於價格有顯著影響，樓層越高造價越貴，預期總樓層對房

價影響應為正向關係。 

 

3. 樓地板面積與樓地板面積平方 

樓地板面積乃影響房屋價格最主要因素，依據林祖嘉(1992)、張金

鶚、劉秀玲(1992)、林秋瑾等(1996)、蔡芬蓮(1997)，均提出建物樓地板

面積對價格有顯著影響，而 Lusht(1996)、Quan(2002)、Frew & Jud(2003)

等也提出居住面積對於房屋價格有顯著影響。本研究認為，由於消費者

                                                 
4 本研究受限於「屋齡」變數資料缺乏，加上主要相關住宅品質變數均已包含，而屋齡變數並非
絕對關鍵(Lusht(1996)，Quan(2002)，Frew and Jud(2003)，林祖嘉(1992) 張金鶚、劉秀玲(1992)，
張金鶚、林秋瑾、楊宗憲等人(1996)，李月華(1999))，故未將「屋齡」變數置入模型中。 



邊際效用遞減，樓地板面積對於房價影響並非直線關係，故以樓地板面

積一次項與二次項為變數，預期樓地板面積對價格影響為先正後負關係。 

 

4. 土地面積 

依據蔡芬蓮(1997)認為，土地持分面積對於價格有顯著影響，土地

面積越大價格越高，預期土地面積對價格影響為正向關係5。 

 

5. 區位特徵 

指房屋所在地區而言，區位對於房屋價格有相當大影響，依據林秋

瑾、楊宗憲、張金鶚(1996)，住宅價格指數之研究中提出，區位對於房

價影響程度及重要性僅次於建物登記面積，國外相關文獻如：

Lusht(1996)、Quan(2002)、Frew & Jud(2003)等也指出區位為影響不動產

價格相當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將所獲得台北市資料樣本分為三個區位6，

分別為新市區、舊市區與郊區，並利用虛擬變數測試其不同區位對於價

格之影響。以舊市區為基礎，新市區相對於舊市區，由於環境與便利性

均較舊市區佳，預期區位對價格影響為正向關係；郊區相對於舊市區，

由於其交通可及性仍較舊市區為差，預期區位對價格影響為負向關係。 

 

 

 

 

 

 

 

 

 

 

 

                                                 
5 由於住宅土地持分面積有限，故土地持分面積對價格影響應不至於產生邊際報酬遞減，故認為
土地持分面積對價格影響為直線關係。 

6 同註 22。 



(二) 市場機制差異變數7 

1. 市場機制變數8 

為了測試不同市場機制之價格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法拍屋市場與

搜尋市場之市場機制差異，利用虛擬變數 Ci，以法拍市場為 1，搜尋市

場為 0進行測試，並在控制住宅品質下，分析不同市場機制對於價格之

影響，預期市場變數對於價格影響為負向關係。 

 

2. 市場風險與市場競爭程度變數 

（1） 點交與否 

為了進一步分析影響市場價差之因素，由市場變數延伸出點交與

否，並以虛擬變數表示，點交其虛擬變數為 1，不點交其虛擬變數為 0，

拍賣市場有點交與不點交，而搜尋市場則認定為點交，點交代表產權可

順利取得，相對不點交其產品風險低，預期點交與否對於價格影響為正

向關係。 

 

（2） 空屋與否 

由市場機制變數延伸出空屋與否，以進一步測試影響市場價差之因

素，並以虛擬變數表示，空屋其虛擬變數為 1，非空屋其虛擬變數為 0，

拍賣市場有空屋與非空屋，而搜尋市場則認為是空屋9，空屋與否代表

是否有被佔用之風險，預期空屋與否對於價格影響為正向關係。 

 

以上兩變數，點交與否、空屋與否均代表所有權取得之風險衡量。 

 

 

 

                                                 
7 法拍與搜尋市場機制確有相當大差異，若單以虛擬變數代表拍賣與搜尋市場，可能有過於簡化
之虞，但經由過去文獻顯示，在實證上仍有技術上困難，故本研究之模型也僅能引用國外模型

進行討論；而本研究模型二才是測試不同市場機制下，市場風險與市場競爭程度差異對於價格

之影響。 
8 Lusht(1996)提出市場差異會影響價格，並以 OLS 模型置入拍賣與搜尋市場機制變數進行實證
分析。Quan(2002)提出市場選擇變數，其認為市場選擇變數為內生，故以特徵價格模型置入
市場選擇變數進行市場價差分析。 

9 仲介市場成交資料雖非一定是空屋，但因不會有被佔用風險，故以空屋視之。 



（3） 市場競爭程度變數10 

由於過去文獻並未實證市場競爭程度差異對於拍賣價格之影響，本

研究首次提出市場競爭程度變數，進一步測試競爭程度不同對於市場價

格之影響。在拍賣理論中，資訊揭露程度愈高，市場競爭程度相對愈高，

最後得標價格也會隨競標提高。而法拍屋競標人數多寡，背後隱含之意

義包括：熱門產品、品質較佳、資訊揭露愈充足、底價愈低及風險較低

等。而 Christy and Zaichkowsky(2003)指出競標人數愈多，其最後得標

價通常會高於競標者對於競標物的平均估價。故可發現競標人數愈多，

最後得標價格也可能愈高。由於台灣法拍屋拍賣方式乃第一價位密封投

標，同一拍賣會中可能有多個拍賣物均投入同一投標中，競標者較不易

察覺潛在競標者有多少人，故競標人數多寡對於價格影響應非直接影

響，但本研究認為由於在台灣法拍屋市場之競標者多為投資客，投資客

對於法拍市場敏感度應較高，其可能從其他資訊管道獲知可能有多少潛

在競標者，故應可約略判斷潛在競爭者為多少，而決定其出價行為。故

本研究將利用競標人數代表市場競爭程度，進行市場競爭程度對於拍定

價格之影響分析。 

 

本研究認為搜尋市場相較於法拍屋市場而言，資訊揭露管道多、市

場競爭程度高，而法拍屋因為競標人數少，故價格可能因為競爭不足而

折價；因此，由上述之市場機制差異導致市場競爭程度不同可以發現，

此變數也同時隱含市場機制差異，如下圖 5-1 所示，當競標人數增加

時，法拍屋因為競爭程度提升，其價格應會增加，故法拍屋價格相對於

搜尋市場價格折價幅度應會減少，但搜尋市場成交資料中無可代表競爭

程度變數，因此本研究僅能假設搜尋市場參與人數可為無限大11，但為

了不使搜尋市場參與人數因無限大而發散，本研究利用競標人數取倒數

作為衡量市場競爭程度變數，搜尋市場競爭人數多，假設其市場競爭人

數為∞，取倒數後為 1/∞，故搜尋市場設為 0；法拍屋市場則以競標人

數倒數，作為競爭程度之衡量，若競標人數愈多，代表競爭程度愈充足，

                                                 
10 Quan(1994)、Mayer(1998)均提出市場競爭程度為拍賣市場折溢價之主要影響因素，但並未進
一步進行實證分析。 

11 由於資料限制，故僅能以法拍屋成交資料中競標人數作為競爭程度轉換，而仲介樣本中由於
沒有相關資料，故假設其參與人數可為無限大。 



變數取倒數後也會愈趨近 0，表示市場競爭程度與搜尋市場接近。由於

變數為折價幅度衡量，當競標人數愈多時，拍賣較搜尋折價幅度應愈

少，預期市場競爭程度變數價格影響為負向關係12。 

 

 

 

 

 

 

 

 

 

 

 

 

圖5-1 市場價差與競標人數關係概念圖 

 

 

 

 

 

 

 

 

                                                 
12 由於本研究競標人數對於拍賣價格影響乃為事後檢定，故本研究假設競標人數對於拍賣價格
影響為線性關係，以進行競爭程度對於價格影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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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一解釋力( 2R )為 0.7306，模型二解釋力( 2R )為 0.7262，模型中所有變

數符號均符合預期，顯示兩模型解釋能力均佳。其中所在樓層與所在樓層平方對

於總價影響為先負後正關係；總樓層符號為正，表示建物總樓層愈高對價格影響

愈高；樓地板面積與樓地板面積平方對於價格影響為先正後負，表示當樓地板面

積增加時價格也增加，但增加至一定樓地板面積後，由於邊際效用遞減關係，樓

地板面積增加對於總價影響漸為負；土地持分面積變數符號為正，表示土地持分

面積愈大，總價愈高；區位變數中，新市區變數符號為正，由於新市區生活機能

與環境品質較舊市區佳，故區位條件對總價影響為正，而郊區變數符號為負，表

示郊區相較於舊市區而言，區位條件仍較差，故區位條件對於總價影響為負。 

 

本研究重點之一，利用市場機制變數進行法拍屋市場與搜尋市場價差測試

13，實證結果如下表 5-1 所示，由模型一之實證結果可發現，法拍屋較搜尋市場

平均折價 17.20%14，證實因市場機制差異，造成法拍屋市場價格較搜尋市場價格

折價，但價差不到二成。本研究利用市場機制變數延伸其他變數，但受限於資料

屬性不足，僅能利用點交與否、空屋與否、市場競爭程度變數，進行市場價差影

響因素分析。模型二之實證結果可以發現，點交與否雖為負向關係，但其對於價

格影響並不顯著
15，本研究深入探討其原因認為，在台灣法拍屋市場，點交與否

並非能完全保障得標者順利取得完整所有權，即使有點交之住宅，也可能面臨原

住戶或佔用者要求得標人支付遷移費才願意離開，或房屋遭人惡意毀損，故所有

                                                 
13 本研究曾嘗試將市場機制變數、市場風險變數與市場競爭程度變數置於同一模型中，實證結
果發現，市場機制變數與市場競爭程度變數均為顯著，其係數分別為-16.70%與-6.22%，但市

場風險變數中之空屋與否、點交與否並不顯著，由此模型顯示市場機制變數仍為價格差異之關

鍵因素，但本研究主要探討法拍屋較搜尋市場價差因素，初步以市場風險變數與市場競爭程度

變數作為市場機制變數之替代，故暫不討論上述模型之結果。此外本研究也曾嘗試討論各拍次

間拍賣較搜尋市場折價情況，法拍屋依據其拍定之拍次，並設計搜尋市場拍次為0拍，但變數

設計之實證結果不佳，故暫不予本論文中討論。 
14 半對數模型求取其虛擬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影響百分比率之計算方式為 antilog(β)-1，因此市場
機制變數對於價格影響幅度為 antilog(-18.87%)-1=-17.20%。 

15 本研究針對市場風險變數曾嘗試在加入點交與空屋與否交叉項，但實證結果發現，點交與空
屋與否交叉項雖為顯著，但市場風險變數中的空屋與否卻不顯著，因此認為應是空屋與否對於

得標價格影響較為顯著，而點交與否對於價格影響雖不顯著，但本研究認為點交對於價格影響

不顯著有其合理解釋，故模型中並不置入點交與空屋與否交叉項。 



權取得之風險仍存在，因此造成點交與否對於價格影響不顯著。空屋與否對於價

格影響為正向關係，平均影響幅度為 5.78%16，表示被佔用風險愈低則價格愈高；

市場競爭程度變數顯著，當競標人數僅為 1 人時，法拍屋價格較搜尋市場折價

15.99%17，當競標人數為 2人時，折價程度減少為 7.995%；當競標人數為 5人時，

折價僅為 3.198%。顯示市場競爭程度愈低，折價情況愈嚴重，市場競爭程度愈

高，法拍屋價格則會因競價提高，並會隨著市場競爭程度提高其折價幅度漸緩，

同時拍賣價格也會愈接近搜尋市場價格。 

 

本研究實證模型一與模型二中，住宅屬性變數之係數，並未因市場機制變數

延伸，而造成過大波動，係數變動相當穩定，表示模型一市場變數對於價格之影

響，大部分可由模型二之延伸變數18所解釋與捕捉(capture)，且市場競爭程度變

數，解釋了大部分市場機制變數對於價格之影響。由本研究之實證模型可發現，

在法拍屋特殊市場機制下，競爭程度不足是影響市場價格差異最主要因素，此乃

本研究最大貢獻。 

 

 

 

 

 

 

 

 

 

 

 

 

 

                                                 
16 如註 37，antilog(5.62%)-1=5.78%。 
17 本研究以競標人數取倒數，作為競爭程度之衡量，當競標人數為 1人時，變數值為 1/1，對於
價格影響為 1× (-15.99%)=-15.99%。當競標人數為 2 人時，變數值為 1/2，對於價格影響為
1/2×(-15.99%)=-0.7995%，當競標人數改變時，對於價格影響估算方式依此類推。 

18 指點交與否、空屋與否與市場競爭程度等變數。 



表 5-1 不同市場價格差異實證結果 

變數名稱 預期符號 模型一 模型二 

截距項 
4.9541 

(174.91)*** 
4.9094 

(155.5)*** 

所在樓層 － 
-0.05359 

(-11.69)*** 
-0.05372 

(-11.62)*** 

所在樓層平方 ＋ 
0.00266 

(8.57)*** 
0.00269 

(8.61)*** 

總樓層 ＋ 
0.02606 

(14.29)*** 
0.02462 

(13.43)*** 

樓地板面積 ＋ 
0.05167 

(57.09)*** 
0.05157 

(56.16)*** 

樓地板面積平方 － 
-0.00029 

(-31.79)*** 
-0.00029 

(-31.11)*** 

土地持分面積 ＋ 
0.00932 

(7.89)*** 
0.00949 

(7.97)*** 

新市區 ＋ 
0.1759 

(12.57)*** 
0.17361 

(12.27)*** 

郊區 － 
-0.07201 
(-4.99*** 

-0.08704 
(-5.98)*** 

市場機制差異 － 
-0.18871 

(-18.08)*** 
- 

點交與否 ＋ - 
-0.00953 
(-0.66) 

空屋與否 ＋ - 
0.0562 

(4.17)*** 

市場競爭程度 － - 
-0.15991 

(-11.24)*** 
ADJ-R-SQUARE 0.7306 0.7262 

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 6.63215 6.72642 
個案樣本數 3900 3900 

註：1.***、**、*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2.模型( )數值為t值。 

3.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10，表示變數無嚴重線性重合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