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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型建立與實證結果 

第一節 模型建立 

不動產價格的組成及影響因素眾多，Rosen(1974)建立基本特徵價格理論

(Hedonic Price Theory)，指出購屋者該選擇住宅產品仍是基於該住宅各種

屬生的組合，即住宅價格的決定是由該產品的多種屬性所共同組合而成。而

為了探討不同類型建商之訂價策略有無不同，本研究將以特徵價格理論為基

礎，針對建商個案產品訂價之進行實證分析，以進一步瞭解不同因素對於建

商訂價的影響情形。 

一、 實證模型建立 

根據林秋瑾、楊宗憲與張金鶚(1996)所建立的房價模型以及 Chau 等

(2001)針對建商商譽提出之房價模型，本研究所建立的實證模型如下： 

εδγβα ++++= kkjjii DZXnYl  

其中，Y 為建商訂價；Xi 為個案產品規劃屬性，包含樓層、主力坪數

及可售戶數；Zj 為建商類型變數；Dk 為個案虛擬變數，包含區位、預售或

成屋；ε為誤差項。而為討論右邊項之個案屬性的變動對建商訂價影響的

程度為何，本研究針對建商訂價取對數，即採用半對數模型進行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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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取變數說明 

(一) 建商訂價(Y) 

一般房地產價格的探討多以實際成交價格為主，也唯有成交價格較

能正確反應房價水準。然而實際成交價格的取得並不容易，再加上建商

在面臨個案的投資決策時，仍未有成交價格的產生。因此，欲瞭解建商

產品訂價行為，應以個案之表價1為主，進而探討影響建商訂價行為。 

而由於價格易受房地產市場景氣波動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所以在模

型的建立時，將以國泰房地產指數中之房價指數
2進行價格修正3，分季將

個案價格資料調整成民國九十年的價格水準後，再進行實證分析，以避

免個案推出時間點的不同，而造成計算上的偏誤。 

(二) 樓層(X1) 

林秋瑾等(1996)研究指出樓層愈高其建造成本愈高，反映在對單價

則為正向的影響因素。而樓層數同時也表示建築形式的差異就建築形式

而言，樓層低者表示透天厝或別墅，樓層數中等者多為公寓住宅，樓層

高者表示電梯住宅大廈。 

(三) 主力坪數(X2) 

根據林祖嘉(1992)、林秋瑾等(1996)研究指出坪數對於房價有顯著

的影響。而主力坪數也同時表示個別住宅的規模，理論上而言，坪數與

住宅單價的關係應該是呈現 U字型的狀況，亦即小坪數與大坪數的單價

應該高於中坪數，因此在變數選取上應包含主力坪數的一次項與二次

項，而一次項與單價應呈負向關係；二次項與單價則應呈正向關係。 

                                                 
1由於現今開發個案，一樓多作店面使用，故為避免計算上的偏誤，本研究所採用之個案表價，

以該個案之二樓以上還原價單價為主。因為部份個案的銷售價格為包含車位之售價，而一樓又

多以店家使用為主，故國泰建設在進行調查時，特別針對扣除車位價格之二樓以上住家價格進

行還原，即所謂二樓以上還原價。 
2國泰房地產指數由國泰建設公司與政大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發布，屬於季指數。目前

國泰房價指數的公布從民國八十二年第一季至九十二年第四季。 
3Chau等(2001)在討論建商商譽對公寓價格的影響時，為避免計算上的偏誤，同樣也以RVD所發布

的住宅價格指數做時間點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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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售戶數(X3) 

個案之可售戶數表示個案的規模，理論上戶數的變化對單價的影響

也應該呈現U字型的狀況，即表示開發戶數愈多其單價愈低，但若開發戶

數超過一定規模，則有可能造成平均單價不降反升4。因此在變數選取上

應包含可售戶數的一次項與二次項，其中一次項與單價應呈負向關係，

而二次項則應呈正向關係。 

(五) 區位虛擬變數(D1) 

區位是影響房價最主要之因素，林秋瑾等(1996)研究指出住宅區位

對於房價的影響僅次於建物面積。因此本研究對於各地區之模型設計採

取相對應之區位虛擬變數，以掌握地區價格之差異。區位虛擬變數對價

格之影響方向，應視實驗組地區與對照組地區之實際價差關係而定。 

而本研究主要將樣本分為兩區，分別為北部地區及中南部地區，並

以中南部地區為基礎，預期北部地區相較於中南部地區而言，其對單價

的影響為正向關係。而在北部地區，則將樣本分為台北市、台北縣及桃

竹地區，並以桃竹地區為基礎，預期台北市、台北縣相較於桃竹地區而

言，其對單價的影響為正向關係。而在中南部地區，則將樣本分為台中

彰化及台南高雄兩區，並以台南高雄地區為基礎，預期台中彰他相較於

台南高雄，其對單價的影響為正向關係。 

(六) 建商商譽虛擬變數(Zj) 

在建商商譽與價格的關係方面，根據 Chau 等(2001)利用品質類似的

住宅產品，並以特徵價格模型進行分析，以將建商商譽的影響力析離出

來，實證結果並證明了人們對於商譽較佳建商所推出的住宅產品，會願

意多支付溢價。而 Leishman(2001)的研究也指出，建商商譽對於其產品

                                                 
4個案開發若超一定戶數規模，如大規模造鎮、大型社區的開發，個案所帶來的居住人口過多，

造成現有的公共設施不敷使用，所以建商勢必要提供部分公共設施，如社區道路、社區公園、

接駁公車⋯等。所以個案開發戶數超過一定規模，則有可能導致規模的不經濟，反而造成個案

成本提高，使得個案平均單價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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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是有顯著性正向的影響。 

另外，Turnbull(1991)指出，房屋的品質不確定性愈大(即品質風險

愈大)，則其均衡的房價會降低。而由於一案建商缺乏過去的推案表現，

其房屋的品質相對於其他類建商而言的不確定性較大，故可推斷一案建

商的產品訂價較低。而本研究主要將建商分為三類，分別是一般建商、

一案建商及穩健型建商，並以一般建商為基礎，討論一案建商與穩健型

建商的訂價差異，預期一案建商相對於一般建商，其對價格的影響為負

向，而穩健型建商相對於一般建商，其對價格的影響為正向關係。 

(七) 預售屋或成屋虛擬變數(D2) 

張金鶚、范垂爐（1993）研究指出，預售屋表價與成交價的差距較

大，而成屋的差距較小。而白金安、張金鶚(1996)的研究也指出，預售

屋價格會較成屋高，並且其價格差距會受市場景氣變化的影響。故預售

虛擬變數對於價格的影響方向，應該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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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結果分析 

一、 建商屬性的差異會造成產品價格的差距 

由表 4-1，全樣本模型解釋力( 2R )為 0.43682，顯示模型有相當的解

釋能力，而模型之線性重合值為 6.0476，顯示模型所選取的變數之間並無

線性重合問題存在，而選取變數之符號均符合預期且顯著。故可知在控制

產品品質、區位等個別因素後，若以一般建商與穩健型建商、一案建商相

較，穩健型建商在產品訂價上，每坪價格會比一般建商高出約 6.79%
5，穩

健型建商變數之β係數為 0.06951，代表變數影響程度約為 6.95%；而一案

建商的產品訂價相較一般建商，每坪價格約低 5.56%，一案建商變數之β係

數為-0.06244，代表變數影響程度約為 6.24%。 

由上述實證結果顯示，建設公司本身過去的推案表現及聲譽，對於建

商在進行新推個案產品訂價時，是有正向且顯著的關係。實證結果支持假

說一的說法，即在產品品質相同的情形下，缺乏過去推案表現及公司聲譽

累積的一案建商，會採較其他建商低的產品訂價，以增加個案的市場接受

度。但與其他變數相較，建商變數的β係數較小，也反映了建商在進行產

品訂價時，仍是以區位、坪數、戶數、樓層等變數為主要考量因素，而建

商本身屬性對產品訂價的影響程度則相對偏低。 

                                                 
5由於建商變數為虛擬變數，故其對價格的影響應為{anti-log(0.06568)-1}=0.06788。而以下關於
建商變數對價格影響程度的說明，均為調整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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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建商產品訂價差異實證結果 

變數名稱 預期符號 全樣本 

截距項 
2.2615*** 

(0) 

樓層 + 
0.0249*** 

(0.27634) 

主力坪數 － 
-0.00142*** 

(-0.6938) 

主力坪數 
平方 

＋ 
0.00003014*** 

(0.1918) 

可售戶數 － 
-0.00263*** 

(-0.61418) 

可售戶數平方 ＋ 
0.00000196*** 

(0.28478) 

北部地區 + 
0.50873*** 

(0.59684) 

穩健型 
建商 

+ 
0.06568*** 

(0.06951) 

一案建商 － 
-0.05716*** 

(-0.06244) 

預售與否 + 
0.08797*** 

(0.08044) 

ADJ-R-SQUARE 0.4368 

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 6.0476 

個案樣本數 8392 

註：1. 實證模型皆經過異常點的篩選與刪除。 

           2. ***、**、*分別代在 1%、5%與 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數顯著異於零。 

3. 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10，代表變數無線性重合現象。 

4. 括號內表示標準化係數值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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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市場特性下，不同類型建商的價格差距也會有差異 

在區域市場的比較上，針對北部及中南部模型進行 Chow test，其

Fchow=1578.6399，達到 1%的顯著性水準。顯示兩個區位間價格組成的函數

形態是有差異的。 

而從表 4-2 可以看出，北部地區模型解釋力( 2R )為 0.8467，顯示模型

有相當不錯的解釋能力，線性重合值為 7.4972，顯示模型所選取的變數之

間並無線性重合問題存在，而變數符號均符合預期且顯著，而在建商虛擬

變數上，結果發現在北部地區，建商的訂價是會受到其過去推案表現及公

司聲譽的影響，穩健型建商平均每坪訂價會高出一般建商 1.49%左右；一案

建商平均每坪訂價則會較一般建商低約 1.93%。 

中南部地區模型解釋力( 2R )為 0.2582，表示其模型仍有相當的解釋能

力，模型之線性重合值為 7.5166，顯示模型所選取的變數之間並無線性重

合問題存在，而所選取變數除預售或成屋虛擬變數不顯著外，其他變數均

顯著且符合預期符號。而在建商類型變數上，穩健型建商與其他類型建商

的產品訂價並無顯著的差異，但一案建商平均訂價仍會較一般建商低約

1.57%。 

無論是北部或中南部地區模型，建商變數的β係數均較其他變數為

小，也顯示了建商本身屬性對於價格的影響程度是相對較低的。但從區域

市場的比較來看，建商的訂價行為仍是有南北差異的，也就是說北部建商

過去的推案表現對其產品訂價的相對影響程度較大，而中南部建商的相對

影響程度較小。也間接反映出了區域市場間競爭程度的不同及市場資訊揭

露程度的差異，對於不同類型建商的訂價行為是有影響的。此一結果也支

持假說二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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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不同區域市場下建商產品訂價差異實證結果 

變數名稱 預期符號 北部模型 中南部模型 

截距項 
2.34483*** 

(0) 

2.22291*** 

(0) 

樓層 + 
0.02063*** 

(0.1903) 

0.00901*** 

(0.20189) 

主力坪數 － 
-0.00229*** 

(-0.09601) 

0.00208*** 

(0.19149) 

主力坪數 
平方 

＋ 
0.00005052*** 

(0.24429) 

0.00002108*** 

(0.24711) 

可售戶數 － 
-0.00086954*** 

(-0.20514) 

-0.00109*** 

(-0.43593) 

可售戶數  
平方 

＋ 
0.0000004870372***

(0.09071) 

0.00000116*** 

(0.24874) 

台北市 /  
台中彰化 

+ 
1.00435*** 

(0.97506) 

0.05324*** 

(0.11519) 

台北縣 + 
0.26289*** 

(0.2767) 
－ 

穩健型 
建商 

+ 
0.01476** 

(0.01337) 

-0.01117 

(-0.02366) 

一案建商 － 
-0.01951*** 

(-0.0198) 

-0.01579** 

(-0.0311) 

預售與否 + 
0.01807*** 

(0.0159) 

-0.00695 

(-0.01095) 

ADJ-R-SQUARE 0.8467 0.2582 

線性重合(COLLINOINT)
值 

7.49721 7.51664 

個案樣本數 4564 3849 

註：1. 實證模型皆經過異常點的篩選與刪除。 

           2. ***、**、*分別代在 1%、5%與 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數顯著異於零。 

3. 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10，代表變數無線性重合現象。 

4. 括號內表示標準化係數值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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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景氣狀況的變化影響不同類型建商的價格差距 

在市場景氣狀況變化的比較上，針對前期及後期的實證模型進行 Chow 

test，其 Fchow=36.851，達到 1%的顯著性水準。顯示兩個時期之間價格組

成的函數形態是有差異的。 

由表 4-3，在市場景氣狀況的比較上，其中 82~84年模型的解釋力( 2R )

為 0.4347，而 85~91 年模型的解釋力( 2R )為 0.4847，顯示兩個模型都具

有相當的解釋能力，而兩模型之線性重合值均小於 10，代表個別模型所還

取的變數之間並無線性重合問題存在。除前期(82~84)模型中之預售或成屋

虛擬變數未達顯著性水準外，其餘變數均達顯著性水準且符號符合預期。 

在比較兩個模型的實證結果後，發現在較景氣時穩健型建商的訂價，

每坪高出一般建商約 2.97%，而在市場較不景氣時，其每坪訂價高出一般建

商約 11.38%。這樣的結果顯示市場越不景氣時，過去推案表現穩定及聲譽

較佳之建商其產品訂價會較其他建商高；而從一案建商的訂價行為來看，

市場較景氣時，一案建商的訂價約較一般建商低 3.72%，而市場景氣較差

時，一案建商的訂價相較於一般建商則低約 6.50%。從不同類建商的訂價差

距變化來看，此一實證結果支持假說三的說法。另外，從建商變數的β係

數的變數來看，在市場相對景氣時，建商變數相對於其他變數，其對價格

的影響程度較小，而在市場相對不景氣的，建商屬性相對於其他變數，其

對價格的影響程度較大。故實證結果顯示在市場景氣狀況較佳的情形下，

一案建商與一般建商的訂價差距較小，而在市場景氣低迷時，一案建商會

採較相對較低的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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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不同景氣狀況下建商產品訂價差異實證模型 

變數 預期符號 前 期(82~84) 後 期(85~91) 

截距項 
2.55608*** 

(0) 

2.2456*** 

(0) 

樓層 + 
0.01601*** 

(0.21578) 

0.03713*** 

(0.35571) 

主力坪數 － 
-0.01262*** 

(-0.59203) 

-0.00055633 

(-0.0254) 

主力坪數  
平方 

＋ 
0.00014508*** 

(0.69401) 

0.00002057*** 

(0.1336) 

可售戶數 － 
-0.0015*** 

(-0.46532) 

-0.00517*** 

(-0.8998) 

可售戶數  
平方 

＋ 
0.0000008410569***

(0.21593) 

0.00000684*** 

(0.47751) 

北部 + 
0.45721*** 

(0.61569) 

0.52906*** 

(0.5529) 

穩健型   
建商 

+ 
0.02922** 

(0.03072) 

0.1078*** 

(0.10994) 

一案建商 － 
-0.03787*** 

(-0.04988) 

-0.0672*** 

(-0.06102) 

預售與否 + 
0.01842 

(0.00669) 

0.10468*** 

(0.10444) 

ADJ-R-SQUARE 0.4347 0.4847 

線性重合(COLLINOINT)
值 

7.87426 6.38095 

個案樣本數 3889 4486 

註：1. 實證模型皆經過異常點的篩選與刪除。 

  2. ***、**、*分別代在 1%、5%與 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數顯著異於零。 

3. 線性重合(COLLINOINT)值<10，代表變數無線性重合現象。 

4. 括號內表示標準化係數值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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