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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綜合分析綜合分析綜合分析綜合分析 

    以不同的角度探討影響地價的因素，可以獲得不同面向的因素，有些

學者依據不同的土地使用，探究其影響地價的因素，一般而言將土地的使

用分成三大類，商業使用、工業使用與住宅使用，而分別研究其影響地價

的因素；有些學者對土地資源分類，例如將土地分類為農地、礦地、林地、

都市土地與水資源，而對不同種類的土地，一一探究其土地的特徵。影響

地價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三大影響因素，規模大小、可及性與臨街因素，

規模大小為土地的面積，可及性是指土地到各種公共設施或市中心的距

離，臨街因素指土地是否面臨主要道路或是臨街寬度等等，前者與地價的

關係有些爭議，而後兩者較無爭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規模大小規模大小規模大小規模大小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影響都市土地地價的因素中，土地面積對地價之影響有許多不同的見

解，例如 Colewll and Munneke（1999)、Tabuchi（1996)、Lin and Evans（2000)，

皆認為地價曲線呈凸性，而且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為正相關；Kowalski 

and Paraskevopoulos（1990)研究工業用地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其研究

結果為負相關；Colwell and Munneke（1997)的研究表示住宅用地的地價曲

線呈凹性，而且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為負相關；Asabere and Colwell

（1985)、Thorsnes and McMillen（1998)，皆認為地價曲線呈凹性，而且地

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為正相關；Colwell and Sirmans（1978)的研究結果表示

都市土地的地價曲線為先凸性後凹性，而且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呈現正

相關。 

    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就地價曲線而言，有四種說法：凹性的地價

曲線、凸性的地價曲線、線性的地價曲線及先凸後凹的地價曲線；就地價

和土地面積的相關性而言，有正相關、負相關兩種關係；另有學者從土地

細分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of land subdivision）和土地聚集的交易成

本（transaction cost of land assembly）的觀點，探究地價曲線為凹性或是凸

性（Colwell and Connaday,1990；Colwell and Scheu,1989；Colwell and 

Munneke,1999），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有許多相異之處，但是有一個相同的

前提假設，即其研究皆針對單核心的都市，只有一個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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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地價曲線地價曲線地價曲線地價曲線 

（一)凹性的地價曲線 

    土地面積大小對地價的影響不僅是絕對土地的面積，其鄰近地區的土

地面積大小亦會對該地區的地價有所影響，根據 Asabere and Colwell (1985)

的研究顯示，地價隨著絕對土地面積大小（absolute lot size）增加而增加，

且為遞減的現象（如圖十一），而地價隨相對土地面積（relative lot size，即

鄰近土地面積大小）增加而減少，意即附近土地面積愈小，該研究的土地

地價就愈高。若是將都市土地分成不同的使用類別，其地價與土地面積大

小的關係會如何？Colwell and Munneke (1997)（如圖十二） 將都市土地分

成商業用地、工業用地與住宅用地等三種用地，檢測芝加哥地區地價與距

離的關係，其使用的變數為到市中心的距離、到機場的距離及土地面積大

小，研究結果顯示商業用地、工業用地與住宅用地的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

呈正相關，且為遞減的現象，是一個凹性的地價曲線，但是不同使用類別

的土地，其地價的影響因素有些微差異。倘若只觀察住宅用地，Thorsnes and 

McMillen (1998)以準參數分析(Semiparametric Analysis)與 OLS 方法分析奧

瑞岡的波特蘭都會區，其分析結果與 Asabere and Colwell (1985)相同，亦為

凹性的地價曲線，如圖十一。 

 

   土地總價 

0  土地面積 

                

                圖十三、凹性增加的地價曲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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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總價 

 

 

               0                              土地面積 

                 

                圖十四、凹性減少的地價曲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二)凸性的地價曲線 

    Colwell and Munneke (1997、1999)研究的對象皆為芝加哥地區，資料

內容一模一樣，而且皆採用 Logit Model 進行分析，但是選擇的變數有部分

不相同，其於 1999 年的研究中增加了市中心的範圍、到 Lake Michigan 的

距離、到高速公路的距離及到鐵路或相關設施的距離等四項解釋變數，結

果產生了不一樣的地價曲線，1997 年研究結果為凹性的地價曲線，1999 年

研究結果則為凸性的地價曲線。Tabuchi(1996)研究日本的大阪都會區，因

為歷史背景不同，土地市場亦不相同，所以土地面積大小對於地價的影響

為凸性遞增的地價曲線，而 Lin and Evans (2000) 以台灣的內湖重劃區工業

用地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表示土地面積大小與地價的關係為正相關，是

凸性遞增的地價曲線，如圖十三。 

      土地總價 

   

 

                                      

            

             

             0                            土地面積 

                圖十五、凸性的地價曲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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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性的地價曲線 

    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的關係為非線性的關係，因為

土地市場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地價會受到許多外在因素所影響，而且土地

特性不同於一般財貨，然而 Thorsnes and McMillen（1998）以三種研究方

法分析奧瑞岡的波特蘭都會區，其中準參數分析(Semiparametric Analysis)

與 OLS 分析方法的分析結果為凹性的地價曲線（如圖十一），然而其將地

價取對數後以 OLS 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卻是線性的地價曲線，如圖十四。 

 

      土地總價               LOG(地價) 

               

 

 

     

                           

              0                        土地面積 

 

                圖十六、線性的地價曲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四)先凸後凹的地價曲線 

    Colwell and Sirmans (1978)假設土地聚集或細分之後會產生額外的利

益，該額外利益會大於原本土地的總價值，而影響都市土地地價的因素為

土地面積、售出的時間與到市中心的距離，其測試結果為地價隨土地面積

增加，先呈遞增增加，後呈遞減增加，而且售出時間愈長，地價愈高，離

市中心愈遠，地價愈低，該結果與假設情況雷同，亦即土地聚集或細分後

的確會產生額外利益，該利益造成地價曲線呈先凸後凹的情況，如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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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總價 

0 土地面積 

                  圖十七、先凸後凹的地價曲線 

                  資料來源：Colwell and Sirmans,1978, 

                          “Area,Time,Centrality and the Value of Urban 

Land” 

 

二二二二、、、、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根據眾多學者的實證研究，可以發現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的關係會隨

著不同的土地情況而有所差異，部分學者認為地價和土地面積呈正相關，

如 Asabere and Colwell（1985)、Colewll and Munneke（1999)、Colwell and 

Sirmans（1978)、Tabuchi（1996)、Thorsnes and McMillen（1998)、Lin and Evans

（ 2000) 等研究，而 Colwell and Munneke （ 1997) 與 Kowalski and 

Paraskevopoulos（1990)則認為地價和土地面積的關係為負相關。上述學者

的研究結果不同，是因為不同的土地使用類別、不同區域因素、研究對象

不同或是不同的研究方法，會造成研究結果不相同，即相同的地價曲線並

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地區的土地，得視該土地的本身及外在影響因素，例如，

Lin and Evans（2000）的研究對象為工業用地，與其他研究中的住宅區或

是商業區的土地使用類別不同，所以影響地價的因素也不相同，一般而言，

影響工業用地地價的因素有交通、水源、能源、產業聚集與政策因素，而

影響住宅用地地價的因素為購買者的願付價格、交通、地區的高度、相關

設施與政策因素(Ely,1928），而且相同的影響因素，其影響程度也會因為土

地使用類別不同而有所差異。除此之外，土地的一般特徵不同，例如鄰近

的交通、娛樂設施、教育機構等等之差異，造成對地價的影響因素不同，

而且不同學者的實證研究，所使用的影響地價因素不完全相同，即解釋變

數有部份差異，或是選用的估計方法不同，研究假設不同等等，造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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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定結果有所差異。除此之外，雖然研究對象相同，且資料也相同，但

是使用的模型假設不同，也會產生不一樣的結論，如 Colwell and Henry J. 

Munneke（1999)。 

    大多數的文獻研究對象為國外地區，例如美國華盛頓地區，然而國外

與本國的地理環境差異甚大，風俗習慣等社會因素亦天南地北，而且相較

於美國或日本，台灣的土地面積狹小，然而不同的行政分區、不同的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之下，地價與土地面積的關係不一定會相同。Lin and Evans

（2000)的文章是研究內湖重劃區的土地面積與地價的關係，因為無法取得

真實的交易價格，所以採用保留價格與競價作為地價，該文選用的解釋變

數為土地面積、購買者的身分、售出的時間與是否面臨主要道路等五項變

數，因變數為地價，將地價與土地面積取對數後進行檢定，其檢定結果為

凸性遞增的地價曲線，從文章中的地價與土地面積之關係圖中可以清楚知

道其關係。 

    依據本文的實證結果，地價為公告土地現值時，地價與土地面積沒有

相對關係，而地價為抵費地的標售總價時，其關係為凸性的地價曲線，與

Lin and Evans（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表示台灣地區的住宅區和工業區之

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關係可能相同，不會因為用地別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地

價曲線。 

    目前台灣的市地重劃後地價查估之規定主要是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

細則第八十一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與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從平

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到市地重劃

作業手冊可知，地價查估的規定有愈加詳細的趨勢，但是規定的細目依然

模糊不清，例如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的重劃後地價查估規定必須蒐集影響地

價的因素，然而是指哪些因素？而是否會因為用地別不同而蒐集不同的影

響地價因素？實務作法是根據重劃前情況，藉由道路寬度、使用分區、容

積率等概估，及考量重劃負擔比率，或是參考買賣實例，而據以調整決定

重劃後地價。因此，不論是法令規定或是實務作法都沒有明確地考量土地

面積對地價的影響，係因為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之前，尚未決定宗地面積大

小，所以忽略土地面積因素，但是土地分配時考量所有權人重劃前擁有的

土地面積，在計算所有權人可獲得的土地面積時，扣除土地所有權人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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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用地負擔後，乘上重劃前的土地面積
9
，此分配公式忽略了土地面積與

地價的相對關係，土地面積對地價的影響不一定是線性的，進而會影響到

土地分配上的公平性，對相關權利人的效益產生影響。所以地價查估時應

該先檢視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的關係後，依據一定的土地面積大小增加

率，調整地價上漲的比例，並於土地分配時參酌之，才能準確地推估地價，

且使權利分配更公平，而與實際的土地市場運作相符，亦不違背地價理念

與相關研究。 

    82 年的公告土地現值為本淵寮市地重劃區完成後所頒定的，可視為市

地重劃後所查估的地價，而本文的實證結果表示，該地價與土地面積的關

係不明確，地價沒有因為土地面積大小改變而有相對的變動，表示市地重

劃後的地價查估忽略了地價與土地面積大小的關係，如此一來，因為忽略

土地面積大小對地價的影響，會造成地價查估方式的合理性，使查估的地

價不準確，進而影響到重劃區內相關權利人的利益。 

    地價查估影響到重劃區內權利相關人的權益，更是市地重劃成敗之關

鍵，然而依據本文的實證結果可知，市地重劃的地價查估不僅無法提供較

為正確的地價，會影響到地價查估的準確性，也會影響到土地相關權利人

的利益。市地重劃後查估的地價多為區段價，因此在估定地價時，不考量

個別宗地的土地面積大小對地價之影響，然而重劃完成後權利分配時，查

估的地價必須落實到個別宗地上，在土地分配時卻也沒有考慮到土地面積

大小對宗地地價的影響，如此一來會影響到相關權利人的權益，影響重劃

後應分配的土地面積大小。在地價查估時應該考量土地面積大小與地價的

關係，而因為其關係並非是線性關係，必須隨著土地面積增加一定比例，

地價的上漲率要有所改變，才能符合真正的土地面積與地價之關係，因此

在地價查估時調查重劃區內的土地面積與地價之關係，於查估時參酌之並

且應用在土地分配上，才能估計出更符合真實的地價，使地價查估更加準

確而不影響到相關權利人的利益。 

 

 

                                                
9 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的面積＝〔重劃前的土地面積重劃前的土地面積重劃前的土地面積重劃前的土地面積(1-宗地地價上漲率×一般負擔係

數)-側街負擔-正街負擔〕(1-費用負擔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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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可及性與臨街可及性與臨街可及性與臨街可及性與臨街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影響都市土地地價的因素中，距離因素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從許多文

獻中的驗證結果可知，距離與地價的關係呈負相關，也就是離市中心愈遠

地價愈低，離公共設施愈遠地價愈低，離交通運輸（如高速公路、鐵路）

愈遠地價愈低，如 Colwell and Sirmans（1978）、Asabere and Colwell（1985）

研究 Champaigh 與 Urbana 兩個城市的空地、Kowalski and Paraskevopoulos

（1990）研究工業用地、Colwell and Munneke（1999）研究芝加哥地區，

Tabuchi（1996）研究 1993 年大阪都會區的住宅用地、Colwell and Munneke 

（1997）研究芝加哥地區、Thorsnes and McMillen（1998）研究奧瑞岡的波

特蘭都會區、Han and Basuki（2001）研究第三世界的城市、黃水源（1977）

研究台北市、林人和（1991）研究台北市住宅區。一般而言，到公共設施

的距離對於地價之影響為負面的說法廣為大眾認同，但是在不同的土地使

用上，愈靠近公共設施，地價不一定最高，例如住宅區，離居民相關需求

的設施愈近，地價愈高，但是直接臨近這些設施，反而會使地價降低，因

為如果居住在超市、公園旁邊，流動人口增加而環境吵雜，導致住宅的寧

適性降低而減損土地的價值；Colwell and Munneke（1997）研究芝加哥地

區，其考量附近機場對地價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機場的影響範圍為三

英哩，超過該範圍，地價不受機場所影響，所以公共設施對地價的正面影

響有一定範圍，太過靠近該公共設施，地價可能會因為負面的環境因素而

下跌，而且距離公共設施太遠，該公共設施對地價無任何影響。 

    Lin and Evans（2000）研究內湖重劃區的工業用地地價與土地面積的

關係，研究結果表示面臨主要道路的土地，地價較高；Kowalski and 

Paraskevopoulos（1990）研究結果表示臨街寬度愈寬，地價愈高，即地價

與臨街因素呈正向關係；Colwell and Scheu（1994）評估紐約市地價結果表

示深度、臨街及面積皆呈凹性的地價曲線，且深度、臨街及面積與地價的

關係都為正相關。所以臨街寬度愈大，地價愈高。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示不論地價為公告土地現值或是抵費地的標售總

價，公共設施和地價的關係有部分為正向關係，部分為負向關係，而臨街

寬度與地價皆為正向關係。到公告設施的距離與地價成負向關係，表示離

公共設施愈近，地價愈高，其與回顧的地價理念或是實證研究相符，但是

若緊臨公共設施反而會使地價降低，且有些土地離公共設施太遠，其地價

不受某些公共設施所影響，所以本文會有到公告設施的距離與地價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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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實證結果，亦與地價相關理念相符。臨街寬度和公告土地現值或是

標售總價呈正向關係，因為本文實證研究所採用的臨街寬度變數為加總後

的臨街寬度，也就是考量了單面臨街、雙面臨街或是三面臨街等對地價的

影響，所以不僅臨街寬度對地價有正面影響，臨街數與地價的關係亦是正

向的。因為不論地價為公告土地現值或是標售總價，到公共設施的距離或

臨街寬度與地價的關係皆符合地價相關理念，即公告土地現值的訂定有考

慮到可及性及臨街因素，再者，82 年公告土地現值代表市地重劃後的查估

地價，所以市地重劃後的地價查估有考量可性及臨街因素對地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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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政策應用政策應用政策應用政策應用 

   影響地價的三大因素為土地面積、可及性及臨街因素，土地面積與地價

的關係因為研究範圍不同或研究方法不同而有差異，部分學者研究的土地

為工業用地，亦有些學者研究住宅用地地價與其影響因素的關係，因為土

地使用類別不同，就有不一樣的土地特性，依據地價理念，土地的種類繁

多，不同類型土地，各有其不相同的特性，導致影響地價的因素有所差異，

因此研究範圍不同，土地面積與地價關係的研究結果亦會不盡相同；雖然

皆是研究地價及其影響因素，但是使用的研究方法因人而異，有學者以 OLS

分析，有學者採用 LOGIT  MODEL 作為模型假設，亦有學者將地價取對

數，分析地價與影響地價因素的關係，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後有著不

同的研究假設與不同的變數選取，所以在實證結果上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可及性與臨街因素對地價的影響在實證研究上較無爭議，大多數學者

皆認同可及性對地價有正面影響，所以離公共設施愈近，地價愈高，離市

中心愈近，地價愈高，然而環境的因素亦會影響地價，若是環境不適合人

居住，即使離公共設施再近，地價也不會上漲許多，或許反而會因為寧適

性不佳而降低，除此之外，從學者的研究中發現，公共設施的影響力有一

定範圍，於範圍之外土地，該公共設施對地價無任何正面或是負面影響，

表示考量可及性因素對地價的影響時，若是距離研究對象太遠，便不需要

考量之。臨街因素是指臨街寬度或面臨的街道數，地價相關研究皆認為臨

街因素對地價有正面影響，即臨街寬度愈寬，地價愈高，臨街數愈多，地

價愈高。 

    市地重劃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地價查估需要考量影響地價的因素，而

且明列要參酌道路寬度、公共設施等情形，表示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須考

量可及性及臨街因素對地價的影響，然而卻忽略了土地面積大小也是影響

地價的因素之一；從實證上亦可以發現法令忽略了土地面積的影響，82 年

公告土地現值代表市地重劃後所查估的地價，從本文的實證結果可知，82

年公告土地現值與可及性因素或臨街因素有相對的關係，地價與部份可及

性因素為負面關係，部分為正面關係，且地價與臨街因素為正面關係，符

合地價相關理念，表示市地重劃後的地價查估有考慮到可及性及臨街因素

對地價的影響。82 年公告土地現值與土地面積的關係不明確，82 年公告土

地現值上漲，土地面積沒有相對的變動，其關係圖為水平線的分布，然而

抵費地的標售總價與土地面積成正向關係，為凸性曲線，表示市地重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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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價查估沒有考量土地面積大小的因素，忽略了實際上土地面積大小與

地價的關係為正向關係，且有遞增現象。 

市地重劃後的地價查估是作為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

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若地價查估沒有考量到重劃區內的土地面

積對地價的影響，所查估的地價會不夠準確，且不夠符合實際地價，進而

影響到權利分配時相關權利人的利益。因為查估的地價為區段價，而不考

量到土地面積對地價的影響，但是土地分配時會考量重劃前土地所有權人

原本擁有的土地面積大小，而將查估地價落實到個別宗地上，所以應該了

解重劃區的土地面積與地價之關係，在地價查估時考量土地面積的因素，

才不會損害相關權利人的權益，而能夠在土地面積變動時，更準確地調整

地價上漲率，如本文的研究對象，本淵寮市地重劃區的地價與土地面積之

關係為凸性曲線，土地面積之增加，地價上漲的比例是遞增的情況，假如

每增加 200 平方公尺的土地面積，地價上漲的比例會更多，可能 0 到 200

平方公尺內的土地面積，其地價上漲率為 30％，而 200 到 400 平方公尺的

土地面積，地價上漲率為 40％，如此的地價調整率才是符合凸性的地價曲

線，但是這樣的方式不利於承辦人員的作業，會讓承辦人員花費太多時間

於土地面積的調整率上，而拖延市地重劃的作業進度，所以可以採取一個

較為折衷的方法，先區分重劃區內宗地面積的大小，大面積的土地才增加

地價調整率。以本文的個案而言，圖十的地價曲線在土地面積為 289 平方

公尺處有一轉折點，而形成凸性的曲線，因此可定義大面積的土地為 289

平方公尺以上，從圖十八可知，289 平方公尺以上的大面積土地所佔比例不

多，所以承辦人員針對大面積土地而調整地價上漲率時，處理的對象不多

而可以減少作業時間，也可以讓市地重劃後的地價查估考量到土地面積因

素，使地價查估更加準確，而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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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本淵寮市地重劃區各宗地土地面積分配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