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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主軸係利用特徵價格法探討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住宅價格之影

響，因此本章首先探究特徵價格理論之內涵，再者特徵價格法中的財貨（不

動產）價格係不動產各相關特徵因素價格所構成，因此對於影響不動產價

格因素之相關研究亦將一併進行回顧及整理，以作為後續設計住宅價格模

型之參考。另外，由於國內、外對於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住宅價格影響之研

究文獻相當有限，但行動電話基地台與高壓電線（塔）的結構相當類似，

因此，本章亦將就高壓電線（塔）對不動產價格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加以

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特徵價格理論特徵價格理論特徵價格理論特徵價格理論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 

一一一一、、、、特徵價格理論之發展特徵價格理論之發展特徵價格理論之發展特徵價格理論之發展    

特徵價格法理論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派（1776～1950）的地

租理論，其中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地租乃隨土地

的位置與肥沃度而變化；而後李嘉圖（David Ricardo）對差額地租的學

說有重要的影響：李嘉圖的地租學說認為地租的發生是由於土地的肥

沃度與位置的差異以及土地收穫遞減法則的作用而產生，其強調土地

的肥沃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地租。此外屠能（J.H von Thunen）亦提出

地租因土地位置距離市場的遠近不一，其運輸成本相對也有所差異，

進而產生地租的差異。因此，古典經濟學派的地租理論認為土地生產

力、位置的不同，將會產生不同的租金，進而導致土地價值上的差異。 

特徵價格法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 Court 於 1939 年用來研究汽車的

性能與其價格間的關係上。Adelman 與 Griliches 首先將住宅價格視為住

宅各種屬性之隱含價格的總和，及 Becker 提出家庭生產理論（household 

production theory）說明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效用滿足，乃基於商品的某

些特徵。Lancaster 於 1966 年提出消費活動分析（consumer activity 

analysis），認為消費者購買的是財貨所提供特徵的綜合，並以此獲得效

用的滿足，Lancaster 將其理論應用在各種財貨的價格決定上，即所謂

的特徵價格理論。Ridker 與 Henning 將特徵價格理論應用在美國聖路易

北區住宅價格與鄰里環境品質關係之實證研究，提出住宅是由居住地

點的各種屬性所組成的一種多屬性財貨（multifaceted commodities）。Stull

則更進一步將影響住宅價格的因素分成住宅實質特性、可及性特性、

環境特性與公共部門特性四大類。這些文獻雖已建立特徵價格理論的

雛形，但仍缺乏嚴謹的理論模型。（吳佳靜，2000：15~16；廖仲仁，

1994：37） 

特徵價格理論的建立，直到 Rosen（1974）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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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效用理論與競價理論（bid price theory），方建立較完整的理論架構，

其理論架構是以財貨的特徵量反映財貨價格，而可藉由特徵價格理論解

釋個別特徵的邊際價格，或消費者願意支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以

下簡稱 WTP）。 

二二二二、、、、特徵價格理論之基礎特徵價格理論之基礎特徵價格理論之基礎特徵價格理論之基礎    

1111、、、、一般消費理論一般消費理論一般消費理論一般消費理論    

一般消費理論是假設當消費者在一定的所得限制下，傳統

追求效用最大化下購買特定的商品組合，而這些商品的內涵皆

為齊質。用以衡量消費者在消費諸種財貨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效

用水準，可以表為（張杏端，1995） 

U＝（X1,X2,X3,……,Xn）                                    

其中 Xi 代表消費者所消費的各種財貨；U 為效用水準。在

邊際效用遞減及貨幣的邊際效用假設不變下，消費者把有限的

所得分配在各種財貨之上時，並不是財貨本身的邊際效用相

等，而是每一個支付的貨幣單位所回收的這種財貨的邊際效用

相等，都相等於貨幣的邊際效用。 

1

1

X

X

P

MU
＝

2

2

X

X

P

MU
＝

3

3

X

X

P

MU
＝……＝MUM                                         

      對一個理性的消費者而言，消費者在有限的所得下，進行

選擇最適財貨消費量，使其獲得的效用最大。也就是說，在有

限的所得下，求其效用函數的最大值，以數學式表示如下： 

Max U＝U（X1,X2,X3,………Xn）                             

s.t  Y＝ΣPxiXi                                          

2222、、、、新消費者理論新消費者理論新消費者理論新消費者理論    

    1966 年，Lancaster 開創家計生產函數的研究後，打破過去

齊質性商品的假設。Lancaster 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是因為這

些商品本身所提供的服務能給予消費者效用之滿足，商品本身

僅是生產過程的一項投入因素。每一個商品含有各種不同的特

徵組合，商品之所以能提供服務，是因為這些商品所含的特徵

組合能給予消費者效用上的滿足，因此，消費者購買商品可以

說是對此商品特徵組合產生需求。每項商品，我們都可以用一

組特徵向量來描述它。但是商品本身的特徵並不會單獨表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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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所以無法觀測到商品裡每項特徵的個別價格，而是將

所有特徵組合綜合隱藏在整個商品的交易價格，不同的特徵組

合，就反映了商品在市場上有不同的價格，消費者購買商品，

即是為了消費商品的各種特徵，其可以表示為：（蘇京晧，2003） 

U＝U（C1.C2.C3………Ck），i＝1,2,………k                   

    其中 Ci 為各個使人感到滿足的商品特徵，而消費者的選擇

需符合所得限制式，若以數學式表示即： 

s.t  Ci ＝ α i1 X1 ＋ α i2X1 ＋ … … … ＋ α inXn ＝ Σ α ijXn ，          

j＝1,2,………,n 

P1X1＋P2X2＋………＋PnXn＝Y                              

    其中 Xi 表示消費者所消費的各種財貨，U 為消費者的消費

財貨所得到的效用水準，Pj 表示第 j 種商品的價格，Y 為所得。 

    根據 Lancaster 所主張的新消費者理論，其主要內容可歸納

如下： 

（1）消費者所購買的物品蘊含許多品質或特徵，對消費者而言，

其所獲得的效用是源自於這些特徵組合。 

        （2）一種物品不只擁有一種特徵，同一種特徵也可能在不同的物

品之間同時存在，因此看起來似乎不相干的物品之間，在各

自擁有的特徵中，某些特徵可能彼此有所關連。 

    （3）消費者對任何一財貨或財貨組合的選擇取決於特徵的組合，

而非依據財貨本身擁有多少特徵來進行選擇。因此，財貨本

身並不直接提供效用，而是透過物品本身所擁有的特徵提供

效用。 

三三三三、、、、特徵價格理論模型特徵價格理論模型特徵價格理論模型特徵價格理論模型    

        Rosen 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情況下，假設有一差異性的財

貨（differentiated goods）Z 具有 n 種特徵，Z＝（z1,z2,……,zn），

則該財貨的市場價值是透過市場中許多消費者與生產者彼此間

的出價與要價行為而決定。如果產品種類包含足夠的差異特徵

組合，則應可估計出一個隱含價格關係，在給定一個以多數特

徵數量價格模型的函數，此關係稱為特徵價格函數（hedonic price 

function）。 

特徵價格理論主要由效用理論所推導出來的，透過消費者

的競價行為與生產者的要價行為進而產生市場均衡，利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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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財貨的價格會因其組成特徵之數量不同而使財貨價格改變的

特性，將構成此一差異性財貨之特徵價格或屬性的價值分析導

引出來。 

１１１１．．．．消費者均衡消費者均衡消費者均衡消費者均衡    

            Rosen 指出個人的效用源自於對其他財貨 X 與差異性財貨 Z

的消費，則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U(X,Z)=U(X,Z1,Z2…Zn) 

消費者除了在預算所得限制之下，並且以追求效用最大化

為目標前提下，此時消費者消費某一差異性財貨 Z，該財貨之

價格為 P(Z)時，依據效用理論需符合下列條件： 

Max  U(X,Z1,Z2…Zn) 

s.t.   X﹢P(Z)=Y 

其中 Y 為所得，X 財貨的價格為１，此差異性財貨之消費

數 量 亦 為 １ ； 當 在 滿 足 拉 式 函 數 的 一 階 條 件 （ first-order 

conditions,F.O.C）時： 

 P/ Zi＝Pi＝Uzi/Ux  （i=1,2,3…,n） 

            此表示消費者效用極大化時，特徵 Zi 之邊際價格等於 Zi 對 X

的邊際替代率。 

若從消費者出價行為的觀點分析，Rosen 依據 U（Y－

θ,Z1,…,Zn）=u，定義消費者的出價函數為θ(Z１,…,Zn；u,Y)，

則消費者在一特定效用水準與所得下，對此一差異性財貨 Z所

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willing to pay）以θ(Z；u,Y)表示。基

於上述前提之下，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條件變更為： 

Max   U（Y－θ,Z1,…,Zn） 

s.t.    Y=X+θ(Z1,…,Zn；u,Y) 

在滿足拉式函數的一階條件時，可推得： 

Uzi/Ux= θ/ Zi（i=1,2,…,n） 

此表示消費者對 Zi 特徵的邊際出價等於 Zi 對 X 的邊際替代

率時，其效用最大。 

綜上可知，當θ＝P 時， P/ Zi = Uzi / Ux = θ/ Zi，亦即特徵

Zi 之邊際價格＝邊際替代率＝特徵 Zi 之邊際出價時，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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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最大。對 U（Y－θ,Z1,…,Zn）=u 偏微分，可以求得： 

θzi＝Uzi//Ux＞0,θu＝－1/ Ux＜0, and θY＝1 

θzizi＝（Ux²Uzizi－2Ux Uzi/Uxzi＋Uxi²Uxx）/ Ux³＜0 

 

 

 

 

 

 

 

 

 

 

 

 

 

 

                 

 

由上述二式可得知，因θzi＞０及θzizi＜０，如以圖 2-1 表

示，出價函數對 Zi 而言，是呈現凹面（concavity）的函數型態。

而θ¹與θ²分別代表二個不同的消費者對 Z 財貨願付的最高價

格（在所得及效用水準固定下），P(Z)為消費者須支付的最低市

場價格，因此當出價θ與 P(Z)相切時，即達到消費者的均衡。 

２２２２‧‧‧‧生產者均衡生產者均衡生產者均衡生產者均衡 

            假設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其利潤為π＝P(Z)－C(Z；

β)，其中 C(Z；β)為生產者的成本函數，β為反映生產過程中

要素價格與生產函數的參數。從利潤函數可知，在滿足 F.O.C.

時，可推得： 

        P/ Zi＝ C/ Zi 

            此表示生產 Zi 特徵的邊際特徵成本等於 Zi 特徵的邊際特徵

價格，生產者的利潤極大。 

            在從生產者要價行為的觀點分析，定義生產者的要價函數

為ψ(Z１,…,Zn；π,β)，此為生產者在某一利潤水準π下，生產

P(z1,z2*,…zn*) 
P,θ 

Z1 

θ1(z1,z2*,…zn*;u1*) 

θ2(z1,z2*,…zn*;u2*) 

0 

 圖 2-1  特徵價格法下之消費者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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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願意提供此一差異性財貨的價格。將要價函數代入生產者

利潤最大化的條件，使之成為： 

        Max  π＝ψ(Z１,…,Zn；π,β)－C(Z；β) 

          當在滿足 F.O.C.時，可推得： 

        ψ/ Zi＝ C/ Zi 

        亦即生產者提供 Zi 特徵的邊際要價等於 Zi 特徵的邊際特徵成本

時，生產者的利潤極大。 

            綜上可知，當ψ＝P 時， P/ Zi = ψ/ Zi = C/ Zi，亦即特徵

Zi 之邊際價格＝特徵 Zi 邊際要價＝特徵 Zi 之邊際成本時，生產

者的利潤最大。 

 

 

 

 

 

 

 

 

 

 

 

 

 

 

 

 

 

 

 

            對π＝ψ(Z１,…,Zn；π,β)－C(Z；β)偏微分，可以求得ψZi

＝CZi＞0，並假設ψZiZi＞0，如以圖 2-２表示，生產者擁有不同

的生產要素條件（β），因此對同一特徵 Z1 會有不同的要價函

數ψ¹與ψ²，因為ψZi＝CZi＞0 且ψZiZi＞0，所以要價函數呈現凸

面（convexity）的函數型態。而 P(Z)為生產者在π固定下，在市

場上所能獲得的最大價格，所以當ψ與 P(Z)相切時，即產生生

產者的均衡。 

P(z1,z2*,…zn*) 

P, ψ 

Z1 

ψ1(z1, z2*…, zn*；π1*)

ψ2(z1, z2*…, zn*；π2*) 

0 

 圖 2-2  特徵價格法下之生產者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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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市場均衡市場均衡市場均衡市場均衡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市場均衡是透過消費者追求效用最

大化與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之互動過程所決定的，當達成市

場均衡時，消費者的出價相等於生產者的要價，即θ(z;u,y)＝

p(z)＝ψ(z;π,β)，而對任何一特徵屬性 zi 而言，特徵價格法的

意義即是在於認定 

        θ/ Zi＝ P/ Zi＝ ψ/ Zi 

           也就是在均衡的狀況下，特徵 zi的邊際出價與特徵 zi邊際要

價共同決定了特徵 zi的邊際價格，對於此特徵 zi的邊際價格可

以用特徵價格函數對 zi的偏微分表示，即 P(Z)/ Zi。 

 

 

 

 

 

 

 

 

 

 

 

 

 

 

 

              圖 2-3 表示對任何一特徵 zi而言，zi的邊際價格是由邊際出

價與邊際要價所共同決定，即θzi＝p(z)＝ψZi，而θi（Z1,Z2*…

Zn*,Ui*）表個別消費者在消費某財貨時所得到最大效用的財貨

最適特徵組合所願付出的價額，ψj（Z1,Z2*…Zn*,Uj*）表個別生

產者生產某財貨具有最適特徵組合時所願接受的價額，p(z)表一

群出價函數與要價函數共同形成的包絡線（envelope curve），

即達成市場均衡時的曲線。 

            在市場均衡條件下，藉由市場出價與要價函數的包絡曲線

特質，即可從市場均衡價格中求出差異性財貨的各項特徵的邊

際價格。 

 

 圖 2-3  特徵價格法下之市場均衡 

P(z) 

P 

Z1 

θ1(z1,z2*,…zn*;u1*) 

θ2(z1,z2*,…zn*;u2*) 

0 

ψ2(z1, z2*…, zn*;π2*) 

ψ1(z1, z2*…, zn*;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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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相關文獻探討相關文獻探討相關文獻探討相關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的相關研究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的相關研究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的相關研究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的相關研究    

        李志祥（1995）將影響住宅價格因素區分為容積管制及住宅品質 

兩類，應用特徵價格理論及房地產業界之聯合貢獻、土地貢獻及建物 

貢獻三種原則，建立住宅價格及房價特徵函數，並以台北市地政處 82 

年之台北市土地房屋買賣實例調查資料為研究基礎資料，研究結果發 

現各屬性中以結構、容積率、屋齡、建蔽率為影響住宅價格及房價之 

主要因素，樓地板面積屬性則 

影響不大，鄰里屬性之隱含價格較低。 

黃萬翔（1994）以台中市八個行政區 77 年至 82 年六年度之住宅

區「四樓房價」之預售價格資料實證分析基礎資料，採用特徵價格法

並將主要解釋變數歸類為區位屬性、鄰里性公共設施數屬性、住宅結

構屬性、基地特性、交互項之運用等五項，經實證分析結果證實整體

鄰里性公共設施變數與住宅屬性交互項的存在且彼此具有相互影響的

關係。此外在鄰里性公共設施距離組合變數之結構方面，當公共設施

距離愈遠房價愈低，其中又以公園所佔權重最大；在鄰里性公共設施

面積組合變數之結構方面，以市場面積所佔權重最大。研究結果顯示

住宅特徵價格函數納入公共設施變數與住宅屬性將造成顯著的交互影

響關係，而忽略此一交互影響關係，會造成住宅屬性變數與公共設施

屬性變數之參數解釋力發生擴大、縮小甚至符號相反的效果，從事此

類模型的建構，實需重新檢視作審慎處理。 

廖仲仁（1994）根據環保署 79 年對台北松山機場首次進行一整年

的機場噪音衡量所得之 DNL 噪音等高線值，應用特徵價格分析的方

法，估算松山機場噪音對附近住宅價格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指出松

山機場噪音對附近住宅產生負面的資本化效果，且隨著機場噪音程度

的增加，資本化的效果愈強烈，其噪音貶值敏感指數（NDSI）約為 0.683

﹪；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機場噪音對地上樓層為六樓以上之住宅型態

有顯著性的影響。 

魏村瑞（2003）以特徵價格理論為基礎，並採用較一般化的

Box-Cox 轉換函數來設定各種函數型態，最後選擇一最適特徵價格函

數來探討工業區環境風險對附近住宅價格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工

業區各種環境風險對居民財產生命所受的平均損害程度與距離工業區

遠近明顯成反比關係，又如以住宅距離工業區距離來推估民眾受損害

程度具有 87.5﹪的解釋能力，這兩變數的相關係數為-0.875，可得知兩

者存在高度的線性關係且呈現負相關。另外房屋的廳數、衛浴設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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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對住宅價格的影響不若房間數顯著。 

蘇京晧（2003）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強大空間分析能力，

來克服特徵價格法在處理空間資訊資料上的瓶頸，並建構兩者可行的

整合運用模式，藉以檢驗輸變電設施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及評估其效

果。該研究為表達視覺衝擊與住宅價格的關係，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

可視域分析量測輸變電設施的可視度，並估計其視覺衝擊的影響，另

為了同時表達視覺衝擊與危險知覺的感受，透過主成份分析整合視覺

衝擊與危險知覺為環境感受度，以配合檢驗分析三種建構的整合模式

（簡單結合 GIS 特徵價格模式、可視度特徵價格模式、環境感受度特

徵價格模式）。研究結果顯示三種模式中以運用 GIS 整合模式的可視度

及環境感受度模式的估計結果較為顯著，且住宅價格會受到輸變電設

施的負面影響，但是運用簡單結合 GIS 整合模式的距離與可視性則不

顯著且係數符號亦與預期不符；此外房屋屬性（房間數、衛浴、臨街

路寬、屋齡）在住宅價格的影響上大多呈現顯著，區位屬性（捷運站、

市場、學校）則以捷運站對住宅價格的影響較為顯著。 

曾明遜（1992）應用特徵價格法探討不寧適設施對住宅價格的影

響，以安康焚化爐及福德坑衛生掩埋場為研究個案，實證分析上以距

離該不寧適設施 5 公里範圍內之住宅為對象地區及該設施營運後不同

年期（短期、中期、長期）為研究時間範圍。此外，該研究在研究模

型上捨棄 BOX-COX 轉換函數形式，改採半對數、逆半對數與雙對數三

種實證模型。研究結果顯示不寧適設施（垃圾處理場）會對住宅價格

負面外部性效果，而不同函數形式對住宅價格影響效果上，半對數與

雙對數皆優於逆半對數；在邊際不寧適貼水估算結果方面，平均每變

動百公尺住宅市場單價貼水值約為 200 元至 1700 元之間。 

國內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相關研究歸納後可發現，於特徵

價格法函數形式決定上，學者主要採用一般線性、半對數、逆半對數、

雙對數四種模式或以 BOX-COX 轉換函數形式建立實證方程式；此外，

有關影響住宅特徵價格的變數分類上，大致可區分為房屋屬性（屋齡、

所在樓層、房間數、臨街道路、坪數）及區位屬性（至捷運、學校、

市場、公園距離）兩大類屬性；曾明遜（1992）、廖仲仁（1994）則以

至不寧適設施距離探討不寧適設施對住宅價格的負面外部性效果；魏

村瑞（2003）以距工業區距離來衡量居民對工業區環境風險認知程度，

並探討其與住宅價格間關係；蘇京晧（2003）則增列環境屬性變數（即

對輸變電設施的可視性、距離、可視度、環境感受度）探討輸變電設

施對住宅價格影響，此突破以往研究鄰避設施對住宅價格影響時，僅

以距離作為衡量基準的困境，並考量到居民對鄰避設施視覺及心理上

的感受程度，此或許可作為本研究於後續研究設計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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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國內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研究的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1： 

表 2-1  國內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之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課題 採用理論或方法 主要解釋變數 研究成果 

李志祥（1995） 容積管制、住宅品質與住宅

價格關係之研究─兼論土地

變更利益回饋 

特徵價格法 

BOX–COX 

容積管制：容積率、

建蔽率、基地規模、

樓高 

住宅品質：戶層次、

棟層次、鄰里層次 

在影響住宅價格的各

屬性中，以結構、容

積率、屋齡、建蔽率

為影響住宅價格及房

價之主要因素，樓地

板面積屬性則影響不

大，鄰里屬性之隱含

價格較低。 

黃萬翔（1994） 鄰里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

住宅特徵價格之交互影響分

析 

特徵價格法 

BOX–COX 

區位屬性（距市中心

距離）、鄰里性公共設

施屬性（公共設施距

離、規模、組合變

數）、住宅結構屬性

（樓層數、坪數）、基

地特性（基地總面

積、面臨道路寬度）、

交互項之運用 

1、 整體鄰里性公共

設施變數與住宅

屬性有相互影響

的關係。 

2、 鄰里性公共設施

距離組合變數與

坪數間具有交互

影響關係。 

3、 鄰里性公共設施

面積組合變數與

基地面積大小有

互相影響關係。 

廖仲仁（1994） 機場噪音對住宅價格之影響

─以臺北松山機場附近住宅

為例 

特徵價格法 

BOX–COX 

所在樓層、地上樓

層、住宅面積、屋齡、

至松山機場距離、至

最近國中距離與最近

國小距離、土地使用

別、機場噪音 

1、 松山機場噪音對

附近住宅產生負

面的資本化效

果，且隨著機場

噪音程度的增

加，資本化的效

果愈強烈，其噪

音貶值敏感指數

（NDSI）約為

0.683﹪。 

2、 機場噪音對地上

樓層為六樓以上

之住宅型態有顯

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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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村瑞（2003） 工業區環境風險認知與住宅

價格分析─特徵價格法之應

用 

特徵價格法 

BOX–COX 

登記總面積、房間

數、廳數、衛浴設備

套數、屋齡、距工業

區距離（風險認知程

度） 

工業區各種環境風險

對居民財產生命所受

的平均損害程度與距

離工業區遠近明顯成

反比關係，又如以住

宅距離工業區距離來

推估民眾受損害程度

具有 87.5﹪的解釋能

力，這兩變數的相關

係數為-0.875。另外房

屋的廳數、衛浴設備

套數對住宅價格的影

響不若房間數顯著。 

蘇京晧（2003） 特徵價格法與地理資訊系統

之應用─以輸變電設施對住

宅價格影響為例 

特徵價格法（一般線

性、半對數、逆半對

數、雙對數） 

房屋屬性：屋齡、停

車位、客廳數、衛浴

數、房屋數、臨街道

路 

區位屬性：學校、捷

運站、市場 

環境屬性：可視性、

距離、可視度、環境

感受度 

三種研究實證模式以

運用 GIS 整合模式的

可視度及環境感受度

模式的估計結果較為

顯著，且住宅價格會

受到輸變電設施的負

面影響，但是運用簡

單結合 GIS 整合模式

的距離與可視性則不

顯著且係數符號亦與

預期不符；此外房屋

屬性在住宅價格的影

響上大多呈現顯著，

區位屬性則以捷運站

對住宅價格的影響較

為顯著。 

曾明遜（1992） 不寧適設施對住宅價格影響

之研究─以垃圾處理場為個

案 

特徵價格法（半對

數、逆半對數、雙對

數） 

內部屬性：建材與結

構、廚房數、浴室數、

住宅型態、房間數、

客廳數、樓地板面

積、屋齡 

外部屬性：至工作地

點時間或距離、至（國

小、菜市場、醫院診

所、郵局、國中、休

不寧適設施（垃圾處

理場）會對住宅價格

負面外部性效果，而

不同函數形式對住宅

價格影響效果上，半

對數與雙對數皆優於

逆半對數；在邊際不

寧適貼水估算結果方

面，平均每變動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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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場所）距離、至不

寧適設施距離 

尺住宅市場單價貼水

值約為 200 元至 1700

元之間。 

    

二二二二、、、、行動電話基地台及高壓電線行動電話基地台及高壓電線行動電話基地台及高壓電線行動電話基地台及高壓電線（（（（塔塔塔塔））））對住宅價格影響的相對住宅價格影響的相對住宅價格影響的相對住宅價格影響的相

關研究關研究關研究關研究    

                       行動電話的通訊技術為近年來新發展的一項科技技術，科學家或 

研究人員對於該項科技設施對人體或者環境將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目前尚未有一明確的結果。由於當前國內、外對於行動電話基地台對 

住宅價格影響之研究文獻相當有限，但行動電話基地台與高壓電線 

（塔）的結構相當類似，且同樣會發散電磁波，因此對周遭居民的心 

理感受及不動產價格亦可能會產生類似的影響，故本節亦將就高壓電 

線（塔）對不動產價格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加以回顧。 

                                Bond and Wang（2005）針對紐西蘭 Christchurch 地區採用個案研究 

方式以決定居民對居住在行動電話基地台周圍的感受，並根據對財產 

價值增、減百分比的方式將影響程度以貨幣方式表示。個案研究兼採 

問卷調查及對交易資料計量經濟分析方式，兩者研究的比較結果可提 

供量化方式，用來幫助不動產估價師對受基地台影響的不動產估價， 

也能解決關於補償方面的議題，甚至更可提供作為政府在評估關於增 

設行動電話基地台的潛在資訊來源。 

在問卷調查方面，回答者最關心的基地台影響有健康、景觀及不

動產價值。整體而言，居住在離基地台較遠的居民相較居住靠近基地

台居民更關心因接近基地台而受影響的相關議題，而在個案研究地區

及控制地區受訪者最關心的共同議題皆為對未來不動產價值的影響。

其中控制地區有 38﹪受訪者表示，基地台將造成不動產的價格下跌 20

﹪以上；但個案研究地區受訪者僅有三成表示會造成不動產的價格下

跌 1﹪～9﹪，24﹪受訪者表示會造成不動產的價格下跌 10﹪～19﹪。

個案研究地區受訪者較不關心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其住家看不到或

幾乎看不到基地台，基地台可能距離受訪者住家夠遠或被樹擋住，也

因此不被認為會影響不動產；也可能是受訪者不願意承認，因為這樣

做可能對其不動產價值有負面影響。但不論個案研究地區及控制地區

受訪者回答不同的理由是什麼，整體結果顯示，居民對基地台的認知

是負面的，個案研究地區及控制地區受訪者最關心的議題皆為對未來

不動產價值的影響，受訪者認為基地台將造成不動產價值減少 10﹪至

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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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交易資料計量經濟分析方面，該研究選擇四個特徵相似社區為

對象，而為了研究基地台對周遭不動產買賣價格影響，買賣案例須發

生在基地台興建前及興建後，資料共包含 1986 年至 2002 年間 4283 個

買賣不動產案例。買賣案例分析的結果顯示在社區興建基地台之後，

不動產價格大約下跌了 21﹪，然而不同社區間結果會有所變化，其中

一個社區出現對價格的正面影響，其可能原因為基地台是興建在當地

傳播媒體開始對基地台有負面報導出現前。 

Bond（2007）在 2004 年以美國佛羅里達州 Orange County 為市場研

究地區，採用特徵價格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搜集在 1990 年至 2000 年間

成交的 5783 個單一家庭住宅用不動產為樣本資料。在自變數選取方

面，除以土地面積、住宅樓地板面積、屋齡、成交日期是否在基地台

設立之後（虛擬變數）及至基地台最近距離為迴歸式的自變數外，並

納入住宅的空間絕對位置（X、Y 座標）變數，以增加模式的解釋力及

減少模式偏誤之可能性。 

研究結果顯示，基地台設施對於鄰近之住宅價格有統計上顯著的

影響，但該影響是極微小的；在基地台設立後，平均造成住宅價格的

負面影響程度僅達 2﹪，且該基地台對住宅價格的負面影響，隨著距離

增加到約 656 英呎（約 200 公尺）時，該影響幾乎是可以被忽略的。

此外，作者並認為該研究結果與在紐西蘭研究結果不同之原因，不只

是研究設計上的不同所造成，也有可能是因為景觀上的不同而影響。

因為在紐西蘭較少有諸如高壓電線、大哥大基地台及廣告招牌等此類

構造物，但美國居民卻已習慣於這些景觀特徵，而較少注意它們，所

以形成兩者在研究結果上的差異。 

此外在高壓電線（塔）對不動產價格影響的相關研究方面，Colwell

（1990）以美國伊利諾州 Decatur 為研究地區，搜集 200 個位在以高壓

電線中心 400 英尺範圍內的成交案例，樣本時間從 1968 年 1 月 1 日到

1978 年 10 月 31 日為止，分析高壓電線對不動產價值的影響。其利用

特徵價格法估計高壓電線對周圍土地價格的影響程度，並透過

Cobb-Douglas 函數檢驗，研究結果顯示高壓電線對售價是具有負面影

響的，但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減少，且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降低。另

外對於接近高壓電塔也有負面影響，但其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降低的現

象並不顯著。最後該研究證明高壓電線的影響不只對設定地役權

（easement）的不動產相關，更確切地說，甚至對於沒有設定地役權

（easement）的不動產也有接近性的影響。 

Kung and Seagle（1992）以美國田納西州 Memphis 及 Shelby 地區

為研究地區，提出高壓電線對健康上的可能危害及景觀上的負面影響

等兩方面議題，並以高壓電線對住宅用不動產的價值及市場性的影響

為研究主題，研究方式主要以選取合適的成對不動產交易價格分析及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20

問卷調查分析為主。研究結果如下：雖然有證據顯示由高壓電線散發

之電磁波可能會引起某些型式的癌症及高壓電線、高壓電塔的出現在

視覺上是礙眼的，但人們通常只察覺到後者，然而當告知關於潛在的

健康危害訊息後，人們的意見則出現高度的改變。市場上的證據更加

支持社會大眾缺乏對任何有關高壓電線與對人體健康風險間關聯知識

的事實，因為位於靠近高壓電線與遠離高壓電線的房屋價格間並未發

現有明顯差距。因此，社會大眾對電磁波與健康風險（如癌症）間之

可能關聯性的了解，對那些靠近高壓電房屋的不動產市場具有深厚的

影響。 

Delaney and Timmons（1992）對美國估價研究學會會員採用問卷

調查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強烈地顯示住宅用不動產的市場價值深

受鄰近高壓電線所影響，有 84﹪的受訪估價師認為高壓電線會降低靠

近電線的住宅用不動產價值，價值減少的幅度為 0﹪~50﹪間（全部研

究區域平均減少幅度 10.03﹪）；另外 10﹪受訪者認為沒有影響，而 6

﹪受訪者認為會增加不動產價值。對於高壓電線造成價值降低的主要

原因依序為視覺不美觀、健康問題、聲音的干擾、不安全及其他因素。

再者，沒有估價過這類型不動產的估價師，相信高壓電線會對不動產

價值產生負面影響，但其估計所受的影響程度卻比估價過這類型不動

產的估價師多過 19﹪（11.93﹪對 10.01﹪）。 

Kroll and Priestley（1992）對於 1979 年以前的研究回顧及分析，

其發現受到輸變電設施所影響的不動產價值平均約下跌 2~10﹪，但因

這是在不到二分之一的鑑價報告中所得知，故證據上較為薄弱；此外

並歸納出大約有一半的研究認為輸變電設施對不動產價值沒有影響。

Kroll and Priestly 普遍對多數僅包含少數不動產及缺乏計量分析方法的

估價師型態研究提出批評，並指出 Colwell 是其中對住宅影響較謹慎及

系統性分析的研究之一。 

Hamilton and Schwann（1995）以溫哥華的四個社區為實證地區，

並搜集 12,907 個獨棟住宅的交易資料為樣本資，採用特徵價格法及利

用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檢驗高壓電線對鄰近不動產價值的影響。研究結

果發現高壓電線確實對不動產價值有影響，而那些鄰近高壓電線不動

產的價值約下跌 6.3﹪，其主要由鄰近（距離）及視覺上影響因素所造

成；並如同預期的，不動產距離高壓電線愈遠，所受影響愈不明顯。 

Priestley and Evans（1996）以美國加州舊金山北部地區，二個距

離高壓電線 900 英呎（約 275 公尺）內的社區為研究範圍，並利用心

理測定（psychometrically）方式，探討居住在高壓電線周遭居民對高

壓電線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居民對高壓電線意識到的負面影響以對

健康與安全影響為最多數，對景觀及不動產價值的負面影響反而較

低，其中意識到的負面影響又以年紀較大及較高社會地位職業的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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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明顯，但對那些利用通行權（right-of-way）做為休閒活動場所的人

則較沒顯著影響。另外在高壓電線（塔）重建前，已居住在這社區且

對該整個設施已存有非常負面觀感的居民，表示反對高壓電線（塔）

的重建，而這些人大都由於較高地位職業的人所構成。另外比較對高

壓電線客觀觀察及居民自行觀察的結果，顯現許多居民的觀感與實際

視覺的情況不一致，尤其是對那些反對高壓電線（塔）重建的人，會

明顯高估高壓電線的可視度。最後關於高壓電線杆所做環境上的設計

及景觀美化以減少高壓電線設施對視覺上影響（如電塔樣式、電塔顏

色、通行權的處理）方面分析，透露出一般民眾對這些方法的感受總

是與當初負責設計的專家觀點不一致。 

Bond and Hopkins（2000）對住宅區不動產交易資料，以迴歸分析

方式及問卷調查方式，探討研究地區內不動產所有人對居住在靠近高

壓電線及電塔的態度及反應。其中交易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電塔靠近

特定不動產會有統計上顯著性及 20﹪負面影響（距離電塔 10-15 公

尺），在距離 50 公尺時減少 5﹪，其影響效果持續遞減直到 100 公尺以

後可以忽略。另外輸配電線在該研究地區的出現僅有極小的影響，而

在統計上不是交易價格的一個顯著性因子。 

此外態度研究的結果顯示接近 2/3 的受訪者對於高壓電線存有負

面的感覺，而負面感受程度取決於接近高壓電線距離：居住在較接近

高壓電線的受訪者比居住在較遠的受訪者表達更多負面的感受。然

而，比較研究的結果顯示，負面感受的表現通常並沒有反應到所支付

的不動產價格上。 

Francois（2002）使用 microspatial approach 探討高壓電線對周遭

不動產價值的影響。它以 507 個單身家庭交易案例為樣本，研究結果

發現由於高壓電塔或高壓電線的直接景觀所引起的嚴重視覺障礙現象

會對不動產價值產生 5﹪至 20﹪以上顯著的負面影響。然而，位置上

的接近高壓電線廊道並不一定會引起生不動產的跌價，這主要是因為

高壓電線廊道是一個地上種滿樹木的 90 公尺寬廊帶，而鄰近這廊帶會

產生視野擴大及增加私密性等優點。高壓電線或電塔視覺上影響所產

生價值減損（大約為平均房屋價值的 5﹪~10﹪）傾向被接近這些舒適

物所增加的價值所抵銷掉，有些甚至因為接近所產生的優點超過缺點

而會增加其價值。 

Wolverton and Bottemiller（2003）以美國波特蘭等六大地區為研究

地區，搜集 1989-1992 年間的房屋買賣成交資料，採取成對的交易案

例分析以檢驗在同一城市內緊鄰輸配電線與未緊鄰輸配電線不動產間

在成交價格上的任何差異情形。但研究結果並未支持以往價格會受緊

鄰高壓電線影響的發現，且發現典型的房屋買賣雙方對緊鄰高壓電線

並沒有明顯的價格上敏感性現象。在結論中，作者並警告該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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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被推論到該資料以外地方。他們對此並作出解釋：「對真正不動產

成交資料推論的限制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因為分析是被限制在那些

買及被賣的不動產，而它們從來不是一個隨機取樣的代表性樣本。因

此，推論必須根據眾多研究、樣本及位置所能提供證據的程度而定。」。 

Sims and Dent（2004）以英國蘇格蘭和英格蘭為個案研究地區並

比較其結果。第一個選擇位於蘇格蘭地區的住宅不動產交易資料為研

究對象，採用特徵價格法及迴歸分析，並將價格對高壓電線距離及視

覺上阻礙效果間的增、減關係轉換為百分率方式表現。第二個為選擇

並搜集、分析英格蘭地區住宅不動產的『在交易市場上的價格』（on the 

market price）資料，使用相同的資料搜集及分析方法，最後將兩者結

果用來決定『在交易市場上的價格』與『交易價格』對高壓電線距離

間的關係是否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在『交易價格』方面，距離高壓電線 150 公尺內

的不動產價格相較距離 400 公尺遠減少達 18﹪；而在擬售價格方面，

距離高壓電線 50 公尺內的不動產價格則也出現減少 20﹪程度的現

象。在視覺影響上，面對部分電塔景觀的不動產，『交易價格』會有減

少 16﹪的現象；而在擬售價格方面，面對部分電塔景觀的不動產，價

格將減少 18﹪，及面對一個電塔景觀將減少 11﹪。面對電塔的方向被

發現對價值具有顯著性影響。相同類型的不動產，正面面向會比部分

面向額外減少 26﹪，然而卻很難去發現一個減少模式。 

比較『交易價格』與『在交易市場上的價格』兩者結果顯示：擬

售價格可能稍較『交易價格』透露出更多負面影響，這些發現特別是

有趣的，當與仲介商電話訪問而大部分受訪者明確地表示他們不會主

動調降靠近高壓電線不動產的價格，而較喜歡讓市場驅使擬售價格變

動，而這研究資料卻透露出相反狀況。 

國內蘇京晧（2003）嘗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強大空間分

析能力，來克服特徵價格法在處理空間資訊資料上的瓶頸，並建構兩

者可行的整合運用模式，藉以檢驗輸變電設施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及評

估其效果。為表達視覺衝擊與住宅價格的關係，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

可視域分析量測輸變電設施的可視度，並估計其視覺衝擊的影響，另

為了同時表達視覺衝擊與危險知覺的感受，透過主成份分析整合視覺

衝擊與危險知覺為環境感受度；該研究並採用四種特徵價格函數形

式：一般線性、雙對數、逆半對數與半對數，以配合檢驗分析三種建

構的整合模式，第一種為簡單結合 GIS 特徵價格模式，第二種為可視

度特徵價格模式，第三種為環境感受度特徵價格模式。 

由三種模式實證結果顯示運用 GIS 整合模式的可視度及環境感受

度都非常顯著，且住宅價格會受到輸變電設施的負面影響，但是運用

簡單結合 GIS 整合模式的距離與可視性則不顯著且係數符號亦與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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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這可說明運用 GIS 的整合模式確實能夠改善過去在空間資訊處

理上不足的弱點。另外在輸變電設施對住宅價格的影響方面，以平均

654.44 萬元的住宅為例，在可視度整合模式中，一般線性函數形式的

結果為每增加一單位的可視度單位，約減少 12.5 元的價格；在環境感

受度整合模式裡，逆半對數函數形式中，每增加一單位環境感受度，

約減少 2470 元的價格。 

由以上對於國內外關於基地台或高壓電線（塔）對不動產價值影

響相關文獻歸納可知，問卷調查法與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計量分析法

兩者研究結果通常互不一致， Bond and Hopkins（2000）的研究並指

出問卷調查受訪者所表達的負面感受程度顯然高於實際交易價格反應

程度。 

再者，大部分研究皆顯示高壓電線（塔）及行動電話基地台會對

住宅價格產生負面影響，且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減少，但 Kung and 

Seagle（1992）、Delaney and Timmons（1992）、Hamilton and Schwann

（1995）、Francois（2002）、Sims and Dent（2004）的研究並指出高壓

電線（塔）在視覺景觀的影響上，亦會對住宅價格產生負面影響；而

在衡量住宅與基地台或高壓電線（塔）間之空間關係方面，蘇京晧

（2003）及 Bond（2007）則運用 GIS 技術來改善以往僅用距離作為評

量基準之瓶頸。 

此外，在問卷調查分析方面，上述研究發現受訪者的社會經濟屬

性不同及其住宅與基地台之距離關係，將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差距。 

茲將上述有關國內外高壓電線（塔）對不動產價值影響相關文獻

分析整理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國內外行動電話基地台及高壓電線（塔）對不動產價值影響研究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 研究題目 方法 研究成果 

Bond and Wang

（2005） 

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住宅

社區之房屋價格影響 

問卷調查法 

特徵價格法 

問卷調查受訪者最關心的議

題皆為對未來不動產價值的

影響，且認為基地台將造成

不動產價值減少 10﹪至超過

20﹪；而住宅特徵價格分析

方面，社區在基地台架設後

周遭住宅價格大約減少了 21

﹪，但也有部分社區出現不

顯著或是正面影響的情形。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24

Bond（2007） 佛羅里達地區行動電話

基地台的距離對於住宅

價格之影響 

特徵價格法 基地台設施對於鄰近之住宅

價格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但該影響是極微小的；在基

地台設立後，平均造成住宅

價格的負面影響程度僅達 2

﹪，且該基地台對住宅價格

的負面影響，隨著距離增加

到約 656 英尺（約 200 公尺）

時，該影響幾乎是可以被忽

略的。 

Colwell 

（1990） 

高壓電線與土地價值 特徵價格法 高壓電線對售價是具有負面

影響的，但會隨著距離的增

加而減少，且會隨著時間的

經過而降低。另外對於接近

高壓電塔或許也有負面影

響，但其隨著時間的經過而

降低的現象並不顯著。 

Kung and Seagle

（1992） 

高壓電線對不動產價值

的影響：個案研究 

問卷調查法 

成對交易價格分析法 

人們通常只察覺到高壓電

線、高壓電塔在視覺上的負

面影響，卻忽略高壓電線散

發之電磁波可能引起的健康

方面負面影響；然而當告知

關於潛在的健康危害訊息

後，人們的意見則出現高度

的改變。此外，由於靠近高

壓電線與遠離高壓電線的房

屋價格間並未發現有明顯差

距。 

Delaney and 

Timmons 

（1992） 

高壓電線對住宅用不動

產價值是否有影響？ 

問卷調查法（美國估價

研究學會會員） 

有 84﹪的受訪估價師認為高

壓電線會降低靠近電線的住

宅用不動產價值，價值減少

的幅度為 0﹪~50﹪間（全部

研究區域平均減少幅度

10.03﹪），對於高壓電線造成

價值降低的主要原因依序為

視覺不美觀、健康問題、聲

音的干擾、不安全及其他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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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ll and Priestley 

（1992） 

高空高壓電線對不動產

價值之影響：文獻的回故

與分析 

文獻歸納分析法 輸變電設施所影響的不動產

價值平均約下跌 2~10﹪，由

於這是在不到二分之一的鑑

價報告中所得知，故證據上

較為薄弱；此外並歸納出大

約有一半的研究認為輸變電

設施對不動產價值沒有影

響。 

Hamilton and 

Schwann 

（1995） 

高壓電線真的影響不動

產價值？ 

特徵價格法 

迴歸模型分析 

高壓電線確實對不動產價值

有影響，鄰近高壓電線不動

產的價值約下跌 6.3﹪，其主

要由鄰近（距離）及視覺上

影響因素所造成；此外，不

動產距離高壓電線愈遠，所

受影響愈不明顯。 

Priestley and Evans 

（1996） 

居民對鄰近高壓電線的

感受 

問卷調查法 居民對高壓電線意識到的負

面影響以對健康與安全影響

為最多數，對景觀及不動產

價值的負面影響反而較低，

其中意識到的負面影響又以

年紀較大及較高社會地位職

業的人特別明顯，該研究強

調個別對象本身的特徵對研

究影響的重要性。 

Bond and Hopkins 

（2000） 

高壓電線對住宅用不動

產價值之影響：紐西蘭威

靈頓地區個案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法 

迴歸分析 

電塔靠近特定不動產會有統

計上顯著性及 20﹪負面影響

（距離電塔 10-15 公尺），在

距離 50 公尺時減少 5﹪，其

影響效果持續遞減直到 100

公尺以後可以忽略。態度的

研究結果顯示接近 2/3 的受

訪者對於高壓電線存有負面

的感覺，而負面感受程度取

決於接近高壓電線距離，負

面感受的表現通常並沒有反

應到所支付的不動產價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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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is 

（2002） 

高壓電線、視覺上障礙及

房屋價值：利用 Micro 

Spatial 方法衡量影響 

迴歸模型分析 高壓電塔或高壓電線的直接

景觀所引起的嚴重視覺障礙

現象會對不動產價值產生 5

﹪至 20﹪以上顯著的負面影

響。但高壓電線或電塔視覺

上影響所產生價值減損（大

約為平均房屋價值的 5﹪~10

﹪）傾向被接近高壓電線廊

道所增加的價值所抵銷掉，

有些甚至因為接近所產生的

優點超過缺點而會增加其價

值。 

Wolverton and 

Bottemiller 

（2003） 

高壓電線對住宅用不動

產價值影響之更深入分

析 

ANCOVA 迴歸模型分

析 

研究結果並未支持以往價格

會受緊鄰高壓電線影響的發

現，且發現典型的房屋買賣

雙方對緊鄰高壓電線並沒有

明顯的價格上敏感性現象。 

Sims and Dent 

（2004） 

高壓電線與不動產價

值：真正的相對於意識到

的影響 

特徵價格法 

迴歸模型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在『交易價

格』方面，距離高壓電線 150

公尺內的不動產價格相較距

離 400 公尺遠減少達 18﹪；

而在擬售價格方面，距離高

壓電線 50 公尺內的不動產價

格則也出現減少 20﹪程度的

現象。 

在視覺影響上，面對部分電

塔景觀的不動產，『交易價

格』會有減少 16﹪的現象；

而在擬售價格方面，面對部

分電塔景觀的不動產，價格

將減少 18﹪，及面對一個電

塔景觀將減少 11﹪。 

比較『交易價格』與『在交

易市場上的價格』兩者結果

顯示：擬售價格可能稍較『交

易價格』透露出更多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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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京晧（2003） 特徵價格法與地理資訊

系統之應用─以輸變電

設施對住宅價格影響為

例 

特徵價格法 三種研究實證模式以運用

GIS 整合模式的可視度及環

境感受度模式的估計結果較

為顯著，且住宅價格會受到

輸變電設施的負面影響，但

是運用簡單結合 GIS 整合模

式的距離與可視性則不顯著

且係數符號亦與預期不符。 

 

三三三三、、、、小小小小  結結結結 

本節主要探討應用特徵價格法於住宅價格及行動電話基地台（含

高壓 電線、塔）對住宅價格影響的相關研究，其中在應用特徵價格法

於住宅價格相關研究方面，經歸納後發現在特徵價格法函數形式決定

上，國內學者部分採用 BOX-COX 轉換函數形式來從事實證方程式的建

立；惟 Cassel 與 Mendelsohn 在 1985 年曾對 BOX-COX 轉換函數形式提出

有下列四點評判：（曾明遜，1992） 

1、 使用 BOX-COX 函數形式做特性係數估計，將減弱任何單一係數估 

   計的正確性而導引特定價格更無效的估計。 

2、 BOX-COX 函數形式不適用任何負數（negative numbers）之資料。 

3、 BOX-COX 函數形式不適宜應用於預測。 

4、 非 線 性 轉 換 導 致 斜 率 與 彈 性 的 估 計 變 為 相 當 複 雜 ， 而 使 得  

BOX-COX 函數形式不太適宜使用。 

因此本研究於住宅特徵價格實證分析上，採取傳統上常用的一般

線性、半對數、逆半數與雙對數等四種實證模型來作為實證方程式建

立之基礎。 

此外，有關影響住宅特徵價格的變數分類上，大致可區分為房屋

屬性（屋齡、所在樓層、房間數、臨街道路、坪數）及區位屬性（至

捷運、學校、市場、公園距離）兩大類屬性。而嫌惡設施對於住宅價

格的影響因子方面，國內大部分學者仍然以住宅與嫌惡設施間的距離

為探討之主要因子；惟蘇京晧（2003）則增列環境屬性變數（即對輸

變電設施的可視性、距離、可視度、環境感受度）來探討輸變電設施

對住宅價格影響，加上國外部分研究並顯示居民對高壓電線（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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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所產生的潛在環境風險知覺9高低，將明顯地反應住宅價格差距上，

而環境風險知覺除因居民的社會經濟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外，其與距

離鄰避設施遠近及其可視性（可視度）程度亦存有高度關係，即高壓

電線（塔）在視覺景觀的影響上，亦會對住宅價格產生負面影響。 

而在衡量基地台設施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因子方面，Bond and Wang

（2005）以出售日期與基地台架設日期相隔季數及出售日在基地台架

設前或後作為主要因子，Bond（2007）則採用出售日在基地台架設前

或後、至基地台距離、住宅的絕對位置（X，Y 座標）等三項為主要因

子。故有關本研究在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對住宅價格的重要影響因子

取決及衡量指標上，此提供重要的研究方向及後續研究設計之重要參

考。 

 

 

    

 

                                                 
9 風險知覺為人們瞭解特定的風險源，並進而對該風險產生主觀評估與行動的過程。

（Cutter，1993）風險知覺的基礎是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主要探討民眾如何

透過感官的活動，接觸外在的世界，獲取有關外在現象的知識與訊息，以作為行動的基礎。

此外，就心理層次而言，風險知覺的形成乃透過官能的接收外在的刺激而產生感受，再由

本身的經驗、價值判斷、情緒反應等，進而形成對某一事物的認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

個體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乃社會建構的產物，因此，人的認知行為乃經由社會化

（socialization）的互動過程，綜合個人心理認知特質與外在衝擊，而形成對外界事物的態

度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