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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    

    本章主要想藉由特徵價格法分析不動產市場上的實際住宅交易價格，

以明瞭住宅價格是否受到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之影響，及其影響的程度，

此外並可與前一章問卷調查結果比較，以得知受訪者所回答的住宅價格可

能受影響程度與實際成交價格間是否一致。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資料說明與分析資料說明與分析資料說明與分析資料說明與分析    

一一一一、、、、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實證地區與前章問卷調查分析之地區相同，研究資料來源

主要為北區房屋仲介公司所提供，由於其為一手的成交真實價格，資料

可信度較高。本研究資料時間範圍介於 2003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經

刪除部分資料有缺漏者後，共選取 110 筆成交案例為樣本。 

二二二二、、、、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 

由於本研究地區為小區域範圍，如僅選取同一年的成交住宅價格資

料，則樣本數將明顯過少，故選取跨越不同年期的成交住宅價格資料。

此外，考量實證資料橫斷面分析之一致性，本研究資料依內政部編印「都

市地價指數」，以 2007 年 3 月 31 日為基期，對各個價格資料進行調整。
10
 

針對本研究樣本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如以各年度區分，以 2004

年為最多，共計有 32 筆，佔總樣本數 29.09﹪，其次為 2006 年及 2005 年，

分別佔 27.27﹪與 26.36﹪。如再以樣本每平方公尺單價分析，以每平方公

尺 1 萬 5 千至 2 萬元為最多，計有 45 筆，佔總樣本數 40.9﹪，其次則為

2 萬至 2 萬 5 千元間，計有 44 筆樣本資料，佔總樣本數 40.0﹪。 

三三三三、、、、變數說明變數說明變數說明變數說明    

  （一）應變數 

國內學者研究所作特徵價格模型的應變數，一般採用住宅成交價格的

總價或建坪單價，張金鶚、范垂爐（1991）認為總價在比較上較不足以顯

示價格的真正涵意，且總價易被面積大小所扭曲，使面積變數控制了大部

分的解釋力，以單價說明每單位面積的價格較有意義。因此，本研究在應

變數的選取上採用住宅價格的每平方公尺單價。 

                                                 
10
 本研究樣本按年度不同區分為 5 組資料，並針對各組住宅價格進行平均數變異分析

（ANOVA）結果顯示，不同年度組間的住宅價格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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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 

有關影響住宅價格的變數選取，本研究主要係參考以往國內相關特徵

價格實證研究經驗及問卷調查分析的結果，並考量研究主題需要及研究地

區現況，決定以下列變數為本研究實證分析的基礎，茲就相關變數的定義

說明如下： 

1. 住宅坪數 

       住宅坪數與消費者的購屋偏好及支付能力有密切關係，即代表住宅

坪數大小可能與不同的消費族群間有關。換言之，住宅坪數可能對住

宅每單位價格造成影響，不過依以往先驗研究發現此變數係數值不一

定為正或負的，因此暫不設定其預期係數符號。 

2. 可視性 

       可視性代表各住宅是否看得見基地台設施，當住宅看得見基地台

時，因受到該設施的視覺負面影響，住宅價格會降低，其變數預期係

數符號為負。 

3. 至基地台距離 

       由於基地台藉由天線發射電磁波來傳送電波訊號，假設當住宅與基

地台越接近時，居民對該基地台之健康上風險會提高，對基地台這種

鄰避設施會敬而遠之，故住宅價格會隨著離基地台愈靠近而下降，其

預期係數符號為正。 

4. 道路寬度 

       道路寬度為住宅所面臨道路的寬度，當臨街的道路寬度愈大時，則

住宅的使用性及便利性將增加，且未來當地的發展性亦高，對住宅價

格的影響影響應為正面，因此本研究預期住宅價格與道路寬度為正相

關，其係數符號為正。 

5. 至國小距離 

       由於至國小的距離遠近，通常是購屋者選擇住宅之重要考量因素之

一，住宅需求者因考慮孩童就學之方便性與安全性，使得愈接近國小

的住宅，其價格愈高，此研究變數預期係數值為負。 

6. 至市場距離 

       鄰近市場雖具有購物之便利性，但因其對周遭住宅環境亦可能造成

吵雜及髒亂情形，有時甚至被視為嫌惡性公共設施。因此，其與住宅

價格的關係並不確定，此研究變數預期係數符號為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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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公園距離 

       公園設施因可提供附近居民作為運動、遊戲使用，理論上，該公共

設施對於鄰近住宅價格應具有正面資本化效果，亦即距離公園愈近，

則住宅價格愈高，故預期其係數符號為負。 

8. 屋齡 

        隨著屋齡的增加，建築物的原有機能及耐用程度將產生減損，而

使得其住宅使用價值相對降低，進而造成住宅價格降低，故本項變數

預期與住宅價格間呈現負相關，係數符號預期為負。 

9. 停車位 

       一般而言，停車位之有無可能會影響到住宅價格，附帶有停車位的

住宅，其住宅價格會較沒有停車位的為高，故預期停車位與住宅價格

為正相關，其係數符號為正。 

10. 總樓層數 

       住宅基地上的建築物總樓層數，間接地反映著該建築物的建造成

本，總樓層數愈高，則其建造成本愈高，此相對地可能會影響住宅價

格水準，即總樓層數愈高，住宅價格愈高，因此預期本變數之係數符

號為正。 

11. 房間數 

       由於房間數之多寡，通常與住宅坪數間有密切的關係存在，其可能

對住宅每單位價格造成影響，不過仍參照住宅坪數變數之預期係數值

符號，暫不設定其預期係數符號。 

12. 客廳數 

       客廳數除了與住宅坪數間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外，因客廳為住戶休閒

娛樂的主要場所，所以某種程度上亦代表著該住宅之生活品質高低，

即該戶之住宅價格水準，因此本研究預期客廳數與住宅價格為正相

關，其係數符號為正。 

13. 衛浴設備套數 

       衛浴設備套數增加，意味著建築物建築成本提高，因此預期衛浴設

備套數與住宅價格的關係為正向，其係數符號為正。 

14. 所在樓層 

       由於基地台設施通常架設在當地較高樓層的建築物之上，因此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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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較高的住宅其受到基地台負面影響的機率相較低樓層為高，本研

究實證地區內的建築物大部分為 7 層樓以下，因此所在樓層高於 7 樓

者定義為高樓層，低於 7 樓者為低樓層，本變數係數值並預期為負。 

    根據以上對變數初步的選取，本研究對相關的實證變數說明及資料來

源彙整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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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實證變數說明表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應變數 建坪價 Y 萬元/每平方公尺 樣本交易時之房屋單價  仲介公司 

住宅面積 X1 平方公尺 房屋登記總面積 － ＋ 仲介公司 

可視性 X2 虛擬變數，0 與 1 樣本對基地台的能見度 － 實地觀察 

至基地台距離 X3 公尺 樣本與基地台直線距離 ＋ 桃 園 縣 地 政 地

理資訊系統 

道路寬度 X4 公尺 住宅面臨道路寬度 ＋ 
桃 園 縣 都 市 計

畫圖 

至國小距離 X5 公尺 至最近國小直線距離 － 
桃 園 縣 地 政 地

理資訊系統 

至市場距離 X6 公尺 至最近市場直線距離 － ＋ 
桃 園 縣 地 政 地

理資訊系統 

至公園距離 X7 公尺 至最近公園直線距離 － 
桃 園 縣 地 政 地

理資訊系統 

屋齡 X8 年 房屋建築完成至交易日期年 － 仲介公司 

停車位 X9 位 車位數量 ＋ 仲介公司 

總樓層數 X10 層 基地上建築物樓層數總和 ＋ 仲介公司 

房間數 X11 間 樣本房間個數 － ＋ 仲介公司 

客廳數 X12 間 樣本客廳個數 ＋ 仲介公司 

衛浴設備套數 X13 套 樣本衛浴設備個數 ＋ 仲介公司 

自 
 
  

  
  

  
  

  
  

  
  

  
 

變 
 
  

  
  

  
  

  
  

  
  

  

數 

所在樓層 X14 虛擬變數，0 與 1 低樓層（7 樓以下）、高樓層（7

樓以上） 

－  仲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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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實證變數屬性分析實證變數屬性分析實證變數屬性分析實證變數屬性分析    

        針對本研究初步實證變數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由表 4-2 可知蒐集樣

本中，平均建坪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2.2299 萬元，平均屋齡為 12.88 年，

移轉的平均住宅面積為 121.0533 平方公尺，每戶住宅平均停車位數為

0.5595 個，離國小距離平均為 375.64 公尺，與市場之平均距離為 234.45

公尺，離公園之平均距離為 192.29 公尺，而所面臨的道路寬度平均為

9.74 公尺，住宅樣本的平均房間數、客廳數及衛浴設備套數分別為

2.77、1.88、1.72 間（套），至大哥大基地台設施平均距離為 209.32 公尺。

此外，在非連續性變數資料方面，僅有對基地台的可視性及所在樓層

二項，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0 或 1 表示。 

         表 4-2  實證變數資料敘述統計分析表 

變數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建坪價（萬元/㎡） 1.57 6.05 2.2299 .62196 

屋齡（年） 5 27 12.88 2.917 

住宅面積（㎡） 34.71 295.67 121.0533 41.07942 

停車位（位） 0 2 .5595 .57928 

至國小距離（m） 45 737 375.64 135.352 

至市場距離（m） 36 556 234.45 129.259 

至公園距離（m） 41 367 192.29 80.151 

道路寬度（m） 6 15 9.74 2.681 

總樓層數（層） 4 22 10.16 5.666 

房間數（間） 1 4 2.77 .659 

客廳數（間） 1 3 1.88 .377 

衛浴設備套數（套） 1 3 1.72 .457 

至基地台距離（m） 0 528 209.32 13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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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最適模式建立及實證變數選取最適模式建立及實證變數選取最適模式建立及實證變數選取最適模式建立及實證變數選取 

壹、最適模式選定 

本研究主要係根據 Rosen（1974）效用理論與競價理論結合的特徵價格

理論為基礎，探討住宅價格及各住宅特徵間之關係；Rosen 認為，應以不同

特徵價格函數型式來校估，並選擇其中配適度最佳的函數型式來估計特徵

價格函數。因此本研究採用一般線性、逆半對數、半對數及雙對數四種函

數型態配合多元迴歸分析之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行參數校估後，選

取最佳的模式進行解釋。各函數型態分別說明如下： 

1.一般線性（linear） 

  Pi＝a0＋ΣaiZi＋ΣbjDj＋ε 

  意義：表示每單位自變數變化時，應變數絕對變動的單位數。 

2.逆半對數（inverse semi-log） 

  Pi＝a0＋Σai ㏑ Zi＋ΣbjDj＋ε 

  意義：表示自變數每變動 1﹪時，應變數絕對變動的單位數。 

3.半對數（semi-log） 

  ㏑ Pi＝a0＋ΣaiZi＋ΣbjDj＋ε 

  意義：表示每單位自變數變化時，應變數相對變動的百分比。 

4.雙對數（log-linear） 

  ㏑ Pi＝a0＋Σai ㏑ Zi＋ΣbjDj＋ε 

  意義：表示自變數每變化 1﹪時，應變數相對變動的百分比。 

 

    以上式中 Pi 表示住宅價格，a0 代表截距項，Zi 為連續性之住宅屬性

變數，Dj 為非連續性或虛擬之住宅屬性變數，ε則代表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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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總檢定 

      為瞭解本研究建立之特徵價格模式中，各項住宅特徵是否具有顯著

性，首先以虛無假設進行迴歸模式總檢定。檢定迴歸模式中β係數是否為

0，並以 95﹪之顯著水準下進行 F 檢定。 

    H0：β1＝β2＝……………＝βi＝0 

    Hi：βi 中至少有一不為 0 

    由表 4-3 中顯示一般線性、逆半對數、半對數及雙對數四個模式的 P

值均小於 0.001，故拒絕虛無假設，代表四個模式皆為顯著，接受方程式中

各住宅特徵屬性不全為零且對住宅價格具有影響力之對立假設，而模式中

之 14 項變數是可以解釋住宅價格的變異，迴歸式為有意義的。 

表 4-3  特徵價格迴歸方程式 F 統計量檢定表 

模式 F 值 P 值 

一般線性 4.217 0.000 

逆半對數 5.014 0.000 

半對數 4.205 0.000 

雙對數 4.609 0.000 

 

二、變數邊際檢定 

  （一）變數顯著性 

        在多元迴歸分析中，藉由邊際檢定以瞭解個別參數的係數是否異

於零，本研究以顯著水準 0.05 進行個別檢驗，當 P 值小於顯著水準時，

即表示該屬性變數對住宅價格存有顯著影響。 

        由表 4-4 顯示，四種模式皆通過檢測，其中至基地台距離（X3）、

房間數（X11）、衛浴設備套數（X13）三項變數在四種模式中均能通過

0.05 之顯著水準測試，因此該變數對住宅價格具有 95﹪顯著水準的影

響力。此外至公園距離（X7）變數在一般線性及半對數模式中通過 95

﹪顯著水準檢定，在逆半對數及雙對數模式則通過 90﹪顯著水準檢

定；道路寬度（X4）變數在四種模式中皆有達 90﹪的顯著水準。而住

宅面積（X1）、可視性（X2）、至市場距離（X6）、停車位數（X9）、總

樓層數（X10）、客廳數（X12）等六項屬性在四種模式中都未通過檢定。

各模式中以一般線性、半對數與雙對數模式中通過檢定之變數較多，

逆半對數模式中顯著性的變數較少。以下就各模式中未通過檢定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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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整理如下：  

1.一般線性：住宅面積（X1）、可視性（X2）、至市場距離（X6）、停車

位數（X9）、總樓層數（X10）、客廳數（X12）、所在樓

層（14）。 

2.逆半對數：住宅面積（X1）、可視性（X2）、至國小距離（X5）、至市

場距離（X6）、屋齡（X8）、停車位數（X9）、總樓層數

（X10）、客廳數（X12）。 

3.半對數：住宅面積（X1）、可視性（X2）、至市場距離（X6）、停車位

數（X9）、總樓層數（X10）、客廳數（X12）、所在樓層（14）。 

    4.雙對數：住宅面積（X1）、可視性（X2）、至國小距離（X5）、至市場

距離（X6）、停車位數（X9）、總樓層數（X10）、客廳數（X12）。 

（二）參數與預期符號 

        在多元迴歸分析式中，變數除了需具有顯著性外，實證參數符號

符合先驗資訊亦為有效迴歸模式的要件。由表 4-4 得知在四個迴歸模式

中，估計結果參數符號與預期不一致的有至公園距離與停車位二個變

數。實證結果顯示至公園距離與住宅價格間有正向關係，與原本預期

距離公園愈近住宅價格愈高之結果有所差異，可能原因為當地公園規

模較小及欠缺管理，造成公園的效益不彰有關；而停車位經實證後得

知與住宅價格呈現負向關係，推測因停車位計價方式與一般房屋不

同，使得有停車位的住宅計算後整體平均單價下降
11
，形成負向關係。

此外，未設定預期符號的變數方面，住宅面積、至市場距離變數與住

宅價格間均呈現正向關係，房間數變數與住宅價格間則為負向關係。

而在衡量基地台設施對住宅價格影響的因子係數符號方面，除了一般

線性及半對數模式中所估計之可視度變數係數符號與預期並不符合

外，其餘變數於四個模式中所估計之參數符號與預期相符合，顯示實

證結果大致上符合理論預期。  

 

 

 

 

                                                 
11
 以研究地區為例，一般新建住宅之建坪單價約為 12 萬元，停車位 1 位約 90 萬元（約占

10 坪），則一戶面積 30 坪的住宅附加 1 位停車位的總價共 450 萬，經計算後其建坪單價

下降為 11.25 萬（450 萬/40 坪＝11.2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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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特徵價格函數式估計結果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 一般線性一般線性一般線性一般線性 逆半對數逆半對數逆半對數逆半對數 半對數半對數半對數半對數 雙對數雙對數雙對數雙對數 

截距項（常數） 
 3.009 

（5.860） 

-0.819 

（-0.475） 

1.141 

（6.274） 

0. 095 

（0.153） 

住宅面積（X1） － ＋ 
0.001 

（0.466） 

0.333 

（1.364） 

0.000 

（0.308） 

0. 093 

（1.054） 

可視性（X2） － 
0.120 

（0.912） 

-0.011 

（-0.100） 

0.045 

（0.975） 

-0.001 

（-0.017） 

至基地台距離（X3） ＋ 
0.003** 

（2.688） 

0.147** 

（3.159） 

0.001** 

（2.602） 

0.048** 

（2.868） 

道路寬度（X4） ＋ 
0.040* 

（1.834） 

0.436* 

（1.756） 

0.013* 

（1.699） 

0. 149* 

（1.665） 

至國小距離（X5） － 
-0.002** 

（-2.530） 

-0.113 

（-0.865） 

-0.001** 

（-2.587） 

-0.050 

（-1.059） 

至市場距離（X6） － ＋ 
   0.000 

（-0.581） 

0.169 

（1.367） 

0.000 

（-0.639） 

0. 058 

（1.307） 

至公園距離（X7） － 
0.002** 

（2.591） 

0.214* 

（1.776） 

0.001** 

（2.685） 

0. 079* 

（1.813） 

屋齡（X8） － 
-0.069** 

（-3.430） 

-0.349 

（-1.262） 

-0.029** 

（-4.126） 

-0.201** 

（-2.016） 

停車位（X9） ＋ 
-0.056 

（-0.518） 

-0.034 

（-1.297） 

-0.019 

（-0.486） 

-0.010 

（-1.065） 

總樓層數（X10） ＋ 
-0.008 

（-0.513） 

0.149 

（0.827） 

-0.006 

（-0.944） 

0. 027 

（0.422） 

房間數（X11） － ＋ 
-0.492** 

（-4.413） 

-1.369** 

（-5.447） 

-0.141** 

（-3.574） 

-0.403** 

（-4.455） 

客廳數（X12） ＋ 
0.107 

（0.629） 

0.093 

（0.362） 

0.010 

（0.170） 

-0.003 

（-0.031） 

衛浴設備套數（X13） ＋ 
0.384** 

（2.529） 

0.517** 

（2.371） 

0.132** 

（2.458） 

0.184** 

（2.344） 

所在樓層（X14） －  
-0.319 

（-1.555） 

-0.337* 

（-1.756） 

-0.118 

（-1.629） 

-0.130* 

（-1.878） 

F 值 
 

4.217** 5.014** 4.205** 4.609** 

R
2
  0.383 0.425 0.383 0.404 

Adjusted  R
2
  0.292 0.340 0.292 0.317 

**表示該變數在 0.05 顯著水準下，對住宅價格有影響 

*表示該變數在 0.10 顯著水準下，對住宅價格有影響 

（）內表示該係數之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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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適模型選取及變數篩選 

    本研究期望藉由住宅特徵價格方程式來探討各住宅特徵屬性與住宅價

格間的關係，因此需針對上述四個模型的實證結果情形，選取最適函數型

式，以作為後續進行各特徵屬性之特徵價格分析。 

    在住宅特徵價格之四個模式的總檢定方面，四種模式皆通過 F 總檢

定；另外在各變數檢定方面，一般線性、逆半對數、半對數及雙對數模式

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數，皆有將近半數的變數通過 90﹪顯著水準的檢定；

但是在參數預期符號表現上，由於一般線性及半對數模式所估計的可視度

變數的參數符號與本研究理論預期不符，故本研究首先排除此二種模式的

適用。 

    再者，選入模型之實證變數除了應考量避免變數間高度相關造成實證

結果線性重合問題外，亦應考量各變數對於住宅價格影響之顯著情形，本

研究針對逆半對數及雙對數模式中未達顯著性水準（P 值小於 0.05）的變數

進行重覆篩選，其篩選後測試結果如表 4-5 所示，其中逆半對數模式中有至

基地台距離、道路寬度、房間數、衛浴設備套數等四項變數達到α=0.05 之

顯著水準，顯示其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最為顯著，顯著性較佳；而雙對數模

式中則有至基地台距離、道路寬度、房間數、衛浴設備套數及所在樓層等

五項變數達到α=0.05 之顯著水準。 

由於本研究主要的探討重點為基地台設施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有關

本研究在衡量基地台設施對周遭住宅價格影響的影響因子方面，可視性變

數皆未通過逆半對數及雙對數模式的顯著性檢定，而至基地台距離變數則

皆通過逆半對數及雙對數模式的顯著性檢定，但考量所在樓層變數僅通過

雙對數模式的顯著性檢定，且兩個函數型態的調整後判定係數值（Adjusted 

R
2
）相當接近，因此，本研究最後選取雙對數模式為最適住宅特徵價格函數

型態，並以經過變數篩選後之至基地台距離、道路寬度、房間數、衛浴設

備套數及所在樓層等五項項變數作為特徵價格函數式之實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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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逆半對數及雙對數函數式變數篩選後測試結果表 

逆半對數逆半對數逆半對數逆半對數 雙對數雙對數雙對數雙對數 

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 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 t 值值值值 P 值值值值 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係數估計值 標準化標準化標準化標準化

係數係數係數係數 

t 值值值值 P 值值值值 

截距項（常數） 0.806 1.408  0.353  1.684  

至基地台距離（X3） 0.174 4.803 0.000** 0.049 0.339 3.403 0.001** 

道路寬度（X4） 0.665 3.167 0.002** 0.214 0.241 2.842 0.005** 

房間數（X11） -1.296 -6.411 0.000** -0.407 -0.556 -5.599 0.000** 

衛浴設備套數（X13） 0.694 3.760 0.000** 0.235 0.330 3.557 0.001** 

所在樓層（X14） － － － -0.113 -0.190 -2.139 0.035** 

F 值值值值 14.337** 11.017** 

P 值值值值 0.000 0.000 

R
2
 0.353 0.346 

Adjusted R
2
 0.329 0.315 

**表示該變數在 0.05 顯著水準下，對住宅價格有影響 

 

貳、特徵價格函數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診斷 

    經過上述模式的檢定結果，本研究選取之最適特徵價格函數式為雙對

數型態，以下即針對該迴歸模式之配適度、共線性、自我相關三部分進行

診斷，以檢定其函數式是否為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 

一、模式配適度 

    為衡量迴歸估計式對資料配置之妥適性，亦即配適度（goodness of fit），

通常以調整後之判定係數（Adjusted R
2
）來進行評估，觀察值越接近迴歸線

則模式的配適力越佳，且模式對於各變數的變異解釋力越高，判定係數值

也越高，故可以此作為選擇最適迴歸式之依據。由表 4-5 顯示，本研究所選

取之雙對數函數模式 R
2
值為 0.346，調整後之 R

2
值為 0.315，代表模式對於

各變數的變異解釋力達 31.5﹪，具有不錯的模式配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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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線性 

    所謂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係指在迴歸模式中，自變數之間有完

全或高度相關的情形存在，若發生線性重合，則迴歸係數的估計值將雖不

會產生偏誤，但是標準差及變異數將變得很大，而不具有效性。因此，變

數共線性的問題將會增加迴歸係數估計之標準誤，因為估計值對資料的變

動非常敏感，而將引起迴歸係數估計及預測不確定性增加之程度，無法準

確地估計各變數的真實影響程度。對於某一自變數共線性的檢驗，可以利

用容忍值（tolerance）或變異數膨脹係數 VIF（Variable Inflation Factor）來判

斷各自變數間是否有共線性之問題。本研究採用變異數膨脹係數 VIF 來診

斷各自變數是否有共線性問題，一般而言，VIF 值越大，則共線性問題越明

顯，若 VIF 值大於 10 則判定有線性重合之問題，由表 4-6 可知，各自變數

的 VIF 值皆小於 10，故判定不存有線性重合問題。 

表 4-6  各自變數線性重合（VIF 值）檢定表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VIF 值值值值 

至基地台距離 1.577 

道路寬度 1.145 

房間數 1.569 

衛浴設備套數 1.373 

所在樓層 1.255 

  

 

三、自我相關 

    樣本誤差項之間必需是獨立的，若違反本假設，即可能產生自我相關，

而導致模式偏誤，可透過 Durbin-Watson 檢定，由迴歸殘差值所得出之 DW

值與 Durbin-Watson 表的 dL 和 dU 值進行比較，當 dU<DW<4-dU,則接受無自

我相關假設；本研究總樣本數為 110，投入自變數有 5 個，故 K=5，於顯著

水準 0.05 假設下，經查表得知 dU 為 1.78，而本研究計算出之 DW 值為 2.130，

介於 dU 及 4-dU 之間，檢定結果通過，表示誤差項無自我相關存在。 

 

參、小結 

本節針對所選取之最適住宅特徵價格函數模式進行檢定與診斷結果顯

示，雙對數模式除了通過 F 總檢定外，且各項變數預期符號及顯著性皆相

較其他模式較佳；此外在模式診斷方面，雙對數模式亦通過模式配適度檢

定，且誤差項沒有自我相關或線性重合的問題存在。因此在篩選具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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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顯著水準之住宅特徵價格屬性變數後，可判斷所得結果為最佳線性不

偏估計式，其表示如下: 

lnＰ＝0.353＋0.049lnX3＋0.214lnX4－0.407lnX11＋0.235ln X13－0.113lnX14＋ε  （4-1 式） 

Ｐ：住宅每平方公尺單價 

X3：至基地台距離 

X4：道路寬度 

X11：房間數 

X13：衛浴設備套數 

X14：所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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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將針對上單元所評估之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中每項特徵屬性偏微

分，進一步估算各變數之邊際特徵價格，及分析單位變量下住宅價格之變

動情形，以探討各自變數對住宅價格的影響關係，其邊際特徵價格估算公

式如（4-2 式）。此外，係數值之正負號代表該變數與住宅價格之變動關係，

正號則表示該住宅特徵屬性與住宅價格間為正向變動關係，負號為負向變

動關係。 

    Pi= P/ Xi= ai ××××
Xi

P
                                      （4-2 式） 

P：住宅平均單價 

Pi：特徵屬性 i 的邊際價格 

ai：特徵屬性 i 的參數值 

Xi：特徵屬性 i 的平均值 

    以下就實證研究結果，依據研究主題及變數性質的不同，分別以行動

電話基地台與住宅價格關係、一般住宅特徵屬性與住宅價格關係二方面加

以說明： 

一、行動電話基地台與住宅價格關係方面 

    有關行動電話基地台對於住宅價格影響方面，本研究主要係依據文獻

回顧結果及資料取得之限制，採用至基地台距離、可視性、所在樓層 3 項

變數作為研究基地台對於住宅價格影響之重要因子，其中對於基地台的可

視性變數因未通過統計上顯著性測試，故該變數最終並未納入特徵住宅價

格迴歸式中。 

此外，實證結果顯示住宅與基地台間之距離遠近與住宅價格間呈現正

向關係，即住宅價格會隨著其與基地台間距離之增加而提高，其變動關係

為每增加與基地台設施 1％的距離時，將對住宅價格產生 0.049％的比率變

動。可能原因為基地台所發射之電磁波功率強度會隨著距離增加而逐漸遞

減，因此其對居民健康上的潛在風險亦會隨之降低，居民對於該設施所產

生的負面心理感受相對減少，進而對住宅價格的減價要求亦會減低。在住

宅與基地台間距離之邊際價格影響分析方面，如以研究地區樣本資料的平

均住宅單價每平方公尺 2.2299 萬元為例，房屋與大哥大基地台間距離每增

加 100 公尺，則住宅價格每平方公尺單價將增加 0. 0522 萬元（0.173 萬元/

坪）。基地台設施對周遭住宅價格之影響，假設以距離基地台每 100 公尺為

一單位，則周遭住宅價格所受到的負面影響程度平均約為 2.35﹪。又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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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1 式探討距離變數與住宅價格的關係時，在其他變數值固定不變的前提

下（以研究樣本的平均值代入），以研究地區內主要街廓深度 60 公尺為一

級距，由表 4-7 及圖 4-1 可發現住宅在距離基地台 60 公尺（第一個街廓）

以內時，住宅價格所受到的負面影響較為明顯，其影響效果持續遞減直到

距離 240 公尺（第四個街廓）以後較不明顯。 

表 4-7  至基地台距離變數與住宅價格變動分析表 

lnP P(萬元/㎡) x3(公尺) 地價變動率 

0.5529  1.7383  0  

0.7535  2.1245  60 22.22% 

0.7875  2.1978  120 3.45% 

0.8073  2.2419  180 2.01% 

0.8214  2.2738  240 1.42% 

0.8324  2.2988  300 1.10% 

0.8413  2.3194  360 0.90% 

0.8489  2.3370  420 0.76% 

0.8554  2.3523  480 0.66% 

0.8612  2.3659  54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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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至基地台距離變數與住宅價格關係模擬分析圖 

另經由實證結果顯示，住宅所在樓層高低與住宅價格間存有負向關

係，即房屋位處較高樓層者（所在樓層為七樓以上之住宅），其住宅價格會

隨之降低，可能是由於行動電話業者為求通話品質，通常會將基地台架設

在當地較高樓層建築物頂樓上，因此如住宅所在樓層較高，亦代表著其受

基地台的視覺衝擊效果可能性愈高，及空間上其與基地台間之垂直距離較

為接近，住宅價格所受的負面影響程度也就相形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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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結果可知，行動電話基地台對於周遭住宅價格確實會造成

負面影響，而住宅價格所受負面影響程度，跟住宅與基地台間之平面、立

體距離遠近有密切關係；而關於住宅價格所受到的負面影響程度方面，至

基地台距離遠近特徵屬性變數平均對住宅價格造成 2.35﹪的負面影響效

果，這樣的研究結果與 Bond（2007）對美國佛羅里達州所做的研究結果相

近，而負面影響程度偏低的原因，除了因為我國高壓電線、大哥大基地台

及廣告招牌等此類構造物較為普遍，居民早已習慣於這些景觀特徵，所以

較少注意它們外，也可能與我國在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方面的相關資訊不

夠充分公開有關。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基地台所造成的視覺衝擊效果並不

顯著。 

二、一般住宅特徵屬性與住宅價格關係方面 

住宅基地所面臨道路寬度與住宅價格影響關係方面，經實證結果發現

其與住宅價格有正向關係，房屋住宅價格以面臨道路較寬者相較為高，面

臨道路寬度每增加 1﹪時，每平方公尺住宅價格將提高 0.214﹪，而在道路

寬度邊際價格影響方面可看出，如以研究地區樣本資料的平均住宅單價每

平方公尺 2.2299 萬元為例，面臨道路寬度每增加 1 公尺時，住宅價格每平

方公尺單價將增加 0.0490 萬元（0.162 萬元/坪），此與先前推論當臨街的道

路寬度愈大，住宅的使用性及便利性將增加，且未來當地的發展性亦高，

將有助於住宅價格的提升情形符合。 

在房間數特徵變數方面，經實證結果顯示與住宅價格之間有負向關

係，其變動關係為每增加房間數 1％時，將對住宅價格產生-0.407％的比率

變動；在房間數屬性邊際價格影響方面，如以研究地區樣本資料的平均住

宅單價每平方公尺 2.2299 萬元為例，房間數每增加 1 間時，住宅價格每平

方公尺單價將減少 0.3276 萬元（1.083 萬元/坪）。推論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地

區住宅用不動產規劃房間數以二、三房居多有關，且實證資料之平均住宅

面積僅為 121.0533 平方公尺，若住宅規劃的房間數愈多可能反而不利於銷

售，造成不動產交易過程中交易成本
12
增加，進而使得住宅價格下跌，故兩

者之間呈現負相關。 

另外在衛浴設備套數對住宅價格影響方面，實證結果可看出其與住宅

價格存在正向關係，衛浴設備套數每增加 1﹪，將對住宅價格產生 0.235﹪

的提升效果；而邊際價格影響可看出，如以研究地區樣本資料的平均住宅

單價每平方公尺 2.2299 萬元為例，衛浴設備套數每增加 1 套，住宅價格每

平方公尺單價將提高 0.3047 萬元（1.007 萬元/坪），此與先前預測之衛浴設

備套數增加，建築物建築成本相對提高，進而造成整體房屋單價增加的推

論相符。 

                                                 
12
 寇斯（Coase）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所需花費之成本，包括尋找交易

對象成本、諮詢交易項目成本、交易協商成本、草擬契約成本、契約執行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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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與實證結果比較分析 

    有關基地台對周遭住宅價格負面影響程度方面，問卷調查法結果顯示

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對住宅價格的負面影響程度高於 10﹪以上，

而實證結果可看出住宅價格受到基地台影響因子的負面影響程度平均僅為

2.35﹪，問卷調查與特徵價格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然存有差異，分析其原因可

能與受訪者（或買賣交易雙方）對於基地台資訊的多寡有關，受訪者因在

問卷調查過程中已被告知相關基地台資訊，因此受訪者會將直接將該訊息

反應到問卷回答上；而在特徵住宅價格實證分析方面，因買賣雙方在交易

過程中對基地台設施的相關資訊並不充分，造成買賣雙方無法將其對該設

施的相關感受完全反映到不動產交易價格上，故兩者在研究結果上產生較

大差異，況且不動產交易價格係經於買賣雙方不斷的溝通妥協過程的結

果，問卷調查僅係受訪者單方意思之表達。 

再者由表 4-5 本研究最佳特徵價格函數式中各變數的標準化係數值來

看，代表評估基地台對住宅價格影響之至基地台距離變數，其影響程度僅

次於房間數變數，而高於衛浴設備套數、道路寬度二項變數，此顯示基地

台設施為影響研究地區當地住宅價格的重要因素，其中主要以受到房屋與

基地台間的距離遠近所影響；而房間數變數可能因與當地不動產產品規劃

的特殊性，致其為對住宅價格影響關聯性最高的變數。 

    此外在影響住宅價格重要因素的研究結果差異方面，問卷調查法的研

究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主要的因素為屋齡、住宅坪數，其次為停車位數、

至國小距離、道路寬度、至市場距離、至公園距離、房間數、總樓層數、

衛浴設備套數、客廳數；特徵價格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房間數特徵屬性對

住宅價格的影響程度高於其他變數，影響住宅價格程度最小的變數分別為

客廳數及總樓層數。實證分析上房間數屬性對住宅價格的重要性最高，推

測可能與研究地區當地不動產房間數規劃的特殊性有關（以小家庭二、三

房居多），房間數規劃不當，將不利於銷售而對住宅價格產生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