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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土地開發為將資本投資於未開發土地1上，經過建築行為而產生供各種活動

使用建築物之行為。一般而言，開發者面對土地開發行為，所在意的是如何藉土

地開發來獲取最大利益，且由於土地開發通常涉及相當大的資金投入，若開發決

策錯誤，將造成一連串巨大的虧損，甚至面臨倒閉，因而開發商通常會小心謹慎

以進行土地開發，避免上述情形發生。因此，決定何時進行開發，以及決定土地

開發密度等向為開發商最重視的問題。 
 

過去衡量一投資計畫是否執行所使用的標準為傳統的 NPV 法則，然 Dixit
＆Pindyck（1994）指出，NPV 法則所隱含的假設前提為下列兩者之一：（1）投

資是可以回復的，也就是當未來市場情況變壞時，最初的投資成本可全部或大部

分回收。（2）如果投資是不可回復的，則必須現在立即進行投資，否則將永遠沒

有機會投資，也就是開發者並沒有投資彈性存在。然而將開發投資行為擺到現實

世界來看，大部分的投資決策是不可回復2但可延遲3的，此時若市場未來情況為

確定，則利用傳統 NPV 法進行投資計畫之決策評估仍為可行。但現實世界中未

來情況常常為不確定，在這種情況下若單單以傳統 NPV 法來衡量一開發案是否

值得投資，很可能使開發商選擇於次佳的時機（suboptimal timing）進行開發而

無法獲得最大利益。 
 
由於「不可回復性」、「可延遲性」以及「未來不確定性」三者為一般投資計

畫所具備的條件與面臨的情況。因此，在現實世界未來狀況為不確定之情況下，

當開發商面對的是不可回復及可延遲的投資計畫時，一項加入選擇權考量的「擴

張」NPV（expanded NPV）似乎是較好的投資評估工具（Titman, 1985、Williams, 

                                                 
1本研究所稱之未開發土地，乃為尚未進行開發建築行為之土地，故其收益為零或很低，而這樣

的未開發土地必須經過開發建築行為後方可獲得轉換使用後之獲益。 
2所謂「不可回復性」，意味著任何投資計畫或多或少皆存在所謂的沉入成本（sunk cost），而當

廠商執行投資計畫而這種沉入成本存在時，即使未來投資情況轉壞，廠商亦無法完全回收所投入

的成本而遭受重大損失，其重要意涵為投資計畫的執行意味著廠商將喪失於未來情況更有利的時

候投資的機會。 
3「可延遲性」所代表的是一種投資彈性的概念，廠商可以藉由投資計畫的可延遲性選擇最佳投

資時間點以極大化投資價值，並且允許廠商能夠在一不確定性程度較高的環境下採取等待策略以

獲取更多市場資訊，並利用較充足的資訊以判斷是否立即進行投資或採取等待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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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蓋由於選擇權之價值乃是源自於未來市場情況之不確定性，且其分析一

併考量了未來之投資情況，這樣的特性符合一般實際投資情形。 
 
所謂「選擇權」指的是一種金融性投資商品，為一衍生性契約。契約之賣方

允諾買方在未來的某一特定日期或一特定日期之前，有權利以特定的價格買進或

賣出一定數量的標的物，若該權利為「買進」的權利，則稱為買權；而當該權利

為「賣出」的權利，則稱之為賣權。而若將此種選擇權的概念用於實質資產的決

策上，則為「實質選擇權」（real option）。實質選擇權的種類很多，例如等待選

擇權、階段投資選擇權、擴張選擇權、轉換選擇權等（Trigeorgis, 2005），其中又

以等待選擇權最為普遍。等待選擇權指的是開發者可以選擇不立即投資，而等到

適當時機再進行投資，類似一無期限的美式選擇權，然而一但決定進行開發，等

於終止了等待選擇權，所以開發當時等待選擇權價值歸零。 
 

針對土地開發行為來看，由於土地開發必須投入大量沉入成本，且開發商在

法令、財務許可的條件下可自由選擇開發時機，故土地開發乃為一項典型具有「不

可回復性」及「可延遲性」等特色之開發行為。且相較於證券交易等金融市場，

土地開發市場資訊相對上不透明，其未來情況之不確定性相當高，因此近二十餘

年來，實質選擇權的概念已大量被應用在土地開發的決策準則上。相關理論研究

多利用二項式模型（Binomial model）及 Black-Schoies model 等模型，推導說明

未來房價或租金水準之不確定性將對空地價值及土地最適開發時機產生影響，指

出未來房價或租金水準之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增加未開發土地價值，並延後開發時

機（Titman, 1985、Williams, 1991、Capozza and Sick, 1994、Capozza and Li, 1994
等）。 

 

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土地上的運用始於 Titman（1985）以及隨後的 Capozza and 
Helsely（1990）等人，該等研究指出一項具有「不可回復性」以及「可延遲性」

的投資計畫其實就如同持有一項沒有到期日的「美式買權」--亦即，開發商擁有

能夠不立即進行投資的權利，而這種權利是有價值的，其價值隨著未來不確定性

程度之提升而增加，開發門檻價值4（hurdle value）亦隨之提升，因而延後開發

時機。Titman 利用這種概念解釋了為何在都市黃金地段仍有低度利用之情形存

在，例如臺北信義計畫區內之菜園、空地、停車場等使用情形，便是土地所有者

採取等待策略之結果。而相關研究亦指出當未來情況為不確定時，投資者最好採

取等待的策略直至投資利潤為兩倍的投資成本時，方值得投資（Mcdonald and 
Siegel, 1986）。此外，必須注意的是，一旦開發商決定進行投資，等於放棄了等

待開發選擇權的價值，故投資行為有其選擇權機會成本存在。 

                                                 
4 所謂開發門檻價值，指的是實質選擇權理論推導中，進行開發決策所依據的準則。於實質選擇

權理論架構下，一但投資計畫價值超過開發門檻，則投資開發方為有利，必須立即進行投資。因

此決定開發門檻價值，同時也決定了最適開發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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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可確信未開發土地中實質選擇權價值的存在，而其價值乃源

於未來市場情況之不確定性。近年來實質選擇權的觀念已經大量的運用在描述未

開發土地等待價值的評估上，當未來房價或租金不確定性愈高，未開發地實質選

擇權價值也就愈高，開發的「門檻價值」也隨之提升。因此可以整理出土地開發

行為中實質選擇權的存在將導致兩項事實：（1）延後土地開發時機以及（2）提

高未開發土地價值。也就是說隨著未來情況的不確定性愈高，未開發土地價值將

提升，並延後開發商進行土地開發的時機。因此於已開發都市土地中，常常發現

被許多高樓大廈所夾雜的低度利用土地（例如停車場、駕訓班等低度使用），這

些土地的開發價值顯然高過其現在低度利用價值（NPV＞0），那麼為何不選擇立

即開發呢？除了傳統之 NPV、IRR 等投資準則外，實質選擇權的概念或許可以

提供我們新的思維。 
 

自 Titman（1985）以來，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相關理論研究於近年來已大量

的被探討，於理論模型的推導上也已獲得豐碩成果，許多研究亦指出利率、風險

類型、開發密度等因素與實質選擇權間之關係。然而，相較於理論研究之發展，

過去並未有太多研究者針對相關理論進行實證研究（Lucius, 2001）。而於臺灣地

區，僅蔡進國（1997）、陳冠華（1999）、梁仁旭（2003）等人針對實質選擇權理

論進行相關實證研究，且其研究結果為呈現不顯著情況或僅為探討單一地區或單

一個案之情形，並未針對臺灣地區整體市場情況做進一步探討。由於缺乏充足實

證資料，臺灣地區之相關實證研究發展一直有所限制，於實質選擇權理論相關實

證研究缺乏的情況下，過去也曾有研究者對於實質選擇權的適用性提出質疑（王

健安, 1998），因此臺灣地區實質選擇權理論之適用情況仍有待研究。除此之外，

過去臺灣地區相關實證研究之分析方法多為靜態之迴歸模型，未能考慮開發者於

各時期所面臨之不同經濟情況，而與土地開發決策之動態過程不符，加上未就不

同市場情況分開探討，因而某些實證結果呈現不顯著之情況（陳冠華, 1999），並

不符實質選擇權理論所預期。由於分析方式可能的不適當以及未就不同市場情況

分開探討，上述的分析結果可能不符合實際狀況，故實質選擇權理論於臺灣地區

之適用性，實有待實證方式改進及市場資料篩選後之進一步分析。 
 
綜合上述情形，引發本文進一步以動態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等方式

進行實質選擇權評價理論（Option pricing theory, OPT）相關實證研究之動機。由

於土地開發行為中包含實質選擇權之意涵，因此本文將利用存活分析以及迴歸分

析的方法，以臺灣地區土地開發及價格資料，針對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對於土地

投資行為及未開發土地價值的影響進行實證研究。透過模型的建立，探討實質選

擇權理論應用於土地開發行為中最重要的兩項推論：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1）
延後開發時機以及（2）提高未開發土地價值，重新檢視實質選擇權理論對於臺

灣地區土地開發行為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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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藉由相關文獻回顧，探討存在於未開發土地中之實質選擇權對於土地

開發時機及其價值之影響。 

 

(二) 利用存活分析以及迴歸分析建立實證模型，分別探討於實質選擇權架

構下，未來情況不確定性對於開發時機及未開發地價格之影響。 

 

(三) 分析於不同不確定性程度之市場條件下，實質選擇權對土地開發及未

開發土地價格所造成之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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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首先藉由國內外相關理論文獻回顧，探討實質選擇權之意涵以及影響實質選

擇權價值的因素，並釐清實質選擇權的存在對未開發土地價值及土地開發時機之

影響。其次回顧國內外相關實證文獻，以理解實質選擇權理論如何應用於實務

上，並探討過去實證研究方法之優缺點，藉以建立本研究之實證模型。 

（二）實證分析—迴歸分析法 

於未開發土地價值研究方面，本研究藉由建立未開發土地之價格迴歸式，以

土地價格為應變數，土地特徵、各區各期不確定性等特徵為自變數，探討臺灣地

區不同區域各時期之未來價格不確定性對各地區未開發地價值造成何種影響，並

分析迴歸結果觀其是否符合理論所預期。 

（三）實證分析—存活分析法 

接著於土地開發時機方面，臺灣地區過去有關實質選擇權對於土地開發時機

影響之實證研究，多採迴歸分析等靜態分析方法進行，且數量稀少。該等研究多

藉由搜集全面性的總體資料，以各時期之市場總投資量變動率為應變數，以過去

房價之變異等為自變數，進行市場不確定性與開發投資量間關係之研究。然而這

些實證研究雖然可以用來驗證實質選擇權理論，但仔細觀察下，其欲利用投資量

變動率等間接資料來證明未來市場不確定性與投資時機間之直接關係，似乎在邏

輯上多了一層關係。土地開發決策為一動態過程，一塊土地被開發前，必先經歷

一段空置期，開發者考量的決策因素應為各不同時期中不同之市場狀況，於此等

情況下，並非僅以某時期之投資變動率與不確定性程度間之關係便能完全解釋土

地開發者之決策行為。因此本研究採用存活分析方法，利用各觀察樣本之存活期

間及觀察期間內各解釋變數資料，直接觀察一段時期內各不同時間之不確定性會

對個別開發商之決策行為造成何種影響，屬於動態分析方式，期望藉此提供一更

直接的分析方法，說明實質選擇權相關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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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四，分述如下： 

（一）房價不確定性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實質選擇權理論下未來不確定性對於開發者開發決策

之影響，以及未來不確定性與未開發地價格間之關係。早期於 Titman（1985）、
Capozza and Helsley（1990）等研究中，皆假設土地開發成本為固定，而推導出

房價不確定性的提高將延後土地開發時機並增加未開發土地價值之概念。然而除

須考量開發後收益不確定性外，由於實行土地開發需要一筆開發成本，近年來之

研究已將土地開發行為所面臨之不確定性概念擴張至開發後收益及開發成本兩

方面（Williams, 1991、Huang, 1999 等），亦即於實質選擇權理論下土地開發行為

所需考量之不確定性，從過去僅考量開發後之收益面外，尚增加了成本面之考

量。因本研究無法取得開發成本面之資料，故僅針對土地開發未來收益面之不確

定性進行分析。且由於各地區長時期之純收益資料難以取得，故採取陳冠華

（1999）、Huang（1999）、Bulan et al.（2004）、以及 Cunningham（2006）等研

究中之方式，以房價不確定性進行實證分析。 

（二）開發商之異質性 

為簡化分析起見，本研究不可避免地針對各開發商進行「同質化」假設。假

設各開發商僅從事單一土地的投資開發計畫，且各建商之投資開發目的在於最大

化其開發後收益價值，如此一來透過實質選擇權理論，可以推論未來之不確定性

將與未開發土地中之實質選擇權價值呈正比，且當未來不確定性程度愈高，開發

時機將愈延後。然而如同王健安（1999）所提出的論點，現實社會中往往因為業

績、融資方面的壓力，使得建商即使在市場不景氣的情況下仍舊不得不採取推案

的方式以降低損失，而這種推案的壓力又將迫使建商忽略等待開發選擇權價值，

且不同的建商有不同的資本額，承擔風險的程度亦不同，這些情況將使得分析愈

趨複雜。由於本研究之實證資料並無法區分個別開發商之特性，因此唯有將開發

商特性同化為一般經濟人之角色，也就是開發商從事開發的最終目的在追尋所謂

的利潤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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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商間競爭行為 

於現實社會中針對同一塊未開發土地可能有不同的開發商進行競爭，且產出

之產品也會面臨同性質產品間之競爭情況。雖然相較於其他財貨，土地市場之資

訊較不流通，但或多或少仍有開發商間之競爭情形存在，根據 Caballreo（1991）、
Trigeorgis（1996）、Grenadier（2002）等人的研究，競爭愈強烈將導致選擇權價

值的減損，進而提前土地開發時機。然而在此本研究並無法衡量競爭情況，因此

不可避免地影響了實證品質。 
 

（四）以實質選擇權中之等待選擇權為對象 

實質選權的種類繁多，包括等待選擇權、放棄選擇權、階段開發選擇權、轉

換選擇權、成長選擇權等等。我們不能斷定一項投資計畫僅包含一種選擇權類

型，實質選擇權常常是以複合的型態存在於同一投資計畫內，例如開發商持有一

塊土地除了可以選擇何時開發外，另外亦可選擇執行放棄選權將其脫手，或是執

行轉換選擇權改變其投資內容等，而同一計畫中的各種選擇權會產生交互影響效

果（Leung and Hui, 2002），故其選擇權價值及對計劃之影響並非 1+1=2 之形式。

其中等待選擇權為一般投資計畫中最普遍存在之權利，相關理論及實證研究也最

多，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的實質選擇權類型限制為等待選擇權，其內涵為開發商得

藉由此種權利選擇立即開發，或採取等待策略待至市場情況更佳時再進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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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主要說明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方

法；第二章則是有關實質選擇權之文獻回顧，藉由相關理論文獻探討實質選擇權

之意涵，以及其如何運用於土地開發投資決策及土地評價上，並檢視相關實證研

究，探討其研究方式之優缺點，為建立本研究實證模型之參考；第三章為研究設

計，由於存活分析方式過去多應用於醫學及生物科技方面，較少應用於土地開發

分析，因此本章首先介紹存活分析理論，並說明其如何應用於土地開發分析之領

域，接著決定研究地區與研究時期，並進行房價不確定性程度之衡量。實證分析

及結果呈現於第四章，藉由建立存活分析模型及迴歸模型，分別針對不確定性程

度對土地開發時機及未開發土地價格所造成之影響進行實證分析。藉由實證結果

可觀查出實質選擇權理論於臺灣地區土地開發行為及未開發土地價值上之適用

性，並探討不同市場條件下各地區實證結果之差異；第五章則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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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文之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流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 

實質選擇權理論文獻 實質選擇權實證文獻 

研究設計與假說 

結論與建議 

實證結果分析與應用 

未來不確定性對未開發土地 

價格影響之程度 

未來不確定性對土地開發時機

之影響 

實證研究 

存活分析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