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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實質選擇權之意涵 

一、實質選擇權概念 

選擇權（option）的概念可追遡至古希臘羅馬時代，在當時即有類似的交易

記載，但直到 1973 年芝加哥選擇權交易所（Chicago Board Option Exchange, 
CBOE）成立以後，才廣泛的運用在金融資產上。選擇權指的是一種衍生性契約，

其允許選擇權持有人有權利能於未來的特定時間點或一段時間內選擇購買或出

售某一特定商品。對於選擇權持有人來說，這種購買或出售的行為是一種權利而

非義務。也就是說，當未來市場狀況不樂觀時，選擇權持有人可選擇不履行契約，

而其損失的部分僅為權利金價值；相對地，當未來市場情況為樂觀時，選擇權持

有人可選擇執行該選擇權，以契約約定之價格購買或出售商品而賺取利差。上述

購買或出售行為是一項權利而非義務，選擇權持有者所必須負擔的義務僅為權利

金數額的範圍，故選擇權持有者其上部利益無限而下部損失有限。這種權利和義

務不對稱的關係便形成選擇權價值的來源，而這也是為何購買選擇權時需支付一

筆權利金的原因。 
 

更進一步來說，選擇權又可細分為「買權」（call option）以及「賣權」（put 
option）兩大類。允許選擇權權利人在未來以特定價格購買一定數量特定資產的

權利稱為「買權」；反之，允許選擇權權利人於未來以特定價格出售一定數量特

定資產的權利稱為「賣權」，約定好的特定價格稱為執行價格（exercise price），
約定的履約日期為執行日（exercise date）。然若依選擇權權利人在到期日前能否

執行其權利，則又可將選擇權分為「美式選擇權」（American option）以及「歐

式選擇權」（European option）。選擇權權利人若能夠於執行日前之期間執行其權

利之選擇權類型為「美式選擇權」；而「歐式選擇權」僅能於到期日當天履約。 
 

假設一投資者持有一買權，當標的資產價格高於執行價格時，權利人可選擇

執行該買權而獲得利潤，這時稱之為「價內」（in the money）；而當標的資產市

場價格低於執行價格時，稱之為「價外」（out the money），此時權利人則必須判

斷履行契約與違約損失權利金之間之差異，選擇最佳的方案以避免損失擴大。 
 

選擇權意涵概述如上，而當選擇權的概念運用於實質資產的投資決策上時，

便可稱為「實質選擇權」（real option），例如於土地開發、開發礦坑、工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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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以往投資者在決定是否進行投資一開發案時，所倚賴的投資原則為傳統

的 NPV 法則，也就是當一投資計畫之 NPV 小於零，則不應該進行投資；反之若

一投資計畫之 NPV 大於或等於零時，則應該進行開發，且當 NPV 愈高時，該投

資開發案愈有利。然而 Dixit＆Pindyck（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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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在現實世界中，由於大量固定成本的投入，大部分的投資是不可回復的，而且投

資通常是可延遲的。因此若使用傳統 NPV 法則評估投資計畫將產生嚴重的誤

差。由於未來市場狀況為不確定，因此投資者可以選擇等待、階段投資等方式來

獲得最大利益，所以投資者在評估是否應進行投資時所利用的法則，應為加入選

擇權價值之擴張 NPV 法則。 
 

根據實質選擇權理論，未來情況之不確定性為選擇權價值之來源，若未來情

況確定，則隱含於土地開發決策中之實質選擇權將不具任何價值。然而，隨著未

來不確定性愈高，其於選擇權理論中的意義為上部潛在報酬（upside potential 
payoff）增加而下部風險（downside risk）仍固定於一定水準，因此提高了選擇

權價值，並延後開發時機。 
 

接下來便以興建廠房為例，利用一簡單的兩期模型將實質選擇權概念帶入投

資決策中： 
 

假設一投資者欲於一塊土地上興建工廠，於未開發使用之情況下，該塊土地

扣除維持成本之後之淨收益為 0 元，如果投入興建工廠的成本為 300 萬元，而工

廠興建完成後每期淨收益為 100 萬元，於折現率 10％的情況下，現在開發（第 0
期）的 NPV0 為： 

 

NPV0 = 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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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延後一期開發較現在立即開發之淨現值高，而這種價值差異的產生，

主要源自於未來市場可能變好之不確定性、以及可延遲至下一期投資之管理彈

性。此兩種特性使投資者可藉由等待以獲得更多資訊後再進行投資決策，因而產

生投資計畫中之選擇權價值。藉由這種上部潛在報酬無限而下部風險有限的情

形，可以簡單推論出：於未來市場情況不確定下，等待投資之管理彈性或稱之為

等待投資選擇權的存在將使延後開發較為有利。且隨著未來不確定性愈大，擁有

選擇權之上部報酬也就愈高，但其下部損失風險仍保持在一定程度，因此該等待

投資選擇權價值也就愈高。所以在未來情況不確定下，若使用傳統的 NPV 法則

分析可延遲性及不可回復性之投資，將導致分析錯誤，而使開發者拒絕應該被接

受之計畫，或於次佳開發時機即進行投資。此時應當將選擇權價值視為投資成本

的一部份，以加入選擇權價值之擴張後 NPV 當作投資決策之價值判斷。 

二、實質選擇權之類型 

依據各種投資特性，Trigeorgis（2005）以一投資採礦公司為例子，說明實

質選擇權類型如下： 

（一）等待選擇權（The Option to Defer Investment） 

在一段期間內，投資者可選擇不立即投資，等到適當時機再進行投資，類似

美式選擇權，一但實行投資，等於殺（kill）了等待選擇權。所以投資當時，選

擇權價值歸零，而這種選擇權的流失類似附加的投資機會成本。於礦業、農業、

製紙業中，常常存在此種選擇權。 

（二）階段投資選擇權（The Option to Stage Investment） 

在大多數的投資計畫中，資本投入是可以分階段進行的，這種分階段的投資

創造了階段投資選擇權，這一階段的投資為下一階段投資的基礎，也就是說當投

資到某一階段，即有選擇下一階段是否投資的權利存在。於重視 R＆D 的產業、

製藥產業、生技產業等高不確定性及長時期開發的產業中，階段投資選擇權的價

值很高。 

（三）擴張選擇權（The Option to Expand） 

當原料或產品價格、存量、其他市場狀況轉為對開發者有利時，開發者可決

定擴張其投資的規模以及比率，這種實質選擇權類似在基本的投資規模上加上一

買權（call option）於未來的投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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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縮減選擇權（The Option to Contract） 

如果市場情況轉壞，不如一開始預期那樣，投資者可以選擇降低資本投入或

縮減開發規模，以節省多餘的支出成本。這類型的選擇權在新產品進入不確定市

場得情況中有其特殊價值存在。基本上縮減選擇權與擴張選擇權情況相反，其類

似一賣權。 

（五）暫時關閉（或重新開張）選擇權（The Option to Temporarily Shut Down and 
Re-start Operations） 

利用此選擇權，可不必每期皆投入成本，當該期市場狀況不佳時，投資者可

選擇暫時關閉以節省成本，而每一期的營運可視為一買權。一般而言可以在一些

關於自然資源的產業發現此種選擇權存在，例如開礦業。 

（六）放棄投資選擇權（The Option to Abandon for Salvage Value） 

類似美式賣權，如果需求減少產品價格下降、或營運上出了狀況，此時可採

取放棄此項投資並挽救剩餘資本，此種選擇權常見於資本密集產業，例如航空

業、鐵路等產業。 

（七）投入轉換或產出轉換選擇權（The Option to Switch Inputs or Outputs） 

此種選擇權存在於假設投入的原料可轉換，或產出的產品可轉換以因應價格

的變動，而轉換不僅僅藉著科技的幫助，在供給者間也可轉換（轉包），同樣的

情形也可見於多國公司在不同的地方設廠之情形。投入轉換選擇權常存於原料依

賴大的產業，例如油礦業；而產出轉換選擇權常見於汽車工業、玩具業等等。 

（八）企業成長選擇權（Corporate Growth Options） 

為擴張選擇權的另一種形式，早先的投資（例如 R＆D 的投資）可被視為相

互關聯計畫的先決條件或連結，一開始投資的基礎、經驗以及副產品等等可為將

來的更低成本更高品質的產品甚至跨足其他領域鋪路（選擇一開始的投資與否，

就類似選擇權）。 
 

實質選擇權種類概述如上，但上述之分類並非所有實質選擇權的類型，事實

上隨著經濟日趨發達，新的經濟活動及型態不斷產生，選擇權形態亦會隨著日趨

多樣化。而藉由選擇權概念之應用，可使投資範圍更加多樣化，投資者藉由彈性

的資產配置，增加投資獲利，進而活絡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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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各類型實質選擇權中，最常被拿來分析、應用範圍最廣的當屬等待選

擇權，其亦為本研究進行分析之選擇權類別。等待選擇權的意義在於開發者於持

有該選擇權期間可選擇不立即開發，採取等待策略以待未來市場情況更確定、更

適當時方進行開發行為，藉此獲得更大利益。當土地開發商持有一塊未開發土

地，其等於擁有一沒有到期日之美式買權，擁有這種能夠選擇開發時機的權利其

實就如同持有一等待選擇權。於土地開發行為中，由於開發者擁有等待開發的權

利，因此相較於其他無法延後之投資，土地開發商另面臨一項最重要的問題，也

就是究竟要在什麼時機進行開發方能獲得最大利益？決定何時進行開發相當重

要，錯誤的決定將造成開發商巨大的損失，而當開發商決定於某一時間點進行開

發，其實就如同執行了該等待選擇權。上述這種選擇權於未來經濟情況不確定之

條件下為未開發土地帶來之價值，為選擇權溢酬（option premium），其並會延後

土地最適開發時機（optimal development timing）。一塊土地之價值，除了其依現

狀使用下之價值外，尚包括未來成長與不確定性所形成之等待選擇權價值，因此

開發商取得土地後不僅僅考慮立即開發，其必定會考慮延後開發所可能獲得的利

益。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未來不確定性對於土地開發時機及未開發地價值之影

響，而選擇開發時機隱含的便是一種執行等待選擇權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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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質選擇權相關文獻回顧 

一、實質選擇權相關理論研究及其於土地開發決策上之應用 

自 1973 年芝加哥成立專門從事股票選權之交易所以來，選擇權概念漸為世

人所接受，而這樣的概念運用於實質資產之投資決策上，即稱為實質選擇權。實

質選擇權理論最早並非應用於土地開發決策上，土地開發僅為其中一個分支，最

早多將此概念應用於石油開採、工廠生產等投資決策上。 
 

有關實質選擇權相關理論研究多利用模型推導之分析方式，在各種假設條件

下分析各項變數與選擇權價值、投資門檻間之關係，進而判斷選擇權的存在對於

投資計畫價值及投資時機的影響。過去用來研究這類選擇權價值的模型可分為兩

大類，分別為 Fisher Black and Myron Scholes 於 1973 年所提出的選擇權評價模

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以及最早由 William Sharpe 於 1978 年所

提出之二項式評價模型（Binomial Option Pricing Model）。以 B-S 模型為基礎，

學者們常藉由放寬模型中各項假設，修改模型型態藉以求得符合真實情況之選擇

權價值；而二項式評價模型則是利用建構二項式樹狀圖的方法（binomial tree）
呈現選擇權價值可能發展途徑，藉由計算存續期間到期當時選擇權價值，再藉由

反推方式求得選擇權理論現值。 
 

關於實質選擇權理論探討，較早由 Myers（1977）利用實質選擇權的概念說

明公司借貸策略，指出即使借貸有利公司於稅務方面利益，限制借貸的策略仍是

合理的。其分析指出廠商的價值由兩部分組成：（1）現有已執行的投資計畫價值

以及（2）未來成長投資機會（investment opportunity）之現值。而未來成長投資

機會可視為有價值的買權（call option），一旦公司決定執行某項投資計畫時，其

實就等於執行了一個選擇權，喪失了等待市場轉變成更有利時再進行投資的機

會，而此時選擇權價值歸零。Myers 並於文中說明一持有風險性借貸的公司將採

取次佳的投資策略，並放棄有價值的投資機會，而此投資機會對公司的市場價值

有正面影響，這樣的說明解釋了風險性負債將降低一持有實質選擇權公司之價

值。 
 

Mcdonald and Siegel（1986）以廠商決定投資興建廠房為例，指出當廠商面

對一不可回復的投資時，由於該投資是不可回復以及可延遲的，所以傳統的 NPV
法則將不適用於決定這類型投資是否立即開發。廠商可藉由等待的方式於未來更

適宜的時機進行投資，以增加投資利益，且若當未來情況轉壞時，廠商可選擇不

進行投資以避免損失，而這種情況可視為廠商持有一美式買權，而該種權利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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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之選擇權價值。其藉由公式推導指出在投資未來利益以及成本符合幾何布

朗寧運動（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的前提下，興建廠房的利益折現值以及

成本折現值之比應超過某一門檻，方值得投資。且藉由參數估計值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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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最佳投資時機。然若按照傳統 NPV 法所做的次佳投資決策（也就是當

NPV＞0 時即進行投資），將可能導致投資價值減損達 10％至 20％。 
 

Mcdonald and Siegel 亦指出投資選擇權價值以及投資門檻將隨著不確定性

增加而增加。這樣的情形導致兩項結果：（1）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導致投資選擇權

價值的增加以及（2）不確定性增加將使得投資門檻上升，因而導致開發時機的

延後。而這些情況亦存在於相反的情況中，也就是於正在進行一投資計畫的廠

商，其面臨何時該放棄該項計畫的情況下，亦有這種選擇權的情況存在。 
 

由前述可知，實質選擇權理論之運用最重要在於該投資計畫具備不可回復性

及可延遲性，且投資者對於未來經濟情況之衡量為不確定，如此方有實質選擇權

理論之適用。由於必須投入大量資金以及具有開發時間彈性，土地開發為一典型

的不可回復性及可延遲性投資，故土地開發中包含實質選擇權意涵在內。 
 

最早將實質選擇權理論運用於土地開發決策的首推 Titman（1985）。其提出

二項式土地評價模型來說明未開發土地的選擇權價值，指出當未來房價不確定性

增加，而其他條件不變下，未開發土地價值將增加，並降低立即開發的吸引力而

導致開發延後。這裡所指的選擇權為空地所有人能夠選擇於未來某時點以某密度

進行土地開發的權利，而非僅侷限現期開發。因此，當未來不確定性愈高時，這

樣的選擇權價值也將隨之增加。因為未來價格不確定性的增加使得於未來的最佳

開發時機與最佳建物面積是不確定的，而這使得現期之最佳建物面積很可能於未

來並非最佳。這樣的分析結果可以解釋為何高度發展的都市區域中某些土地依然

維持空地或低度利用的情形。Titman 於文中並提出方程式證明當單位房價增加，

空地價值也將提升；而利率及租金率增加將使空地價值減少。 
 

隨後 Capozza and Helsley（1990）運用模型推導的方式，於家戶收入、租金、

及地價未來變動皆依循隨機過程的假設下，闡釋於未來確定及不確定的情況下，

都市內及都市範圍外的地價及地租之組成。其研究結果發現：當未來狀況確定

時，都市及非都市地價會包含一成長溢酬。而在未來狀況不確定的情況下，都市

邊緣的農業用地地價將包含其作農業使用的價值、成長溢酬以及選擇權價值，而

成長溢酬及選擇權價值將隨著農地距離都市愈遠而降低。因此若未來狀況不確

定，唯有當都市地租增加到超過農業使用的地租、轉換成本租金、不確定性及不

可回復性租金三者總和時，都市邊緣農地才會轉換為都市土地。其亦指出未來不

確定性將：（1）延遲農業用地轉換為都市土地使用之轉換時機。即使在開發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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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中立的條件下，由於開發機會成本包含了農業用地的選擇權價值，此選擇權

價值將使開發門檻價值較未來情況確定時之門檻價值高，故會延後開發時機；（2）
授予農業用地選擇權價值；（3）縮小均衡城市的範圍；（4）指出於一給定的都市

範圍，一風險較高的都市地帶（不確定性高），都市及農業土地價格將會較高；

而當都市地帶之邊緣為內部決定時，都市土地價值並不會受到不確定性之影響，

而農地地價所受之影響也是很不明確的。 

 

而 Williams（1991）利用公式推導的方式解釋了不動產開發中所隱含的實質

選擇權概念，其認為不動產開發行為中選擇權相關的問題包括最佳開發時機、開

發密度、放棄的最佳時機、產出的開發及未開發地市場價值等問題。因此不動產

開發相關的實質選擇權比其傳統上財務選擇權要複雜許多。Williams 首先假設開

發後未來現金流量以及開發成本隨著時間呈現隨機變動，並藉此推導出最佳開發

時機及最佳開發密度。其結果如同 Titman 之研究，隨著未來不確定性愈高，未

開發不動產價值將愈高且最佳開發時機將往後延。然而，Williams 認為 Titman
等人在模型中假設未開發不動產的淨現金流量恆大於零的假設為不正確。事實

上，由於維持成本（The cost of the maintenance）的存在，未開發不動產淨現金

流量也有小於零的可能性存在。因此，未開發財產所有人除了考慮何時進行開發

以極大化未開發土地價值外，也應該考慮何時「放棄」（Abandon）其不動產持

有，所以不動產開發中同時包含了開發選擇權以及放棄選擇權兩種最佳執行策

略。因此，在加入維持成本考量後，研究結果發現：（1）隨著未來開發成本及開

發利益不確定性增加，將延後開發時機以及降低放棄門檻，也就是風險性未開發

財產將較晚被放棄；（2）當風險調整成長率較大或無風險利率較小時，最佳開發

及最佳放棄門檻較小（也就是開發較早但放棄較晚）；（3）當未開發土地維持成

本較高時，放棄門檻較大而開發門檻較小。最後，規模成本及最大密度較大的話，

放棄及開發門檻會較大。 
 

Capozza and Li（1994）發現已開發財產價值中不僅僅包含不可回復性溢酬，

亦包含了密度溢酬存在，其將開發密度變數代入土地開發決策之選擇權模型中，

該模型除了能夠推得門檻租金外，亦能夠計算最佳開發密度。其研究指出能夠改

變投資密度的能力將提高門檻租金及延後開發決策，且開發密度與開發時機、財

產稅、計畫價值間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存在。在空地轉換為都市土地使用之架構

下，比較靜態分析顯示預期成長率與最佳密度以及空地內含之選擇權價值呈正

比，若資本彈性大於 0.5，高的預期成長將提高門檻租金，但若不確定性很高且

資本產出彈性小於 0.5 時，預期成長率將與門檻租金成反比；不確定性與門檻租

金、最佳密度、空地內含之選擇權價值呈正比；較高的利率將降低門檻租金以及

最佳密度以及空地內含之選擇權價值；建造成本與門檻租金不相關，但與最佳密

度、空地內含之選擇權價值等成反比；資本產出密度與門檻租金成正比，但與最

佳投入密度與空地內含之選擇權價值則可能成正比或反比。此外 Capozza and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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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財產稅對於開發決策並非中立。開發前財產稅降低門檻租金並提早開發時

機；而開發後財產稅增加門檻租金並延後開發時機，兩者皆與開發密度成反比。 
 

Capozza and Sick（1994）研究中將未開發土地實質選擇權模型與競租模型

（Bid-rent model）結合，以探討房地產市場中的風險結構。其假設都市內土地地

租的變動服從「算數布朗寧運動」，並將土地分為都市範圍內與都市範圍外之土

地，利用模型推演分別探討其價值及開發時機。研究結果指出都市土地價格可分

為五部份：農地使用下價值、轉換成本、成長價值、不確定性價值、接近性溢酬。

農地價格則可分為三部份：農地使用下價值、成長價值、不確定性價值，其中選

擇權價值指的是成長價值及不確定性價值兩個部份。 
 

再者 Capozza and Sick 將總風險分為系統性及非系統性風險，且假設風險與

不確定性間有其關聯存在。分別針對地租增加率、風險趨避程度、系統風險及非

系統風險進行敏感度分析。結果發現：（1）於其他條件不變下，地租增加率的增

加將同時提高都市及農業用地的地價；（2）投資者的風險趨避程度增加將降低都

市用地之成長溢酬，因而導致都市及農業用土地價值的下降；（3）在系統性風險

方面，系統風險的增加有兩種效果。一為意味著整體市場風險增加，因此將使農

地轉換選擇權價值的增加；然而，系統風險增加的同時亦會導致都市土地價值的

下跌，建而減少了農地轉換之選擇權價值。而兩種效果之淨效果必須視投資者之

風險趨避程度及農地開發成熟度而定；（4）而非系統性風險的增加並不會影響都

市土地價值，但卻會增加農業用地之選擇權價值，進而增加農地地價。 
 

相較於上述研究中利用 B-S 模型或二項式模型之模型推導方式，Grenadier
（1996）則加入了賽局理論（game theory）的概念，利用公式推導建立有關不動

產開發的均衡執行策略模型，並利用該模型進行不動產市場中開發者行為分析，

並探討不動產開發時機。其首先建立開發領先者及追隨者進行開發之均衡架構，

指出在各種不同市場情況下不同的開發行為，如最初的市場需求狀況會令開發者

選擇不同的開發策略。接者將其模型應用於解釋於一段期間內開發為平均分散或

集中於一點的現象，其靜態分析指出當市場不確定性增加，將導致開發者延後開

發其不動產並且較容易發生開發時間點集中的現象，其並以芝加哥、丹佛等城市

內之開發情況進行觀察，觀察證據顯示符合理論推測。Grenadier 亦針對為何在

市場面臨需求降低及財產價值下跌時仍出現暴量建築（ recession-induced 
construction booms RCB）的不合理情況提出合理解釋，提出了先占（preemption）
的概念來解釋這種現象，並指出當市場不確定性愈高，RCB 發生的可能性亦隨

之上升。Grenadier 在研究最後指出實際的市場狀況通常無法用一個公式就得到

解決。模型中證明不同競爭者所擁有的開發選擇權可能同時或分開被執行，主要

仍視不同的潛在市場條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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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地區，王健安（1999）以實質選擇權的觀點探討都市土地的開發。其

延續 Dixit and Pindyck（1993）等人對於未來經濟情況不確定性的看法，並於公

式推導中加入財務融資成本限制條件，提出臨界融資成本門檻（Threshold）的次

佳開發時機概念，以解釋「都市黃金空地的存在」以及「何以不動產景氣沒有明

顯復甦的跡象，每天我們仍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看到那麼多的推案量」兩種現象。

其並利用數值模擬的方式分析「外部景氣不確定」與「不完全借貸與資本市場具

有外生財務限制」對建商開發行為的影響程度，結果顯示不確定性的增加將提高

建商的投資門檻並延後開發時機，但當開發商面臨成本壓力時，將提早其開發時

機，而上述兩種效果將相互抵銷。於模型推導之理論前提下，其數值模擬結果解

釋了現實生活中「信義計畫區內的黃金空地」以及「為何在市場不景氣的條件下，

市場上仍不斷有推案量推出」等現象，且由於開發機會成本的存在，使房地產景

氣政策中「延長建商建築執照的有效期間兩年」此一方案的有效性受到質疑。 
 

而吳秉蓁（2000）則將實質選擇權概念導入都市更新土地開發決策中，探討

臺灣地區都市更新開發業者的最適開發時機以及建築容積獎勵對開發時機的影

響。其應用實質選擇權的概念建構最適開發時機的模型，並進行個案模擬及敏感

度分析，結果顯示：（1）更新案具選擇權價值，當總收益及總成本比值大於最佳

開發時機的決策準則時，應立即進行開發；（2）建築容積獎勵將增加更新案的開

發利潤，但對開發時機的影響不顯著；（3）房價預期成長、房價標準差增加時，

將延遲更新開發案；而建築成本預期成長、建築成本標準差對開發時機的影響並

不顯著。 
 

在考量投入資本密度為可變動的情況下，Capozza and Li（2002）提出淨收

益呈幾何及不確定成長下之土地開發決策模型，以解釋影響土地開發時機相關因

素。於實質選擇權相關理論中，在不可回復性及未來不確定性等條件下，土地開

發時機將較基於傳統財務模型之 IRR 以及 NPV 法則下所評估之開發時機延後。

Capozza and Li 修改了傳統 IRR 以及 NPV 評估模型，並推導出有關土地最佳開

發時機準則。其結果呈現即使在未來情況確定的情況下，若預期收益流量呈現成

長趨勢，開發計畫依然會延後，而並非於 NPV 大於 0 的時點即進行開發。其次，

Capozza and Li 推導出利率的提高將促進開發，使開發時機提前。直覺上，利率

的增加將提升門檻 IRR 以及投資計畫 IRR，若投資計畫 IRR 的增加幅度大於門

檻 IRR 的增加幅度，利率的提高將促使計畫提前開發。Capozza and Li 在其模型

中指出不確定性並非利率提高情況下促進開發之必要條件，高的成長率已經足以

促使這類情況發生。另外當成長率為正時，高的不確定性增加了促進開發的可能

性，且若成長為零時，高度不確定性仍會造成這種利率對開發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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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仁旭（2005）闡釋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價值之內涵，其利用理論推演以及

數值模擬的方式，將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價值分為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及

時間價值兩部分。其中內含價值為選擇權價值中因預期未來收益成長所產生，而

時間價值為選擇權價值中因未來收益預期波動而產生者，兩者皆導致土地開發時

機的延後。梁仁旭並以時間價值佔選擇權價值百分比以及時間價值佔土地價值百

分比之概念，來解釋為何過去實證研究中所估計之選擇權時間價值比差異巨大之

現象。例如 Quigg（1993）在其實證研究中所估計的 6％以及 Sing and Patel（2001）
研究中所估計之 16～29％，此兩位學者之研究所計算出的選擇權時間價值比之

差異，主要是由於計算基礎不同所導致（Quigg 所使用的時間價值比為土地時間

價值比，而 Sing and Patel 所使用的時間價值比為選擇權時間價值比）。其研究中

並指出於可開發地區愈接近開發成熟階段，時間價值的比值愈低。 
 

總觀上述選擇權理論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學者們多利用模型推導後加以模擬

計算等方式進行研究，藉由放寬模型條件或加入其他變數等方式探討影響實質選

權價值及投資時機之各類變數，例如加入維持成本、開發密度等變數以探討這些

變數對選擇權價值及開發門檻有何影響，以期能藉由這種方式使選擇權評價模型

更能符合現實情況。隨著所欲解決的問題不同，學著們推導出不同結論之選擇權

評價模型以符合各自的研究課題。然藉由上述相關理論文獻回顧可以發現，無論

模型如何推導，皆會呈現兩種相同結果，此結果亦為實質選擇權理論中最重要的

兩項預測：（1）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導致開發門檻上升，因而延後開發時機；

（2）未開發土地價值中包含選擇權價值，而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提高未開發

地之價值。 
 

表 2.1 實質選擇權理論應用於土地開發決策之理論文獻整理 

作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Titman（1985） 

說明未開發土地的選擇權價值，指出當未來房價不確定性增加，而其他

條件不變下，空地價值將增加，並降低立即開發的吸引力而導致開發延

後。 

Capozza and Helsley

（1990） 

利用實質選擇權理論闡釋在未來確定及不確定的情況下，都市內及都市

範圍外的地價及地租之組成。其研究結果發現未來不確定性將延遲農業

用地轉換為都市土地使用之轉換時機，並授予農業用地選擇權價值。 

Williams（1991） 

其將維持成本的概念帶入模型推導中，提出「放棄門檻」之概念研究結

果說明隨著未來開發成本及開發利益不確定性增加，將延後開發時機以

及降低放棄門檻。 

Capozza and Li

（1994） 

從稅率及開發密度之觀點探討農地轉換為都市用地使用之選擇權價值。

研究結果指出能夠改變投資密度的能力將提高門檻租金及延後開發決

策，且未來之不確定性與門檻租金、最佳密度、選擇權價值之變動呈正

比，並指出財產稅對於開發決策並非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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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Capozza and Sick

（1994） 

將未開發土地實質選擇權模型與競租模型（Bid-rent model）結合，以

探討房地產市場中的風險結構。結果發現：在系統性風險方面，系統風

險的增加有兩種效果。一為意味著整體市場風險增加，因此將使農地轉

換選擇權價值的增加；然而，系統風險增加的同時亦會導致都市土地價

值的下跌，建而減少了農地轉換之選擇權價值。而兩種效果之淨效果必

須視投資者之風險趨避程度及農地開發成熟度而定。而非系統性風險的

增加並不會影響都市土地價值，但卻會增加農業用地之選擇權價值，進

而增加農地地價。 

Grenadier（1996） 

將賽局理論（game theory）的概念代入實質選擇權理論中。指出當市場

不確定性增加，將導致開發者延後開發其不動產並且較容易發生開發時

間點集中的現象。並提出「先占」概念來解釋為何在市場面臨需求降低

及財產價值下跌時仍出現暴量建築（recession-induced construction 

booms RCB）現象。 

王健安（1999） 

以實質選擇權的觀點探討都市土地的開發。提出臨界融資成本門檻

（Threshold）之次佳開發時機概念。其研究結果顯示不確定性的增加將

提高建商的投資門檻並延後開發時機，但當開發商面臨成本壓力時，將

提早其開發時機，而上述兩種效果將相互抵銷。 

吳秉蓁（2000） 

將實質選擇權概念導入都市更新土地開發決策中，探討臺灣地區都市更

新開發業者的最適開發時機以及建築容積獎勵對開發時機的影響。指出

建築容積獎勵將增加更新案的開發利潤，但對開發時機的影響不顯著；

房價預期成長、房價標準差增加時，將延遲更新開發案。 

Capozza and Li

（2002） 

研究中探討利率的變動與開發時機間之關係。模型推導指出利率的提高

將促使開發時機提前。 

梁仁旭（2005） 

闡釋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價值之內涵，利用理論推演以及數值模擬的方

式，將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價值分為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及時

間價值兩部分。其中內含價值為選擇權價值中因預期未來收益成長所產

生，而時間價值為選擇權價值中因未來收益預期波動而產生者，兩者皆

導致土地開發時機的延後。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二、實質選擇權理論應用於土地開發決策相關實證研究 

相較於理論方面之研究，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實證面之發展便較為稀少，其性

質多屬單一地區性之研究，例如 Quigg（1993）針對西雅圖地區、Ott and Yi（2001）
針對南卡羅來納州等，而其結果多有差異存在，說明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各地區的

適用程度各有不同，不可以一視之，由此可見若不經實證研究，便無法知道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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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實質選擇權理論之適用程度。而相關實證研究大體來說可分為兩大類，一是

針對土地價值進行分析，以斷定實質選擇權是否有其價值存在，進而增加未開發

土地價值；另外一類則是針對開發時機進行分析，分析是否實質選擇權的存在將

延後開發時機。上述兩類分析結果各有不同，詳述如下： 

(一) 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土地開發方面之實證文獻 

有關實質選擇權理論影響土地開發時機之實證研究，較早由 Episcopos
（1995）提出了隨機衝擊（random shock）實證模型，用來測試市場不確定性的

增加是否會導致具有不可回復特性之投資的減少。Episcopos 在其實證模型中將

影響投資計畫的因素定義為「隨機衝擊」因子，假設這些因子為可觀察，並服從

「幾何布朗寧運動」隨機方程，而這些隨機衝擊因子之變動將會間接影響等待投

資的選擇權價值以及投資時機。研究中 Episcopos 利用 1947 年第一季至 1993 年

第一季的資料，選取了五個變數作為隨機衝擊因子，分別為：實質利率成長率、

個人消費支出、11項領先指標之複合指數、股價指數及物價水準。並且利用ARCH
（1）的方法來估計這五個變數的變異數，以之作為市場不確定性程度的衡量標

準，然後以固定投資變動率為應變數，以市場不確定性、隨機衝擊水準、隨機衝

擊變動長期趨勢、國內生產毛額（GDP）變動率以及無風險利率等為解釋變數進

行迴歸分析。其實證結果發現投資變動率與市場不確定性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表

示市場的不確定性的增加將減少具不可回復特性之投資開發量，並延後開發時

機，此結果符合先前之實質選擇權理論。 
 

於臺灣地區，陳冠華（1999）之研究指出，對於臺灣地區建商來說，取得土

地的成本往往占整體投資成本支出六、七成以上，因此可以預期的是，當「土地

取得」動作納入建商投資行為中時，則取得土地成本勢必對土地開發決策之實質

選擇權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除了傳統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模型外，陳冠華亦

透過「附合選擇權」（compound option）的概念探討建商投資行為發現：當建商

取得土地之成本為沉入成本（sunk cost）時，則其決策標準將較單純考慮開發成

本時更為嚴格。並進一步探討當建商同時面臨房價水準及地價水準不確定的情況

下其取得土地之投資決策，藉由選擇權模型推導說明，在考量了地價不確定性之

後，市場總體不確定性的增加仍將會增加建商投資門檻，因而延後取得土地之時

機，但無法明確判斷房價水準及地價水準個別的不確定性對於門檻價值的影響。

此外，陳冠華並沿用 Episcopos（1995）的概念，將影響土地開發計畫價值的隨

機衝擊因子劃分為「地價中位數」及「預售屋平均房價」，並分別針對純土地買

賣移轉件數及建照面積進行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除了預售屋平均房價變動與純土

地交易登記件數呈現顯著正相關外，市場不確定性並未如預期的與市場投資變動

量呈現反向關係，其係數評估多呈現不顯著的情形。這說明國內建商投資行為過

程只重視房價的變化，並未考慮市場不確定性所隱含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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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1999）亦說明了持有一未開發土地就如同持有一沒有到期日之美式

買權的概念，並使用實質選擇權模型來處理土地最適開發時間點問題。其假設建

物價格及開發成本皆呈隨機變動並建立土地最適開發時機模型。模型呈現當未來

房價變異、未來房價成長率以及未來建造成本變異愈大，延遲開發不動產的價值

將愈大。另一方面，當未來建造成本成長率以及資本成本愈高，延遲開發的價值

將愈小。此外，並以臺北市及臺中市 1972 年 1991 年不動產相關資料進行實證分

析，發現過去幾年開發門檻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延後開發選擇權價值亦隨之增

加，這樣的情況可以解釋為何在都市區域中有許多未開發土地現象。 
 

接著 Capozza and Li（2001）則利用 Capozza and Li（2002）的土地開發模型

以及 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es）生產方程為基礎，進行利率變動對於

不動產開發所造成的影響之實證研究。研究中以 1980 年代美國地區 56 個都會區

之住宅投資市場為研究對象，並利用住宅投資利率彈性表示利率變動所造成的不

動產開發影響。實證結果符合 Capozza and Li（2002）的土地開發模型所預測，

分析顯示利率上升會導致不動產開發增加的情況發生，而不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

並非為一必要條件，高的成長率已足夠促使這種反應的發生。當成長率為正時，

高的成長率變動增加了這種正面影響的可能性，且若成長為零時，高度不確定性

仍會造成這種正面影響。在所有樣本中，25-50％的樣本有利率上升所導致的投

資正面回應。由於各個地區的成長率以及成長率變異不盡相同，因此相同的利率

政策在不同的地區會產生不同的效果，在成長率低及成長變動性低的地區，提高

利率甚至會對不動產投資量產生負面影響，而政府於制定利率政策時必須仔細考

慮其對不動產開發的影響效果，以免發生與預期不符的情況。 
 

此外，Ott and Yi（2001）以南卡羅來納州的資料進行實質選擇權理論之實

證研究工作。根據實質選擇權理論，一空地價值中的選擇權價值隨著未來財產價

值不確定性增加而增加，且未來財產價值的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延後開發時機

（Titman 1985, Capozza and Helsley 1990, Williams 1991）。而理論模型中用來闡

釋不確定性與開發間關係的概念為開發門檻率，當某期投資價值超過開發門檻，

此時方值得開發。而開發門檻率會隨著未來財產價值不確定性增加而增加，也就

是說當未來不確定性愈高，開發機會愈小，不確定性與開發機會呈現反向關係。

Ott and Yi 指出相較於傳統 NPV 模型，實質選擇權模型更指出其他與開發可能性

直接相關聯的變數（例如租金預期成長率、無風險利率、系統風險等等）。而傳

統 NPV 法的觀念認為這些變數僅僅與開發行為呈現間接相關。Ott and Yi 首先利

用供需模型建立供給與需求的函數，指出影響供給與需求間的各種變數。接著利

用迴歸分析進行實證研究，將應變數設為供給變動量（建築面積變動量），而自

變數為生產財貨價格變動量、成本變動量、利率變動量、成長率變動量、系統性

風險變動量、不確定性變動量。實證結果顯示於南卡羅來納州，實質選擇權模型

對於土地開發有很強的解釋力。一般來說，不確定性（volatility）與其他實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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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基礎下之變數對建物供給的影響如同實質選擇權模型所預期，不確定性一單

位標準差的增加將減少 27％商業不動產的新建築。本研究提供了實證證據顯示

實質選擇權基礎變數應當被任何預測未來建築改變經濟模型所考慮在內。 
 
於不動產投資為可延遲的特性下，過去 Hartman（1972）以及 Abel（1983）

等人之新古典理論相關研究指出投資開發與不確定性為正相關，也就是未來不確

定性的增加將增加投資量。但 Patel and Sing（2001）研究中指出 Hartman-Abel
的主張有其問題存在，其忽略了不動產投資決策為不可回復的條件。實質選擇權

理論指出，由於不動產投資決策具有可延遲性以及不可回復性，因此未來的不確

定性將增加等待開發選擇權價值，並提高開發門檻價值使開發時機延後，也就是

現在投資開發量與不確定性為負相關。接著 Patel and Sing 於研究中亦利用

Episcopos（1995）所發展出的隨機衝擊（random shock）因子實證模型來檢驗不

確定性與投資開發間之關係，其利用英國地區 1979 至 1997 年間總體經濟及開發

變動量等資料，針對不動產投資開發的三個主要階段（投資計劃階段、建造階段、

開發後投資階段）之投資變動量及影響投資量之隨機衝擊因子進行迴歸分析。於

投資計劃階段，建造產業、銀行放款利率、不動產投資價值等級等隨機衝擊因子

變動率與計劃申請變動率有顯著的正相關，但這些隨機衝擊因子變數之變異（不

確定性）與計畫申請之變動率為負相關；於建造階段，新建物的興建量變動與原

料成本、財產投資價值兩個隨機衝擊因子變動率呈現正相關，但與這兩個因子之

變異（不確定性）呈現負相關；而在開發後投資階段（例如開發完成後轉換使用

類別、選擇之承租戶結構等），投資決策之變動與財產市場等隨機衝擊因子變動

率亦呈現正相關，但與隨機衝擊因子之變異（不確定性）呈現負的相關性。研究

結果顯示投資決策與不確定性衡量間的負相關性，此發現符合實質選擇權價格理

論，並拒絕了 Hartman-Abel 之新古典理論主張。Patel and Sing 實證結果符合實

質選擇權理論，不確定性增加將增加等待開發選擇權價值並降低現時投資行為。

相對於一較穩定市場，投資者或開發者在不確定性較大之市場情況下會較小心謹

慎進行投資，並降低投資規模。 
 

於不動產交易方面，Cauley and Pavlov（2002）則利用 1985 至 1997 年間洛

杉磯西部之住宅不動產資料及 LSMC（least-squares Monte-Carlo）方法，以選擇

權概念解釋當不動產市場面臨大量負面需求震盪時，其隨後之長期不動產交易及

流動性降低的現象。Cauley and Pavlov 將貸款買屋視為購買一美式買權，頭期款

如同選擇權權利金，每期支付為該選擇權之維持成本，該選擇權執行於賣出該房

子時，而違約時相等於期滿，買方損失限縮在最初的投入。其研究使用 LSMC
（least-squares Monte-Carlo）方法評估了選擇權概念下財產所有者利益之選擇權

價值，指出不動產市場面臨大量負面需求震盪時，當所有權人抵押權以外之財產

價值很低或甚至為負數的時候，等待銷售的價值很可能超越淨維持成本而使財產

所有者採取等待策略。所以，有關財產所有者利益之選擇權價值可能降低對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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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有利的交易之可能性。而當不動產市場處於正面需求動盪時，所有者利益之

選擇權價值將不會阻礙交易的發生。其結果指出所有者利益之選擇權價值能夠解

釋不動產市場在正面及負面的需求動盪下之不對稱反應。 
 

梁仁旭（2003）承續 Capozza and Li（1994）及梁仁旭（2001）有關課稅對

於土地開發影響之相關概念，利用模型推導的方式建立地價稅影響不動產開發的

選擇權模型，並以民國 76 年以來之臺南市五期重劃區內之土地開發相關資料進

行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由於土地開發之不確定性，土地開發時機將延緩；

另就課稅對土地開發時機之影響而言，於開發前、後課徵相同稅率時，課稅對土

地開發仍具中立性；但開發前後稅率不同時，對土地課徵地價稅將會對土地開發

造成影響，而這種效果將因未來市場狀況不確定性的增加而擴大，因此，政府可

以利用課稅方式來影響開發行為以達到調節土地利用之效果。 
 

於加拿大，Bulan, Mayer and Somerville（2004）利用溫哥華地區 1979 至 1998
年間 1214 筆土地開發資料，使用 GARCH 方法來估算各期之收益不確定性，並

運用存活分析中 Weibull 基準危險函數分配及其他分配進行實證分析，來確認未

來收益之不確定性是否會延遲開發。其結果顯示收益一單位標準差的增加將降低

開發機會達 13％，相當於開發後收益價格下降 9％所引發之延後開發效果，且不

論是系統性風險或非系統性風險皆會造成延後開發的效果。接著，Bulan et al.並
分析開發者之間的競爭對開發時機所造成之影響，結果顯示鄰近潛在競爭者的增

加將消去不確定性對開發的負面影響，也就是說，競爭愈強烈，等待開發選擇權

價值將降低，但此等競爭效果並非直接加諸於土地開發時機上，而是藉由消除實

質選擇權之效果來間接地影響土地開發時機。最後，Bulan et al.亦提出實証證據

證明財產預期價格之上升或下降將促進開發活動，此結論符合 Grenadier（1996）
利用賽局理論所提出的價格均衡。 

 

而在近期之研究，Cunningham（2006）則利用美國西雅圖地區房地產相關

資料，藉由存活分析及迴歸方式進行實質選擇權理論相關實證分析，驗證實質選

擇權理論兩項最重要的推論：較大的未來價格不確定性將延後土地開發及增加空

地價值。其研究結果發現充足的證據來支持此一論點，不確定性標準差一單位的

增加降低了 11％的開發可能性及提高了 1.6％的土地價格。這樣的結果符合

Titman、Williams 等人之理論模型，亦為實質選擇權理論適用於土地開發決策提

供了有力的證據。此外，Cunningham 認為隨著距市中心距離改變，各筆土地最

初適宜被開發之時機不盡相同，若將各不同距離之土地放在一起比較，則可能導

致參數估計之偏誤。因此其依據距市中心距離以四英哩為單位將樣本分為六組分

別進行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仍符合實質選擇權理論，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延後開

發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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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土地開發之實證文獻 

作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Episcopos（1995） 

提出隨機衝擊（random shock）實證模型，用來測試市場不確定性的增加

是否會導致具有不可回復特性之投資的減少。其實證結果發現投資變動率

與市場不確定性呈現顯著的負相關，符合之實質選擇權理論。 

陳冠華（1999） 

沿用 Episcopos（1995）的概念，利用臺灣地區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結果顯

示市場不確定性並未如預期的與市場投資變動量呈現反向關係，其係數評

估多呈現不顯著的情況。 

Huang（1999） 

假設建物價格及開發成本皆呈隨機變動並建立土地最適開發時機模型。模

型呈現當未來房價變異、未來房價成長率以及未來建造成本變異愈大，延

遲開發不動產的價值將愈大。並以臺北市及臺中市 1972 年至 1991 年不動

產相關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發現過去幾年開發門檻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延後開發選擇權價值亦隨之增加。 

Capozza and Li

（2001） 

利用 Capozza and Li（2002）的土地開發模型以及 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es）生產方程為基礎，進行利率變動對於不動產開發所造成的影響

之實證研究。實證分析顯示利率上升會導致不動產開發增加的情況發生。

Ott and Yi（2001） 

利用南卡羅來納州的資料及迴歸分析方式進行實證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於

南卡羅來納州，實質選擇權模型對於土地開發有很強的解釋力。不確定性

一單位標準差的增加將減少 27％商業不動產的新建築。 

Patel and Sing

（2001） 

亦沿用 Episcopos（1995）所發展出的隨機衝擊（random shock）因子實證

模型，利用英國地區 1979-1997 年間總體經濟及開發變動量等資料，針對

不動產投資開發的三個主要階段（投資計劃階段、建造階段、開發後投資

階段）之投資變動量及影響投資量之隨機衝擊因子進行迴歸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投資決策與不確定性衡量間的負相關性，符合實質選擇權價格理論。

Cauley and Pavlov

（2002） 

利用 1985 至 1997 年間洛杉西部之住宅不動產資料及 LSMC（least-squares 

Monte-Carlo）方法，以選擇權概念解釋當不動產市場面臨大量負面需求震

盪時，其隨後之長期不動產交易及流動性降低的現象。 

梁仁旭（2003） 

藉由模型推導的方式建立地價稅影響不動產開發的選擇權模型，並以 1987

年以來之臺南市五期重劃區內之土地開發相關資料進行實證分析。實證結

果顯示，由於土地開發之不確定性，土地開發時機將延緩；另就課稅對土

地開發時機之影響而言，當開發前後稅率不同時，對土地課徵地價稅將對

土地開發造成影響，而這種效果將因未來市場狀況不確定性的增加而擴大。

Bulan et al.

（2004） 

採取溫哥華地區 1979 至 1998 年間 1214 筆土地開發資料，使用 GARCH 方法

來估算各期之收益不確定性，並運用存活分析進行實證分析，來確認未來

收益之不確定性是否會延遲開發。其結果顯示收益一單位標準差的增加將

降低開發機會達 13％。 

 
 



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28 

作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Cunningham

（2006） 

利用美國西雅圖地區房地產相關資料，藉由存活分析及迴歸方式進行實質

選擇權理論相關實證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充足的證據來支持此一論點，

不確定性標準差一單位的增加降低了 11％的開發可能性及提高了 1.6％的

土地價格。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二) 實質選擇權理論於未開發土地價值方面之實證文獻 

有關實質選擇權理論於未開發土地價值方面之實證研究，大多以單一地區資

料進行分析。首先，Shilling et al.（1990）使用競價模型（bid-price model）推導

土地選擇權契約價值，模型中假設開發商為風險中立而土地所有人為風險趨避，

並將不動產開發商能夠於未來某時間點購買土地的權利視為一買權，開發商藉以

爭取時間蒐集更多市場資訊或進行融資或等待更適合的土地開發管制規範。理論

模型推導結果顯示土地選擇權契約中時間溢酬為零或接近於零。接著 Shilling et 
al.利用路易斯安那州 1975 至 1983 年的資料進行實證研究，實證結果符合理論模

型之推導，也就是不論是長期或短期之土地選擇權契約，土地選擇權契約中時間

溢酬為零或接近於零。這樣的結果顯示，對開發者來說，土地選擇權契約之意義

僅僅為獲得未來開發基地之控制權；而對所有權人來說，土地選擇權契約之意義

僅為降低收入之風險。 
 
相較於 Shilling et al.之研究結果，Quigg（1993）於其研究中首先針對未來

房價水準及建築成本的不確定性建立未開發土地的價值模型及土地之內含價值

（intrinsic value）模型。接著利用西雅圖地區不動產交易資料以及特徵價格模型

（hedonic pricing model）分別求取 1976 年至 1979 年間西雅圖商店區、商業區、

工業區、低密度住宅區及高密度住宅區等五個區域之房價。Quigg 利用上述模型

及資料分別求取各種土地之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即市場不確定性為零時之

土地價值）以及其選擇權基礎之價值（option-based value），而其結果說明：這些

土地於考慮市場不確定性之後之價值均高於未考慮選擇權之內含價值。而所謂選

擇權溢酬（option premium）則為選擇權基礎之價值減去內含價值所得到的差額，

在本研究中占選擇權基礎價值的 1％-30％不等，平均值為 6％。 
 

Quigg 接著分別以土地市價針對土地內含價值及選擇權基礎價值分別進行

迴歸分析，結果證明並無法單獨以內含價值或選擇權基礎價值來解釋土地市價。

因此，Quigg 再以土地內含價值及選擇權溢酬當作自變數，土地市價為依變數，

再進行一次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內含價值的參數估計接近 1，而選擇權溢酬的參

數估計值則由 0.5 至 1.3 不等，此結果說明選擇權模型對於土地價格有其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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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Quigg 實證的結果，可發現未開發土地確實包含等待選擇權溢酬的價值，

使得未開發土地價值超越其土地本身之內含價值。而藉由將樣本分為數種分區的

作法，可推論未開發土地的選擇權基礎價值將隨著土地所在地區、觀察時間的不

同而產生不同的變化。 
 
而蔡進國（1997）研究指出傳統 NPV 法則由於未考慮決策者的管理彈性，

以至於在評價上忽略了未開發土地中所含的選擇權價值。其分別利用 Quigg
（1993）以及 Capozza and Sick（1994）所推導的模型估算未開發土地的價值，

並將之與傳統以「收益還原法」、「土地開發分析法」所估算之土地價值進行比較。

運用兩個實際案例資料所計算出的結果顯示，在考慮了土地延後開發的選擇權價

值後，未開發土地之價格將高於運用傳統方法所估計之價格，證明了未開發土地

中的確包含了選擇權價值。其次，作者亦針對各項影響價值之變數進行敏感度分

析，結果發現房價水準及開發成本兩項因素對未開發土地價值的影響程度將遠高

於市場不確定性程度之影響。 
 

然而，蔡進國的研究中雖然呈現未開發土地具備可延遲開發之等待選擇權價

值，但其亦指出上述情況的前提必須是房屋價格或房價比率尚未達到最適開發時

機的「門檻價值」；當市場房價一但超過門檻價值，土地應立即進行開發，而不

應該再視為未開發土地，此時之土地價值應等於運用傳統評估模型所估計之價

值。且根據其研究中之敏感度分析顯示，房價成長率之不確定性之增加雖然會使

得未開發土地價值上升，但當達到最佳開發時機後，未來之不確定性增加，土地

價值反而減少。 
 

接著 Sing and Patel（2001）延續 Quigg（1993）的研究，利用英國地區 1984
至 1997 年間 2286 筆已開發財產交易資料，進行等待開發選擇權相關實證研究。

其依循 Quigg 的方式，但將開發成本變動視為非隨機變動，僅假設開發收益為隨

機的情況下，以選擇權價值變異數為零時之價值為土地內含價值的方式，推估選

擇權溢酬。其結果顯示平均選擇權時間溢酬佔不動產價格比於辦公室種類中為

28.78％、25.75％於工業類別、而在零售業類別中佔 16.06％。其亦利用迴歸方法

檢視基於理論模型下所評估之土地價值與市場價值間之關係，結果顯示在對數的

形式下，兩者有很強的關連。 
 
於香港地區，Leung and Hui（2002）指出在過去 20 年，選擇權評價方法已

經成功的應用於財務及投資面的評價。然而，於不動產投資領域，選擇權理論仍

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方法，因此 Leung and Hui 將選擇權理論應用於不動產開發計

畫的評價上，其利用案例分析的方式，以 Trigeorgis（1991）所提出用來評價複

合選擇權之二項式選擇權評價模型為基礎，針對香港迪士尼樂園之開發進行評價

分析。其將香港迪士尼樂園開發計畫中所隱含之選擇權種類分為轉換使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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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擴張、策略選擇權等四項，並於未來經濟情況不確定以及開發後現金流量不

規則變動之情況下，藉由二項式選擇權評價模型針對包含各種選擇權之香港迪士

尼樂園投資計畫予以評價。結果顯示各種選擇權的存在將增加計劃價值，但若將

各種選擇權綜合在一起考慮，則其效果並非單純的加總，也就是說各不同類型選

擇權間會有相互影響之情況存在。Leung and Hui 之研究成果顯示在評估不動產

開發計畫價值時，選擇權理論評價模型優於香港政府所使用之傳統 NPV 方法。 
 
而 Gillen（2004）於其研究中，測試了實質選擇權理論基礎下有關財產價值

之論點。不動產實質選擇權理論相關研究中將擁有一塊未開發土地視為持有一買

權，履行價為建築成本，財產價格為賣出開發後資產價值，利潤為兩者間差異，

而未來不確定性的提升將增加未開發地價值並延後土地開發時期。Gillen 首先運

用一簡單二期模型推導出未來不確定性增加將導致未開發地價值隨之增加，並利

用美國費城地區 1980 至 1996 年間未開發地交易資料及特徵價格模型，建立費城

地區 1980 年至 1996 年之未開發土地價格指數觀察未開發土地價格變動情形。由

於分區管制限制了土地開發之密度以及種類，其研究將放寬分區管制視為未來不

確定性的增加，將研究期間分為放寬分區管制前即放寬分區管制後兩時期，並以

1985 年第二季為分隔時間點進行迴歸分析並建立假說。結果顯示管制放鬆後未

開發地價值將永久上升，而這樣的土地價值增加並非僅源於經濟成長導致，而是

源於不確定性的提升；另外，放鬆管制後（代表的是未來不確定性增加）亦會提

升未開發土地價值之變異。實證結果如同理論模型所預測，並解釋了為何費城地

區於 1980 年代仍存有許多空地的情況。 
 

Gu and Cannaday（2004）則指出土地開發選擇權賦予土地所有人於法規限

制下選擇最適開發時機、規模及開發方式的權利，由於這些權利為權利人帶來正

面利益，因此這些權利有其價值存在。基於這樣的觀點，Gu and Cannaday 利用

伊利諾州 1986至 1997年間 605筆未開發土地及已開發土地與其上建築之房屋之

正常交易資料，建立特徵價格模型以求得土地開發之選擇權價值。其模型藉由將

選擇權價值獨立設為虛擬變數的方法，求出未開發土地中所包含的選擇權價值為

空地買賣價值的 32％。比較特別的是，Gu and Cannaday 於模型中另考量了基地

面積以及不確定性對選擇權價值之影響，其假設基地面積的邊際報酬呈遞減情

況，並假設愈早購買基地所面臨的不確定性愈大。迴歸結果顯示，隨著基地面積

增加，選擇權價值的增加率呈現遞減的情況；當不確定性或風險增加時，選擇權

價值增加率呈現遞增的現象。 
 
於臺灣地區，梁仁旭、陳奉瑤（2005）以實質選擇權概念為基礎，先藉由數

理推演建立土地開發選擇權價值之理論模型，接著參酌 Gu and Cannaday（2004）
之實證方式，以臺南市 2004 年度已開發及未開發不動產交易價格資料，採特徵

價格法建立不動產特徵價格模式，以推估選擇權價值。其模型中除了土地及房屋



                                     實質選擇權對土地開發時機及其價值影響之實證研究 

 31

特徵外，尚加入了選擇權價值之虛擬變數以探討臺灣不動產市場實質選擇權權利

價值佔不動產價值之比重。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未開發土地中之選擇權價值約佔素

地價值之 11.12％，與實質選擇權相關文獻中所估計之價值相去不遠，但與其他

實證研究中所估計之土地開發選擇權價值仍具相當差異，顯示依地區及使用類別

的不同，實質選擇權價值佔未開發土地價值的比重仍將不同。 
 

表 2.3 實質選擇權理論於未開發土地價值之實證文獻 

作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Shilling et al.

（1990） 

使用競價模型（bid-price model）推導土地選擇權契約價值，理論模型推導

顯示土地選擇權契約中時間溢酬為零或接近於零。接著利用路易斯安那州

1975 至 1983 年的資料進行實證研究，實證結果符合理論模型之推導土地

選擇權契約中時間溢酬為零或接近於零。 

Quigg（1993） 
利用西雅圖地區不動產交易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未開發土地確實

包含等待選擇權溢酬的價值。 

蔡進國（1997） 

分別利用 Quigg（1993）以及 Capozza and Sick（1994）所推導的模型估算

未開發土地的價值，並將之與傳統以「收益還原法」、「土地開發分析法」

所估算之土地價值進行比較。運用兩個實際案例資料所計算出的結果顯

示，在考慮了土地延後開發的選擇權價值後，未開發土地之價格將高於運

用傳統方法所估計之價格，證明了未開發土地中的確包含了選擇權價值。

Sing and Patel

（2001） 

使用英國地區 1984 至 1997 年間 2286 筆已開發財產交易資料，進行等待開

發選擇權相關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平均選擇權時間溢酬佔不動產價格比約

在 20％上下。 

Leung and Hui

（2002） 

利用案例分析的方式，針對香港迪士尼樂園之開發進行評價分析。結果顯

示各類型選擇權的存在將增加計劃價值，且於評估不動產開發計畫價值

時，選擇權理論評價模型其實是優於香港政府所使用之傳統 NPV 方法的。

Gillen（2004） 

首先運用一簡單二期模型推導出未來不確定性增加將導致未開發地價值隨

之增加，並利用美國費城地區未開發地交易資料及特徵價格模型進行分

析，迴歸結果顯示不確定性的提升將導致未開發土地價值永久提升。 

Gu and Cannaday

（2004） 

利用伊利諾州 1986 至 1997 年間 605 筆未開發土地及已開發土地與其上建

築之房屋之正常交易資料，建立特徵價格模型以求得土地開發之選擇權價

值。求出未開發土地中所包含的選擇權價值為空地買賣價值的 32％。當不

確定性或風險增加時，選擇權價值增加率呈現遞增的現象。 

梁仁旭、陳奉瑤

（2005） 

以臺南市 2004 年度以開發及未開發不動產交易價格資料，採特徵價格法建

立不動產特徵價格模式，以推估選擇權價值。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未開發土

地中之選擇權價值約佔素地價值之 11.12％，與其他實證研究中所估計之土

地開發選擇權價值具相當差異，顯示依地區及使用類別的不同，實質選擇

權價值佔未開發土地價值的比重將有所不同。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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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觀之，可了解實質選擇權理論為土地開發者進行投資決策時所

必須考量的重要觀點，且各不同地區之實質選擇權影響程度亦有不同，若非實際

觀察當地情況，無法斷定實質選擇權理論於各地之適用程度。於英、美等許多地

區之實證結果多顯示，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導致投資開發計畫選擇權價值上升

並延後開發時機。然而於臺灣地區，針對土地開發實質選擇權之相關實證研究不

僅數量稀少，甚至若干分析結果顯示不顯著的情況存在於臺灣不動產市場中。究

竟臺灣之土地開發決策情形是否適用實質選擇權理論予以解釋，有待進一步確

認。 
 
此外，就開發者而言，土地開發決策過程為具有時間性質之動態過程，開發

者從空地適合開發時便進行考慮，直至決定進行投資開發時為止，這段期間可稱

為開發者進行考慮的期間，開發者理應會考量這段期間內各時期之影響變數，以

做出最佳決策。由此可知土地開發決策必須經歷一段動態的決策過程，而過程中

各項會隨時間改變之變數皆為開發者考慮是否開發之重點。唯綜觀過去有關實質

選擇權理論應用於土地開發時機之實證研究，其大多以靜態之迴歸模型進行研

究，所謂靜態模型，指的是此類研究多以分析各期之投資變動率與該期之不確定

性間關係，並藉分析結果判斷實質選擇權理論影響開發者投資決策之效果。由於

土地開發決策為一動態過程，開發者不可能只考量單一時期之不確定性即做出決

策，因此欲使用迴歸模型進行相關分析，似乎無法完全考量開發者實際所面臨的

動態情況，而可能導致實證結果不符合實際情況的現象發生。此外，於理論分析

架構下，土地開發決策中存在之實質選擇權，其影響的是個別開發者之決策行

為，此時若以總體資料進行迴歸分析，再就分析結果解釋開發者之決策行為，我

們不能說這樣的分析方式不對，但其用於解釋理論的證據並非那麼直接。 
 
由於土地開發決策為經歷一段時間之動態過程，因此本研究擬參考

Cunningham（2006）的方式，以動態之存活分析進行土地開發時機方面之實證

研究，藉以改進過去多數研究所採用的迴歸分析方法，將本來以一個時間點為一

樣本之傳統靜態迴歸分析方式，改為觀察各樣本於各自存活期間內所面臨之各時

期變數與其存活期間之關係，相較過去之迴歸方式，可較直接且適當地探討不確

定性對土地開發時機之影響；至於不確定性對於未開發土地價值的影響部分，則

以迴歸方式探討，以釐清實質選擇權理論於臺灣地區的適用性。並進一步分析各

地區於不同價格不確定性程度市場條件下，未來不確定性對土地開發及未開發土

地價格所造成之影響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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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透過實質選權理論，可得知於未來不確定市場下，一項具備不可回復性及可

延遲性之投資行為中投資彈性的價值。開發商可以選擇「等待」以獲得更多市場

資訊、「擴張」以增加利潤空間或是「放棄」以降低損失。由於土地開發行為乃

是一項典型具備「不可回復性」及「可延遲性」之投資行為，因此並不適合利用

傳統 NPV、IRR 等法則進行評估分析，一項加入管理彈性概念之實質選擇權理

論將較適合用於這類投資計畫之評估當中。 
 

將實質選擇權理論應用於土地開發決策行為之研究已發展二十餘年，這段期

間中，實質選擇權架構下之理論模型不斷被推出以進行不同課題之研究。然而於

為數眾多的理論研究中，雖然各針對不同課題提出不同看法，但均指出相同的兩

項推論，也就是於理論模型推導下，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提高投資計畫價值並

延後開發時機。 
 

由相關文獻回顧可知，實質選擇權理論似乎為土地開發者進行投資決策時所

必須考量的重要觀點，且各不同地區之實質選擇權影響程度亦有不同，因此針對

不同地區之實證研究當屬必要。然而相較於理論方面之研究，相關實證方面之研

究在數量上便顯得較為稀少（Lucius, 2001），特別是在臺灣地區。且就開發時機

之實證研究而言，臺灣地區之相關實證研究多利用靜態迴歸模型進行分析，而若

干分析結果顯示不顯著的情況存在於臺灣不動產市場中。究竟臺灣之土地開發決

策情形是否適用實質選擇權理論予以解釋，有待進一步確認。因此本研究改進過

去多數研究所採用的迴歸分析方法，改採動態之存活分析，進行各樣本存活時間

與存活時間內各項變數間關係之研究，探討實質選擇權理論中最重要的推論：亦

即未來不確定性的增加將延後開發時機。此外於不確定性影響未開發土地價值部

分，則以迴歸分析方式進行探討，藉以釐清實質選擇權理論於臺灣地區的適用

性。並進一步分析各地區於不同價格不確定性程度市場條件下，未來不確定性對

土地開發及未開發土地價值所造成之影響效果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