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文獻探討方面，首先針對泡沫化的定義進行相關文獻說明，其次為影響泡

沬因素之探討，接著比較基要價值的相關假設，最後對於衡量泡沫之研究方法

加以探討，進行文獻評論。 

第一節 泡沫化之相關理論 

  自 1990 年代以來，泡沫經濟成為民眾所畏懼的現象；在資訊不對稱的情況

下，買賣雙方對未來所預期的看法不同。當有過多的非理性投資者認為未來的

價格會更好，不計成本的大量買進或擠入市場，使得市場上需求大於供給，造

成資產價格不斷被哄抬，產生異常上升之現象，則景氣反映出不合理的繁榮現

象，如同色彩繽紛的泡泡快速地出現在空中。然泡泡所停留的時間極為短暫，

當市場上被炒作的需求不再，價格立即下滑，泡泡也隨之消失無蹤。因此，泡

沫一詞經常被用來形容經濟現象的興衰變化，過去相關文獻經常從股價、黃金

價格、物價、匯率等資產上研究泡沫現象。 

  關於泡沫化的定義，Stiglitz(1990)表示當投資者預測未來可用更高的價格

出售資產時，會使資產的價格增加；假使純粹因投資者相信明天可出售的價格

較高而使得今天價格上升，亦即當基本因素不符合現值時，則存在泡沫化。

Kroszner認為資產價格泡沫是「市場中表現出錯誤的資產價格」 11 ，

Kindleberger(1987)更進一步表示，泡沫成分使價值增長的速度高於由市場基值

(Market Fundamental)解釋的能力。而Ferna´ndez-Kranz和Hon(2006)認為泡沫化

是由異常的需求波動造成價格異常的上漲，使資產價格高於基本價值的現象。

因此為探究泡沫現象，須了解背後異常的需求波動為何。一般來說，泡沫現象

被認為是過度的投資所引起，亦即受到回饋理論(Feedback)影響。Shiller(2002)

提到最常見的回饋理論是基於「調節預期心理」。舉例來說，先前的價格上漲會

刺激投資人預期未來價格會繼續加強，而回饋機制開始運作，於此，投資人會

大量進入市場，使市場需求量增加，進而帶動價格高漲；另一種回饋理論是投

資人因為股價走高而信心大增，「調節性預期心理」及「投資人信心」在股市扮

演重要角色。另外，存在養成習慣理論，對股市可能產生乘數效應；亦即當股

價愈高，社會大眾會逐漸習慣愈來愈高的消費水準因而造成價格愈益上漲的趨

                                                 
11 R. S. Kroszner：Assset Price Bubble, Inform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W. C. Hunter, G. G. 
Kaufman, M. Pomerleano (eds.),op. cit., p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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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因此回饋理論對市場有正面力量之影響，亦影響泡沫經濟之存在。另外，

Shiller也提到消費者物價指數上升促使價格全面上升，可抵消任何投機市場的

跌幅。通貨膨脹掩蓋投機資產價格下跌的事實，讓人以為價格只漲不跌，住宅

價格就是最好的例子。 

  而對於房地產泡沫形成的條件除了受人們的樂觀預期影響之外，亦與交易

成本的降低相關。因為交易成本的降低代表獲取的利潤會增加，因而吸引更多

人進入市場產生投機活動。此外，銀行貸款的支持更是扮演重要角色，當貸款

門檻降低，會放大民眾之購屋能力，使多數人進入市場帶動價格上漲。但就另

一方面而言，林祖嘉(2007)提及泡沫形成之要件為經濟體系先有一段期間之繁

榮，並要有充分的流動性資產支持，像是貨幣數量、外匯存底等；另外，在市

場資訊不充分的情況下，大多數的投資者易盲目地進行投機行為，在這些條件

之下促使資產價格不斷的往上推升。而泡沫現象就是自我實現預期

(Accumulation of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的累積結果。因此泡沫經濟是在一個

大環境市場偏好之情況下，投資人過度樂觀看好未來發展所產生的情況。 

  此外，根據不同學者之研究更將泡沫分為不同種類，首先由 Blanchard 和

Watson(1982)將泡沫分為確立型泡沫 (Deterministic Bubble)與隨機型泡沫

(Stochastic Bubble)。確立型泡沫是表示泡沫會隨時間增加而永不破裂成長，然

此種現象不可能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而隨機型泡沫代表泡沫的存續期間以及

偏離價格程度之規模大小會不定期的調整，且泡沫破裂之可能性也無法預期，

不像確立型泡沫永無止盡的成長。之後 Hamilton(1986)根據基要價值模型之推

論，並考慮遺漏變數下，進一步將泡沫分為破滅型泡沫(Collapsing Bubble)及連

續再生型泡沫(Continuously Regeneration Bubble)，然在其假設條件之下，無法

區分價格波動之來源是受基要價值影響或是泡沫所影響。而 Blanchard 和

Fisher(1989)將泡沬之發展過程分為永恆擴張型(Ever-Expanding Bubble)爆炸型

(Bursting Bubble)與消滅型(Eliminating Bubble)等三種型態。就泡沫形成的原因

而言，Floot 和 Obstfeld(1991)將泡沫本身受到基要價值所影響之稱為本身泡沫

(Intrinsic Bubble)，相較於泡沫受外來因素所影響者稱之為外來泡沫(Extrinsic 

Bubble)。然以上不論是何種分類，在研究上的界訂都存在灰色地帶並有其研究

限制，因此難以統一認定現在發生之泡沫是屬於何種泡沫種類，但多數研究都

是以討論隨機泡沫為主。 

  簡言之，泡沫的討論即在於研究資產價格的變動情況(Stiglitz，199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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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Blanchard 和 Fisher(1989)對資產價格的定義，資產價格是由基要價值與資產

泡沫兩部分組成，透過資產價格與基要價值的差異，便可計算出資產泡沫。綜

上所述，各學者對於泡沫的定義，皆同意泡沫化是在大眾過度預期未來會增值

下，造成價格短期升高偏離由基值所決定的均衡價值，使價格產生大起大落的

現象。儘管泡沫化的表徵為價格高漲，但價格高漲不代表泡沫化的產生，由於

難以分辨其價值的增長是源自於基值改變或是不合理的經濟行為，且學者對於

基要價值的定義不同，使得泡沫化的研究相當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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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房價泡沫化之因素探討 

  以房地產市場來說，供給在短期內受到限制，因此短期間內價格上升的因

素主要受需求面所影響。且資產泡沫化是指短期內，價格受異常需求影響而高

漲，因此泡沫價格的存在可從短期影響需求面之因素得知。 

  Krainer(2003)表示可從使用者成本(User Cost of Housing Capital)去分析市

場的需求量。使用者成本可被解釋為投資成本，亦即在同一期間內再多投資ㄧ

間房子的成本。對於投資者而言，影響因素為稅後貸款額及其個人預期未來的

增值之想法。由於利率上升會增加投資成本促使需求量下降；反之，利率下降

減少投資成本使需求量上升；另一方面當預期未來會增值，則會減少其投資成

本因而增加需求量，反之則否。而眾多相關文獻皆表示，泡沫經濟的因素受到

市場上利率所影響(Tuccillo，2003；Joyner，2005；Ratajczak，2006；Mints，

2007)，其中，Schiller(2006)表示芝加哥官員 Richer Rosen 估計如果貸款利率上

升一個百分點，後續的一年內實質房價將下跌百分之六，若上升約兩個百分點

將會是兩倍以上的衝擊，造成一年內房價下跌約百分之十五。另外，就個人預

期未來增值而言，投資者會從過去的房價資訊來預測未來房價趨勢，亦即由過

去房價之增值狀況可預測未來增值情形 (Clayton，1996)，且 Hamilton 和 

Schwab(1985)表示房價之波動在短期之內有正相關影響，Case 和 Shiller(1989)

更提及延期的增值率(The Lagged Appreciation Rate)是最明顯構成泡沫的因素。 

  另一方面，黃佩玲(1994)研究房價與總體經濟變數之關係發現，住宅價格

自身的影響程度僅占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被其他的總體經濟變數所影響，顯

示住宅價格受總體經濟變數的影響相當大，這些總體經濟變數包含工資、物價、

所得、貨幣供給額、股價、匯率及利率等。且回顧國內房價在 1973 年、1978

年、及 1988 年三次的上漲皆受總體經濟影響所致。吳森田(1994)、Chen 和 

Patel(2002)表示 1972 年及 1978 年的房價上漲是受到經濟成長而引起投資需

求；而在供給上則是因為石油禁運造成建材等原物料上漲所致。且在當時較高

的通貨膨脹率推動之下，房價隨之升高。而 1988 年的房價則是因為台幣升值、

外匯管制以及貨幣政策寬鬆等，引起大量的投資需求進而促使價格上漲(林秋

瑾，1996；彭建文，2000；Chen 和 Patel，2002)。由此可知，泡沫經濟的發生

與總體經濟變數相關，像是因通貨膨脹，物價指數的上揚或是貨幣供給額過多

導致游資氾濫，使資金大量的進入股市以及房地產市場，引起市場上的需求量

異常大增迫使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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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房價與總體經濟變數在長期下具有一致性的走勢，透過因果檢定

可知相互間之關係。黃佩玲(1994)由因果關係檢定與分析中，得到股價、物價、

匯率、貨幣供給額及利率均能做為住宅價格變動的領先指標。而 Hui 和 Yue(2006) 

從房價與總體經濟變數之關係，實證結果表示上海有房市泡沫化的跡象，而此

時從房價與總體變數的關係發現股價領先房價走勢，此隱含著短期的需求會受

到股市上漲所影響。另外徐滇慶(2006)，于宗先、王金利(1999)皆表示泡沫經濟

主要發生在房地產市場及股票市場上；兩者之間相互影響，任一方的變動會同

步影響另一方。若人們在購買住宅時，存在相當高的投機心態，則其投機心態

之強弱與前期股市狀況相關。假使前期股市飛漲，就會吸引更多人購買房地產，

推動房價加速的上昇，因此從股市的變動可反映出房價之起伏。 

  綜上所述，泡沫的形成主要受貨幣供給額、物價上漲、股價、利率及房價

成長率所影響。透過這些經濟面的訊息可找到泡沫價格變動的答案，並從這些

變數可窺見泡沫危機，使泡沫價格還未擴大造成破裂前，政府及民眾已掌握資

訊，可提前做好因應對策，使房市能健康成長，民眾能依其能力安心購屋，達

到居者適其屋之住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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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要價值之認定 

針對泡沫經濟現象，相關文獻表示泡沫化是大眾對於房價未來會增值的過

度預期下，所造成價格短期升高偏離基值的現象，亦即在理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假設下，市場價格會遵循基值變動，但是資產價格的變動又會受

到自我實現 (Self-fulfilling)因素的影響，以致市場價格偏離基值 (Flood 和

Hodric，1986；Diba 和 Grossman，1988；Krainer，2003)。因此，欲分析市場

資產價格泡沫化現象，首要定義何謂基要價值，而後討論檢驗泡沫之方法。而

關於基值的定義可分為三類說法，ㄧ是資產現值模型 (Stiglitz，1990；Hamilton，

1985；Bjorklund 和 Soderberg，1999…等)。二是房價基值的變動率受總體經濟

因素影響(Abraham 和 Hendershott，1996； Bourassa, Hendershott 和 Murphy，

2001)。第三是家戶可支配所得為基礎的基值模型(Black, Fraster和Hoesli，2006)。 

(一)資產現值模型 

  國外學者對於資產泡沫化的研究豐富，其中認為基要價值符合現值模型者

居多。如 Bjorklund 和 Soderberg(1999)以淨現值法(NPV)為基礎，視房價基值為

預期收入與房價變動之加總再除以投資報酬率，以此進行泡沫的檢定。Chan, 

Lee 和 Woo(2001)將資產視為投資財，認為資產價格由基要價值、理性泡沫及

配置錯誤(Misspecification Error)所組成，並定義基要價值為預期未來租金收入

折現後之現值，使用 GMM 估計迴歸模型，研究結果顯示香港房市 1990 至 1992

及 1995 至 1997 年間有泡沫存在。   

  國內房市泡沫化的相關研究早期有周世賢(1994)假設不動產市場為效率市

場，使用與股價相同的套利關係及 ARIMA 模型建立不動產未來收益模型估計

房價基值，並從線性迴歸模型中透過 RESET Test 及 Difference Test 檢定出台北

市的預售屋市場在 1990 年至 1994 年間可能存在泡沫化現象。林祖嘉、林素菁

(1995)利用房價與租金的現值模型，在隨機折現因子的假設下，建立房價基值，

並針對房價－後期租金比(房價租金比)進行單根檢定，以此方法檢驗台灣地

區、台北市、高雄市住宅價格的泡沫現象，實證結果表示台北市成屋市場在 1987

至 1993 年應存在泡沫現象。然單根檢定只能測試出價格的穩定性與否，無法預

測泡沫價格偏離基值的規模大小。 

Smith，Smith，Mayer and Shiller(2006)表示測量泡沫的方法應該是比較真

正的房價及其被視為投資財時的價格，因而認為住宅價值如同債券、股票般，

透過現金流量可從預期購買者的必要報酬折現計算基值，亦即使用淨現值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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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要價值，而從計算購屋者的保留價格(Reservation Price)與市價的差異率便

可得知房價是否有溢價或是折價情況，並了解是否存在泡沫化現象並確實計算

泡沫價格比例，實證結果顯示出美國十大都會中 San Mateo 房市似乎有泡沫化

現象。另外，Xiao and Tan(2007)將資產現值模型應用於狀態空間模型中，透過

卡門濾波法，檢測泡沫現象，實證發現香港房市於 1980 至 1990 存在合理的投

機泡沫。 

就理論上而言，房價過高會造成購屋者負擔能力下滑，因而在理性行為的

選擇下，購屋者會轉向成為承租者，使得租屋市場熱絡再間接影響租金之調升。

因此，「房價租金比」可表現出房價與租金存在長期的穩定關係。在理性預期理

論的基礎下，透過租金收益還原的折現方式計算基要價值，是最常使用的房價

估計法。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租賃市場發展較不完善，例如，租約期限造成

租金僵固性問題，使租金落後於房價；出租住宅需求者動機單純，租金反應自

然較不敏感(Lin，1993、李如君，1997)。此外，又有很多房東隱匿租金收入未

報等情形，因此台灣政府所公告之租金指數是否真能以資產現值模型反映房價

基要價值，值得懷疑。 

(二)房價基值的變動受總體經濟因素影響 

此概念隱含著房價的基要因素由影響住宅價格的總體因素所組成12，亦即

從市場供需面中挑選適當變數做為基要價格因素，如Hui and Yue(2006)先使用

共積檢定測試總體經濟變數與房價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並透過因果關係

(Granger causality)檢定及衝擊反應函數(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方法來

檢驗房價是否有偏離基要價值的趨勢，最後從市場供需面建立房價與總體因素

相關的經濟模型，計算出香港於 1990 年至 2003 年的住宅價格泡沫變動情形。 

Bourassa, Hendershott, and Murphy(2001)認為房價增漲率受到結構成本、就

業率、薪資、人口及稅後利率等經濟變數所影響，且房價增值率亦受本身的落

後期數所影響，而作者將落後房價增值率視為泡沫的始作俑者，將基本的線性

迴歸模型進行修正，類似誤差修正模型(Error Eorrection Model)實證出紐西蘭主

要城市的泡沫價格比例。Case and Shiller(2003)比較美國各州的房價所得比後，

將變異最大的八個地區分別對房價、房價變動率及房價所得比進行線性迴歸及

                                                 
12總體因素如結構成本、就業率、薪資、人口、稅後利率、可支配所得、國民生產毛額、股價

指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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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數線性迴歸，了解個別的基要因素對其影響程度大小，實證結果顯示這些地

區的所得對於房價解釋具有正面影響，且藉由迴歸所得之預測值與真實價格進

行比較呈現出無法拒絕泡沫存在假設。此外，作者進一步的使用問卷調查購屋

者行為，分析發現購屋者有強烈的投資動機且皆預期未來價格會持續上升，諸

多的結果表示出在 1988 年有泡沫現象存在的證據。另外，國內的張金鶚、楊宗

憲(1999)其認為房價基值受總體因素影響，因而建立總體住宅市場價格變動的

理論線性迴歸模型，使用台北市成屋的住宅價格估計基值及價格泡沫，實證結

果顯示台北成屋市場在民國 76 年以前不存在價格泡沫，而在景氣復甦後的民國

78 年價格泡沫達最高峰，儘管此研究計算出泡沫價格，但其選取之變數皆不顯

著，因此模型的設定有待疑慮。 

  儘管房價與總體經濟之關係密切，且有眾多的總體經濟因素影響房價，但

因基要價值無法觀察，故難以藉由少數的總體資料變數作為全部基要因素的代

表。且若假設基要價值是由部分變數所組成，則透過廻歸關係僅能分析變數與

房價之相互關係，無法說明泡沫與變數間關係；另一方面，迴歸殘差包含模型

設置錯誤(Misspecification)的可能性存在，使泡沫價格的衡量結果有誤。 

(三)家戶可支配所得為基礎的基值模型 

  住宅對大部分的購屋者而言是做為居住使用的消費財，而所得是考量購屋

的先決條件，故傳統上認為在長期均衡下，房價與所得之增長速度應為一致，

所得提高可帶動房價上升，「房價所得比」應為穩定的數值。當房價高漲會造

成此比值的急速攀升，背後隱含著消費者需要花費更長的時間累積資本購屋，

消費者的購屋能力下降。因此，以動態的角度來觀察房價所得比，房價所得比

之變化率是衡量泡沫經濟的一個重要指標。當房價漲幅較所得快，以長期來看，

是房地產市場出現違背常規的運動。為此，Black, Fraster and Hoesli(2006)以可

支配所得為基礎建構時變現值（Time-Varying Present Value）模型，進行基要

價值的推估，並由基要價值與市場價格的差異，計算英國住宅市場泡沫價格的

比例。 

  Ferna´ndez-Kranz and Hon(2006)以住宅需求彈性為主要對象，分別使用時

間序列資料以及橫斷面資料計算所得彈性，其假設房市泡沫化的產生是受到房

市短期投資需求動盪所影響，故由房價所得比推估房價長期的均衡基準，然實

證結果發現所得與投資需求無顯著相關。且時間序列的所得彈性較使用橫斷面

資料所得的結果值較高。另外，作者從住宅消費者需求模型推估中適當的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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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額，將其預測值與市價比較差異且試算泡沫價格比例。研究結果發現西班

牙於 1998 至 2003 年的房價支出高於長期均衡水準，表示有泡沫化存在的現象。 

(四)其他 

Roche(2000)透過由 Norden(1996)所發展的機制轉換模型(regime-switching 

model)，檢驗受非基要價值(non-fundamental)所影響的房價投資報酬變化，實證

結果發現都柏林的房價中有投機性泡沫存在的證據。 

  就台灣而言，住屋市場的自有比例相當高；換言之，民眾的所得皆能去支

付房價，儘管是透過貸款支付房價，民眾也必須從本身的所得去支付貸款額。

因此理論上，家戶所得之成長速度應與住宅價格之成長有一致性。另外，就日

前的美國次級房貸泡沫現象而言，正是因為銀行大量進行放貸作業，造成泡沫

危機，因此若房價成長與所得成長不一致，代表民眾多透過貸款機制進行購屋，

使房市景氣產生看似價量齊揚的泡沫。為此，本文認為所得是研究泡沫的重要

指標，透過「房價所得比」之變動可觀察房價泡沫化現象。過去相關文獻中，

多從房價租金之相互關係去探討泡沫問題，少以房價與所得之關係去分析泡沫

化問題，為了建立適合研究台灣房市泡沫化現象之模型，故本文分別從房價與

租金及房價與所得之相互關係建立基要價值之理論模型，從不同角度下比較所

觀察房價之高漲是否為泡沫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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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衡量泡沫之研究方法 

  以研究方法而言(見表一)，過去房市泡沫化研究最早是進行變異數分析

(Volatility Bound Test)檢定，另外有其他無母數的檢定，但其結果都有不一致的

效果。而後續研究對誤差項進行單根檢定或將預測值與實際值的差異計算泡沫

價格。然迴歸誤差項包含模型設置錯誤的可能性存在，使泡沫價格的衡量結果

有誤。且泡沫為不可觀察變數，因此可透過估計不可觀察變數的狀態空間模型

研究之。其他使用狀態空間模型研究泡沫現象者像是 Wu(1995)使用貨幣模型將

匯率解分為兩部分，一是可被觀察到的市場基值，二是不可觀測的隨機泡沫

(Stochastic Bubble)，作者將市場基要及泡沫產生的過程以狀態空間模型表示，

並將泡沫視為狀態變數，透過卡門濾波計量方法估算狀態變數 (State 

Variables)，檢驗其是否顯著異於 0。其實證結果發現於西元 1974~1988 年間，

美元與英鎊、日圓、馬克間並無存在顯著的泡沫現象。 

  Bertus and Stanhouse(2001)使用動態因子分析(Dynamic Factor Analysis)分

析未來的黃金市場是否出現不可觀察的隨機泡沫，將泡沫視為狀態變數應用於

狀態空間模型中，並使用卡門濾波方法計算之，實證發現市場並未出現有泡沫

化的跡象。Lau, Tan, and Rahman(2005)經比較泡沫的相關研究方法後，發現

Wu(1997)所使用的狀態空間模型可克服 Froot and Obstfeld(1991)研究內部泡沫

時所存在的限制，因此同樣建立衡量合理泡沫的狀態空間模型，使用卡門濾波

法檢測亞洲經濟泡沫化現象，透過研究提供可定義出合理泡沫存在於台灣、新

加坡、韓國及馬來西亞股市的方法。 

  Alessandri(2006)表示標準股票現值模型中的折現因子會受到短期實質報酬

所影響，若資產價值分為基要價值及非基要價值兩部分，透過狀態空間模型可

了解時變的折現因子對股價所產生之影響，並可藉由卡門濾波法衡量無法觀察

的泡沫狀態。研究結果發現利率對於市場股票價值具有負相關，且市場有顯著

的理性泡沫存在，隨機折現因子與理性泡沫是共存的，作者所使用模型與其他

文獻相較之下，隨機折價模型會減少泡沫的規模，使泡沫價格下降約 10%。 

  Xiao and Tan(2007)認為過去研究泡沫化現象受到不同定義的市場基值為

主，此方法過於簡化並易造成資料的衡量錯誤，故將 Campbell and Shiller(1998)

所採用衡量泡沫之資產現值模型應用於狀態空間模型上，透過卡門濾波法，檢

測香港房市泡沫現象，實證發現香港於 1980 至 1990 存在合理的投機泡沫。 

  綜合上述，由於狀態空間模型的優點是使用具有遞迴效果的卡門濾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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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透過可觀察變數所構成的

模型求出狀態變數所組成模型的參數。故在計量文獻上，模型中若有不可觀察

的變數13多應用於狀態空間模型。因此對於不可觀察的泡沫現象更可使用狀態

空間模型的特性進行研究，然回顧相關文獻發現少有房地產泡沫化以此方法研

究之，只有Xiao and Tan(2007)採用此方法研究南韓首爾之房價泡沫現象。然國

內相關文獻尚未採用狀態空間模型研究房地產泡沫化現象，因此本文先從房價

與租金及房價與所得之相互關係建立基要價值模型，將其分別應用於狀態空間

模型內，進一步比較兩者之泡沫規模情形。 

表 1-3-1 泡沫化之衡量方法 

作者 基要價值 泡沫衡量方法 檢定內容 結果 
Flood and 
Hodric(1986) 

 
 

變動性界限檢

定 
價格的變異數  

Bourassa, 
Hendershott, 
and 
Murphy(200
0) 

受總體經

濟因素影

響 

採用 ECM 模

型，計算房價與

與基值之差 

泡沫價格因子

之存在 
計算紐西蘭主要

城市的泡沫價格

比例。 

Chan,Lee and 
Woo(2000) 

資產現值

模型 
Orthogonal Test 泡沫價格因子

之存在是否顯

著異於 0 

香港房市 1990 至

1992 及 1995 至

1997 年間有泡沫

存在。 
Case and 
Shiller(2003) 

受總體經

濟因素影

響 

比較市價與預

測值之差異 
市價高於預測

值則泡沫跡象

存在 

 

Hui and 
Yue(2006) 

受總體經

濟因素影

響 

迴歸計算房價

與與基值之差 
泡沫價格因子

之存在 
香港於 1990 年至

2003 年的住宅價

格泡沫變動情形 

Black, 
Fraster and 
Hoesli(2006) 

以可支配

所得為基

礎建構時

變現值 

單根檢定 泡沫迴歸式的

誤差項穩定 
英國住宅市場有

泡沫價格出現。 

Smith, Smith, 
Mayer, and 
Shiller(2006) 

淨現值法 保留價格與市

價的差異 
溢價為泡沫之

存在 
San Mateo 房市有

顯著溢價行為似

乎存有泡沫現象。

                                                 
13 不可觀察變數如理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衡量誤差(measurement error）、未觀察到的循

環與趨勢(cycles and trend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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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and 
Tan(2007) 

資產現值

模型 
狀態空間模型  香港於 1980 至

1990 存在合理的

投機泡沫。 
Differencing 
Test 

兩組迴歸估計

係數之差異 
周 世 賢

(1994) 
資產現值

模型 
 Reset Test 干擾項平均值

是否為 0 

台北市的預售屋

市場在 1990 年至

1994 年間可能存

在泡沫化現象。 
林祖嘉、林素

菁(1996) 
資產現值

隨機折現

模型 

單根檢定 房價－後期租

金比(房價租金

比) 

台北市成屋市場

在 1987 至 1993 年

應存在泡沫現象。

張金鶚、楊宗

憲(1999) 
受總體經

濟因素影

響 

反覆迴歸計算

房價與與基值

之差 

泡沫價格因子

之存在 
台北成屋市場在

民國 76 年以前不

存在價格泡沫，而

在景氣復甦後的

民國 78 年價格泡

沫達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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