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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相關文獻理論與假說建立 

第一節  相關文獻與理論 

一、特徵價格理論與文獻 

(一)特徵價格理論 

Rosen(1974)所提出的特徵價格函數，是結合效用理論與市場競爭理論觀點

所提出的異質性市場均衡價格函數，其假設在在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時

生產者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形下，房屋價格為其各項住宅特徵的係數乘上其

隱含價格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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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徵價格函數最大的特色在於假設供需雙方在均衡的狀態下，市場上的住

宅價格是由多種住宅特徵所決定出來，因此隱含價格為市場上的均衡價格。由

需求面來看，購屋者對於住宅願意付出的價格，是在追求最大效用及有限的所

得預算限制下所作的決定，因此由購屋者偏好所形成需求面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而從供給面來看，住宅價格是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所提供的差

異性價格，因此形成供給面的開價函數(offer function)。在供需雙方達到市場均
衡的條件下，特徵價格函數 可以表示為每點均衡下的結果。如以下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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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住宅價格 為各個住宅特徵 所形成。而各個住宅特徵價格是由在特

徵供給數量函數Q ，與需求特徵數量函數Q 所決定。 s

    藉由個別住宅特徵所產生出的隱含價格可以解釋住宅購買者在效用極大化

下願意付出的邊際價格，在均衡的市場下，價格的差異並不只單純來自需求面

購屋者的偏好或是供給面建築技術，而是在兩者均衡下所產生出的價格。 

 

(二)特徵價格相關文獻 

自Rosen(1974)所提出的特徵價格理論後，便廣泛使用在分析都市房價的組

成，以及住宅特徵所形成的隱含價格；而在這些特徵價格相關文獻中，住宅特

徵變數的選取是各篇文獻中討論的焦點。Miller (1982)認為影響房價的住宅特徵

變數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為實體特徵，這包括住宅數量與品質。像是住宅面

積、室內設施等。第二類為區位，包括財政影響(像是公共設施、財產稅)、交

通成本、正面與負面的經濟外部性(像是空氣品質、種族、噪音、國宅等)。第

三類為財務因素，像是貸款期數、補助貸款與負擔能力。第四類為交易成本，

像是資訊與取得成本、市場銷售時間。第五類為通貨膨脹與名目價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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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經過實證研究發現，「實體特徵」與「區位」為兩個主要影響房價的重要

元素，以統計的觀點，許多模型利用住宅實體、地點與區位特徵能夠解釋超過

90%銷售價格的變化，而證實這些實體特徵與區位特徵是房價形成的基本因素。 

    Sirmans et al.(2005)經過整理125篇利用特徵價格法討論房價的文獻中發

現，一些住宅特徵價值會因為不同區域而有所差異，而形成這樣的原因，在於

住宅是由不同住宅特徵組成的財貨，使得購屋者產生不同偏好的效用函數，而

使得這些住宅特徵價值產生差異。舉例來說，游泳池在溫暖地區可能比在寒帶

地區較有價值。另外，對於這些地區性的差異也指出，雖然特徵價格法已經變

成研究住宅價格組成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但因為區位的差異以及購屋者不同

的偏好，使得細分為次市場分析對於了解購屋者偏好具有相當幫助，部分特徵

對於購屋者來說具有一致性的負向或是正向的價值影響，但可能因為不同偏好

而產生差異的現象。Sirmans et al.(2005)整理過去的實證結果分析發現，在各區

域中，面積、浴室、臥房、火爐、中央空調、地下室、游泳池與車庫，皆是可

能影響房價的重要變數，而影響價格的符號也趨於一致性。 

    由這些文獻我們可以了解特徵價格法在分析次市場的重要性以及選取變數

的依據，在分成個別次市場底下，可以更清楚購屋者對於部分住宅特徵的偏好，

以及住宅特徵對於房價正向與負向的影響，另一方面，特徵價格法的隱含價格

為供需雙方均衡下所形成的住宅價值。 

 

 

 

 

 

 

 

 

 

 

 

二、次市場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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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不動產的分類只視為單一、同質性的資產，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

現根據資產的類型分類研究，像是辦公室、工業廠房、零售不動產、住宅等市

場，可獲得較為精準的市場分析結果；而另一方面，住宅因為具有不可移動性、

耐久性、異質性等特質，使得如何劃分為同質性的次市場分析越來越受到重視。

從住宅的特性中深入討論，可發現整個住宅市場可因為同質性的程度而劃分成

不同的住宅次市場(housing submarkets)，從過去的文獻發現，劃分不同次市場

對於提高不動產估價的準確度，以及對於不動產投資的分析決策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根據 Nelson & Rabianski(1988)指出，利用購屋者對於住宅相似性的偏

好資訊劃分同質性的住宅次市場將有助於不動產的估價，而根據 Bourassa et 

al.(2003)則指出，分隔成不同次市場可以改善在住宅市場樣本外資料的可信賴

度，以及減少特徵價格法在預測價格的偏誤。 

過去文獻對於次市場的討論所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Haurin(1988)利用特徵

價格法衡量典型住宅(standard houses)與非典型住宅(atypical houses)5的住宅特

徵差異，並藉由隱含價格建立非典型特徵指數檢測對於供給者開價價格與銷售

時間的影響。花敬群、張金鶚(1999)認為個別住宅次市場的運作是決定住宅市

場價格與供需的主因，次市場之間的運作進而影響整體住宅市場的景氣、價格

水準、住宅投資與存量，因此從住宅空間次市場研究台北縣與台北市住宅存量

與流量的關係。Goodman and Thibodeau(1998)根據美國 Dallas的獨棟住宅交易

資料，實證發現都會區內根據不同的學區存在數個住宅特徵相似的次市場，而

指出對於許多購屋者來說，這些次市場內的住宅因為轉換成本很高，再者，住

宅的鄰里環境很難複製，因此不具替代性。住宅次市場除了地理區域的劃分，

也有從各種面向形成：從型態區分的次市場，像是預售屋、新屋或是中古屋，

或是從建築物使用區分的次市場，像是住家、辦公、商用或工業等；從不同住

宅類型區分的次市場，例如獨院、雙倂、連棟、公寓、或大廈等；從住宅權屬

區分的次市場，例如租賃市場與非租賃市場。然而觀察現況可以發現，以上分

類並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概念，相同一棟建築物可能具有不同次市場的特性，

舉例來說，一棟住宅可能為預售屋型態次市場也是大廈類型次市場。 

回顧國外文獻發現對於住宅次市場的討論相當豐富，不同住宅類型的價差

也獲得實證上的驗證，Adair,A. et al.(2000), Allen(1995), Bourassa et al.(2003) 

Fletcher et al.(2000), Goodman(1997)從住宅類型所形成的次市場，利用特徵價格

                                                      
5   Haurin(1988)所指的典型住宅為市場上各住宅特徵接近於平均數的房屋，而住宅特徵與平均數差距過
大則可視為非典型住宅：例如過多的房間數或是只有一個房間，具有室外游泳池的房屋，這些都可

視為形成非典型住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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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證不同住宅次市場的差異，這之中的重要發現包括分割次市場能夠了解不

同住宅特徵對於價格的影響，以及提高價格預測的準確度與幫助估價適當衡量

住宅特徵對於房價的影響。 

Adair et al.(2000)利用英國Belfast的 182個交通區所建立的可及性指數衡量

住宅次市場之間的差異，經過特徵價格法實證後，發現在大範圍的都市總體資

料中，可及性對於房價的變動並不顯著，但在劃分次市場後，可及性對於房價

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分割次市場的重要性，以及都市地區複雜

的交互關係。而在分做不同住宅類型次市場包括連棟住宅(terraced houses)、雙

併住宅(semi-detached house)與獨棟住宅(detached houses)中，實證結果顯示低價

位連棟住宅的可及性變數是相當顯著的，其他則呈現不顯著的狀態，在 Belfast

地區連棟住宅是三者當中屬於大眾化、總價低，比較吸引低收入與首購者購買

的住宅類型，而變數的顯著性可能是因為負擔能力較低、無法購買私人用車的

購屋者高度依賴大眾運輸工具，對於住宅的可及性較為敏感；高所得者或是負

擔能力較高者可能因為擁有私人交通工具的比例較高，對於可及性並不敏感。

因此，對於低價位的住宅產品比起高價位的產品，區位或者是可及性可能是價

格的決定因素。Adair et al.(1996)則指出分隔成次市場有助於估價業者利用市場

比較法的比較標的試算價格調整，由實證的模型解釋能力相當高的情況下，未

來似乎可以利用次市場的模型預測不動產的價格，而模型變數的顯著性也對於

估價業者在利用市場比較法時可以更精準的修正有相當大的幫助。Allen(1995)

指出單純不分住宅類型探討住宅特徵對於租金的影響是有缺失的，實證結果顯

示個別的住宅類型存在一個總合的市場，但是買賣方不對稱資訊的影響使得各

次市場住宅特徵產生顯著差異的隱含價格，經過 Chow test顯示不同次市場住宅

模型具有顯著差異，而獨棟住宅與集合住宅明顯高於公寓住宅。Bourassa et 

al.(2003)利用紐西蘭的住宅交易資料分為獨棟與非獨棟兩個次市場，實證結果

發現獨棟住宅出現明顯溢價現象，並指出進行大量估價時，劃分不同住宅次市

場可利用特徵價格法來獲得準確的估計。Fletcher et al.(2000)利用英國連棟住

宅、雙併、獨棟不同住宅類型交易資料，實證結果指出在樣本數夠大的情況下，

若是能區分個別住宅次市場估計房價，其模型適合度將會比總體模型好，但在

樣本數較少的情況下則不建議分開估計。Goodman(1997)認為實體與區位導致

市場價值的不同，而分隔成次市場對於市場分析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實證資料

利用美國紐約地區交易簡訊資料，檢測合作公寓(Co-op)與普通公寓(Condo)之間

是否有價差存在，經由實證的結果顯示普通公寓有 12%的溢價，從風險、融資、

資訊取得與流動性、稅賦與需求的限制，顯示合作公寓與普通公寓在市場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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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差異而導致合作公寓總價出現折價的情形，因此區分成不同次市場在研

究房價方面與市場分析上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而回顧國內文獻發現，住宅次市場的相關研究中，較缺乏住宅類型的討論，

但之前的研究顯示，住宅類型卻是影響房價與家戶選擇的重要因素。在相關討

論住宅類型的文獻中，陳彥仲(1997)認為家戶在住宅選擇的過程中，將租買選

擇列為最優先的決策，其次則為決定住宅類型6，再其次為室內空間。然而，住

宅類型不應只從家戶選擇角度去討論，而應該對於住宅類型有更多層次的討

論。陳彥仲與林國民(1998)則針對高雄市的透天與公寓住宅類型進行需求層面

分析，然而發現家戶對於這兩個住宅類型所重視的層面不同，經過 Chow test 檢

定顯示不同次市場模型具有明顯差異，在透天住宅購屋者較為重視區位，而在

公寓則較為重視建築物的實體特性，購屋者顯然在這兩個次市場有不同偏好。

藉由住宅類型的次市場劃分，可以了解購屋者的對於住宅特徵不同的偏好，而

這對於市場分析與未來廠商推案，具有更深入了解市場變化的助益。 

國內外次市場的相關文獻顯示，分成不同次市場較能確切掌握個別住宅特

徵對於房價的影響程度，且能幫助預測價格，在市場分析與不動產估價上也具

有相當大的助益，而藉由特徵價格法所求出的隱含價格則能發現購屋者對於不

同住宅特徵的願付價格。實證結果顯示，個別次市場的係數彼此之間則具有明

顯差異，因此單由整體的住宅模型可能忽略個別次市場所包含的特殊住宅特

徵，而這方面可能是影響偏誤較高的的原因。 

一個都市內住宅市場類型的劃分，國外相當典型的集合住宅、連棟住宅、

雙併或是獨棟住宅，已經形成單獨特有的同質性次市場，而類型之間也隱含著

總價的落差現象，由地理空間或是經濟因素方面使得各住宅類型的價值形成差

異，在前面多篇文章結果顯示供給面的建商利潤、住宅建築成本與需求面的效

用滿足偏好，使得多人居住的集合住宅，像是電梯大廈、連棟住宅出現折價的

現象，而居住者自主權利相當自由的雙併或是獨棟住宅則出現溢價的現象。反

觀國內的情況，住宅類型一直是決定價格的關鍵，且不同住宅類型中，因為廠

商的產品定位策略使得住宅特徵形成明顯的差異，而這實際形成的價差原因，

與住宅類型彼此之間實際的溢價或是折價情形是本文主要研究的一個核心，希

望對於未來國內的住宅市場分析與估價將有所提升。 

表 2-1  住宅次市場相關文獻對照表 

作者 住宅類型 實證資料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6   實證資料來自美國聖地牙哥(San diego，DA)，而住宅設計類型包括透天與集合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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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Adair et al.(2000) 

連棟住宅、雙併、獨棟

住宅 

(Belfast，英國) 

1996年間交

易資料 
特徵價格法 

結果發現在都市總體資料中，可

及性對於房價的變動並不顯著，

但在劃分次市場後，可及性對於

房價具有重要的影響，尤其在連

棟住宅群集的低總價地區。 

Allen et al.(1995) 
公寓、獨棟、集合住宅

(加州Clemon，美國) 

1991年間1月

至3月的租金

資料 

特徵價格法 

Chow test 

住宅類型特徵因為市場競爭的影

響使得隱含價格有所差異，而不

同住宅類型次市場經過實證結果

顯示集合住宅與獨棟高於公寓租

金。 

Bourassa et 

al.(2003) 

獨棟與非獨棟住宅

(Auckland，紐西蘭) 

1996年間交

易資料 
特徵價格法 

獨棟住宅類型出現溢價現象，而

作者建議進行大量估價時，劃分

不同住宅次市場可利用特徵價格

法來獲得準確的估計。 

Fletcher et al.(2000) 
排屋、雙併、獨棟住宅

(Halifax，英國) 

1994年間交

易資料 
特徵價格法 

分開的次市場模型比起總合的模

型估計較好，而有些係數像是面

積在各住宅類型出現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獨棟住宅相對其他住宅

類型出現溢價的現象。 

Goodman and 

Goodman,JR 

(1997)  

合作公寓(Co-op)與公

寓 

(Newyork，美國 ) 

1987年間交

易資料 
特徵價格法 

合作公寓因為流動性差、租稅以

及建築成本較低的情況下，使得

合作公寓出現折價的現象，而這

類型住宅可能會在將來消失。 

陳彥仲、林國民

(1998) 

透天與公寓住宅 

(高雄市，台灣) 

1994年交易

資料 

特徵價格法 

Chow test 

經過估計住宅特徵的隱含價格，

發現住宅面積、市中心距離與土

地使用型態可能為影響需求者在

購買不同住宅類型的因素，而透

天住宅與公寓的需求者所重視的

住宅特徵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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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定位相關文獻 

(一)市場產品定位策略 

    建商在籌畫新推個案時，為使整個個案規劃合乎購屋者的需要以及在銷售

時能夠形成與競爭個案的差異，因此建商會進行的產品定位調查分析使供給產

品能符合需求，並強化個案的差異性，才能訂出合理價格，以使購屋者接受。

Leishman(2001)指出住宅供給面的建商，因為面對不同的競爭對手，必須藉由

差異化其住宅產品而獲得較高的利潤，而藉由實證結果發現不同次市場內的住

宅特徵具有明顯差異。Haurin(1988)利用典型住宅與非典型住宅衡量對於開價的

影響，其實證結果發現非典型住宅其開價出現偏高的現象，這顯示非典型住宅

的差異化使得建商可能獲取較高的利潤。從住宅產品的生產導向來看，不同的

住宅類型影響購屋者的購買行為，因此建商會對於個別住宅類型訂定合理價格

且對於購屋者需求高的住宅產品大量推出，以達到銷售獲利的目的。因此，產

品定位，為建築業者極為重視的一環，好的產品定位能針對產品的特性以滿足

購屋者的偏好以達到利潤極大化，而產品定位不佳的個案，可能導致推出的產

品滯銷過多，而形成餘屋。 

    對於任何產業而言，為了追求突破，皆會研發新產品、技術革新以及對於

產品的改良，主要是為了滿足購屋者的偏好，同樣的也為了需求導向，而建商

為達到產品的差異化以及市場的話題性，對於規劃新用途的產品，採取較高單

價的定價方法，以吸引購屋者注意。然而，住宅市場上常會因為消費者的偏好

改變或是市場景氣變化，而有不同住宅類型的產品出現，但像是這種特殊性的

產品，如溫泉住宅、樓中樓或是夾層屋，購屋者必須考量是否切合實際需要，

另一方面需考量是否與現行法規有違背之處，否則可能造成日後交易上的糾

紛。而不同住宅產品的推出，為了要切合購屋者的需要，建商在推案時的流程

規劃為決定銷售成績好壞的關鍵，下圖 2-1為建商在產品定位的流程： 

 

 

 

 

 

 

 

 
成立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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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點： 

集合公司業務部門、行銷研發、開發、設計部門分配工作 

 
產品調查與分析 

工作重點： 

1、競爭個案優缺點分析(SWOT分析) 

2、當地價格行情分析 

3、區域環境與總體環境分析 

4、市場胃納量、推案量與成交量分析 

 
競爭個案比較分析 

工作重點： 

1、自然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評估 

2、住宅內部配置優缺點分析 

4、產品差異化比較 

 
成本與利潤評估分析 

工作重點： 

1、土地購買成本 

2、營造商營建成本 

3、代銷業者成本 

4、設定目標利潤與財務分析 

 
產品定位與設計圖面規劃 

工作重點： 

1、建築師平面設計圖說之製作 

2、市場接受度調查 

3、策略選擇與產品定位檢討分析 

 
圖2-1 建商新推個案產品定位之調查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洪崑煌、林宜桐，(1997)「建築個案─案前前置作業戰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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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品定位的流程中可看出，強調「產品的差異化」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然而，不動產即為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產品，從各種不同的層面切割，皆可形成

個別的次市場，而建商在做產品調查，必須鎖定具有相似類型的住宅產品，才

能做比較的基準，因此比較同類型的住宅產品視為主要的判別標準，例如同是

電梯大廈或是套房住宅等，這些使得建商在比較上，能較為客觀的評估，並針

對其產品的優缺點提出檢討，並差異化其產品特質。 

馮先勉、張玉貞(1995)指出在產品定位的流程中，依據基地所擁有的機會、

公司所擁有的資源和地主所要求的目標下，發展出適當有效的「策略型態」，通

常策略型態可以粗分為三種： 

1、全面成本領導(overall cost leadership)策略 

即努力降低造價與銷售費用，如以比較便宜的的價格與競爭個案吸引購屋

者的注意。 

2、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策略 

努力塑造一種特殊的產品，而不採低價競爭的方式，以創造較高的利潤。 

3、集中化(focus)策略 

    針對某一些特殊的顧客設計產品，以避開與其他產品的競爭。以此策略可

與上面兩類同時進行，即可分為「成本領導集中」，與「差異化集中」二種型態。

而目前是以差異化集中為市場上較為流行也較被採用的策略應用。洪崑煌、林

宜桐(1997)指出，住宅設計應考慮，產品的差異化與分析區域市場最易銷售之

坪數、房間數，以利行銷。而差異化的產品，也具有時效性，因為在推出不久

後必然會有競爭廠商推出類似的產品，因此這時候的大量集中推出，是影響建

商獲利多寡的關鍵，畢竟差異化所形成的超額利潤並不能持久。 

    在不同類型的住宅市場上，套房與透天住宅所利用的策略較偏向為「差異

化集中」，而電梯大廈主要為「成本領導集中化」策略。套房住宅為有效與其他

類型產品造成區隔，塑造個案中每戶小坪數的集中化設計，且提高單價，使得

一方面能與其他住宅產品的形成差異化，而另一方面反映營建的固定成本7，使

得小坪數的住宅能為建商創造出較高的利潤。 

而透天住宅，屬於大坪數之住宅，為與其他產品區隔，避免產生混淆(例如

與大坪數之電梯大廈)，其所強調土地與水平空間的利用，建商能訂出單總價較

高的水準，鎖定高所得或是特殊需求的購屋者購買，以獲取較高的報酬利潤。 

在電梯大廈方面，則較屬於為「成本領導集中」策略，以集中化、大量生

                                                      
7   廚房與衛浴設備，其成本較高，而住宅應提供一般人正常生活居住所必須，因此無論套房、電梯大
廈與透天皆應有的正常居住的住宅設備，而套房因為其小坪數特性，這部分的固定成本比例較一般

住宅高，使得價格不容易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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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固定形式設計降低營建成本，並迎合社會大眾需求，產品設計也趨向於能

提供一般家戶居住所需的標準住宅，使得整體的銷售策略為壓低成本、快速去

化存量以獲取現金與利潤。然而，電梯大廈也有大坪數的住宅產品，其所追求

的是高單價與總價的策略以符合特殊購屋者的偏好，然而這部分的產品在電梯

大廈中屬於創新、改良型的住宅產品，為的是不以低價銷售競爭，並提高價格

以鎖定特定客層。 

從個別住宅類型中，為了大量化製造以降低成本，建商會根據上述策略擬

定推出的住宅類型，而根據當地市場需求與不同住宅類型的特性切割適當的各

戶面積。因此，如何劃分面積與定價對於未來建商利潤將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以台灣預售住宅市場的賣法習慣是以單價乘以面積決定最後的交易價格，而購

屋者對於單價也會有議價的行為發生。在理性的情況下，廠商對於單價與面積

的定價策略勢必會以獲取個案最大利潤的目標進行策劃，而面積的差異化策略

也是各住宅類型是否有利銷售相當關鍵的決定因素。 

 

 

 

 

 

 

 

 

 

 

 

 

 

 

 

 

 

 

 

 

 



．18．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論文       

(二)非線性定價理論 

1、非線性理論概述 

    非線性定價為一種差別定價方法，顧客購買的價格須視購買的數量而定。

Wilson(1993)指出，廠商靈活的應用非線性定價策略，可以鎖定特定的區隔市

場，並創造出買賣雙方獲利的雙贏局面，而這種產品定價策略常見於日常生活

當中，例如大量購買而獲得在價格上的折扣即是一個例子。張鐸瀚(1992)在其

論著中指出，非線性價格是一種價格取價，以簡單的說法就是，產品的平均單

價會受到消費者所購買的總量影響，而當總費用與購買量不成等比例關係時，

稱為「非線性定價」。 

    廠商為何需要非線性定價？主要理由是能使得買賣雙方皆能受益。廠商所

採行的非線性定價策略能提升所有消費者和廠商的效益，而使得買賣雙方互相

獲利。舉例說明，假設住宅面積與單價之間存在非線性定價關係，以住宅產品

套房與電梯大廈來看，在同一區位，對於戶量大或是需求較大面積的購屋者，

可能考慮購買電梯大廈而能以每坪較低的單價購買，沒有大面積需要的購屋者

可以每坪較高單價購買小套房，雖然高單價，但不至於在市場上找不到可以滿

足自己需求偏好的商品。因此購屋者能買到自己需要的，而建商能因為賣出產

品而獲取利益，彼此皆獲得好處而提高經濟效率。然而，建商根據不同購屋者

異質性偏好的差異所做的非線性定價行為，也可能成為一體兩面善惡兩極化的

效果：為善方面，可提升分配效率，增加買賣雙方效率；為惡方面：建商利用

獨占力為後盾做不當利用，單方面提高自己的利潤。 

 
    2、房地產市場非線性定價理論的文獻回顧 

非線性定價適用於在市場上具有獨占力8(Monopoly power)的廠商，而建築

投資業即是一個例子。住宅市場以住宅面積或是樓地板面積為數量單位，其對

於房價的影響，在一些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中，可發現影響相當顯著，而對於

住宅面積的定價似乎隱含一種非線性定價的策略。現在新推個案市場的賣法可

分為總價與單價賣法9，然而從總價的角度來看，面積越大其總價也會越高，而

若是從單價的角度來看，面積對於單價的影響卻不一定。若是以總價來衡量住

宅價格，面積的影響最大，而從單價的角度來看，面積越大似乎隱含生產成本

下降的趨勢，對單價則可能有反向的影響，但與對總價的影響應較不顯著。而

                                                      
8   根據Robert Wilson(1993)指出，非完全競爭市場因為進入門檻，使得廠商的進入受到限制，而市場價
格為幾家少數廠商壟斷而形成獨占力，市場型態隨著越偏向獨占市場，廠商的獨占力越強。 

9   詳見張金鶚(2003)「房地產投資與市場分析理論與實務，中篇：房地產市場分析」，p.396，預售屋
的買賣多為單價賣法；成屋的買賣多為總價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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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文獻，討論面積與單價的關係，從土地的角度來看，日本與台灣可能

出現面積越大單價越高，而美國可能出現面積越大單價越小的現象 10。

Tabuchi(1996)從非線性價格理論11解釋土地面積與單價之間的關係，假設土地市

場為寡占市場，開發者提供不同大小的土地，使得數量(土地面積)增加或減少

現象發生，購屋者因為具有不同的偏好，而使得單價隨著面積大小出現差異，

在實證的結果顯示日本土地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顯著。Asabere and 

Colwel(1985)與Colwell and Sirmans (1978)從美國土地交易資料實證研究結果發

現，土地價格隨著土地面積增加而遞減，而這樣的情形可能是因為分割成本、

市場不完全與法規制度限制所導致。Lin and Evans(2000)從總規模與價格理論

(size-total price theorem)探討台灣、日本與美國土地單價與面積的關係，發現利

用模型實證土地面積與價格關係，具有兩類的差異，而這兩類差異的產生原因

可能是由於資料取樣的不同，以及各國土地使用情形不同所導致。另一方面，

Colwell and Munneke(1999)測試都市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

與非 CBD地區，土地面積與總價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 CBD地區出現土地面

積數量溢價的現象，而在非 CBD地區則出現數量折價的現象，這樣的情形間接

指出可能與土地合併與分割有關。 

在一些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住宅單價與面積所呈現的關係是有顯著數量

溢價情形，也就是面積越大，單價越高。Tabuchi(1996)認為在土地與住宅市場

上因為不可變更性(irrevertability)使得出現數量溢價的現象。在大阪的土地市

場，相同一塊地重複出售與購買的機會並不常見，而且容易因為地主的隨意出

售而越分越細。在另一方面，組合土地對於地主有相當大的誘因，因為每單位

的土地市價會越來越高。大塊土地單價較高是因為有機會興建高密度住宅大

樓，以及保有分割土地的選擇價值。然而土地合併的案例是相當少，因為必須

協調各地主的土地權利爭議，如果有一位地主不同意，土地合併就會告吹，因

此這方面的交易成本相當高。 

而土地就是因為這方面的交易成本相當高，使得具有這種不可變更性，一

但土地分割出去且賣給不同的人，就難以恢復原狀。因此這可能就是數量溢價

發生在日本土地市場的主因。而類似的情況在電梯大廈住宅市場也發生數量折

                                                      
10  從台灣與日本土地面積與單價的關係來看，土地面積越大單價越高，而呈現價格遞增的現象，從美
國實證研究來看，土地面積越大單價卻越低，而這可能由於分割成本或合併成本所產生，另外也有

可能是各國的土地使用情況不同所導致。 
11  在非線性定價模型假設消費者具有偏好θ，廠商無法觀察他們的偏好，但是知道消費者彼此的差異，
而這差異呈現均勻分配。Tabuchi從這裡推導土地面積與單價的關係，認為數量溢價的現象在日本大
城市是顯著，邊際效用是增加，但是並沒有與效用理論呈現一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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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與數量溢價的非線性定價策略，電梯大廈的樓地板面積通常被視為土地大小

的代理變數，在決定建造電梯大廈時，建商會先決定電梯大廈的樓地板面積，

以致於使整體住宅的價值達到最大化。然而，一但興建完成，想要分割或是合

併電梯大廈較不可能發生，雖然實際上有人購買數戶打通成一戶的情形，或是

將一戶分隔成多戶，但這皆是少數，一般人通常是在能滿足其效用最大的情況

下，決定購買一住宅單位。因此，這裡出現與土地市場的差異，土地市場分割

容易，合併困難，但在住宅市場則是分隔與合併都相當困難。經過一些學者利

用住宅交易資料的特徵函數模型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住宅市場面積的數量溢價

情形確實存在，也就是越大面積的電梯大廈其單價越高。根據上述推論，

Tabuchi(1996)認為住宅市場本身可能不為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建商會猜測購屋

者滿足的效用而訂定不同的價格，而如果邊際效用隨著數量增加而為一遞增函

數12，就會呈現數量溢價的現象。而如果邊際效用會隨著數量而遞減，就會呈現

數量折價的現象。 

Lin and Evans(2000)以內湖地區的土地交易為實證資料，其結果顯示從國內

土地市場來看，似乎呈現與日本相同的數量溢價現象。雖然台灣土地市場可能

呈現與日本相同的土地溢價現象，但住宅市場面積的變化可能有所不同。住宅

市場畢竟與土地市場相異，但卻又是彼此互相影響，建築在土地上之建築物，

住宅的定價似乎會受到土地價格的影響，而另一方面與土地市場不同的是，大

量生產所造成生產要素成本降低的規模經濟現象與廠商產品差異化的策略，必

須考慮到建築成本與產品定位，而面積的變化可能由此交互作用下形成差異。

因此從住宅市場價格的觀點，市場價格會在供需雙方皆能夠接受的情況下產

生，也就是在購屋者達到其滿足的效用以及廠商利潤極大化下的情形。 

觀察目前住宅市場，在其他影響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住宅可能隨著面積而

呈現數量溢價的現象，在住宅面積越大的情況下，購屋者的偏好較高，而願意

付出比一般面積較高的價錢，以滿足其效用。而面積與價格所隱含的是不同的

住宅次市場廠商非線性定價策略的應用，另一方面，也顯示購屋者對於不同住

宅次市場具有不同程度的偏好。 

 

 

                                                      
12   Tabuchi(1996)認為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寫成下列形式： 
    U )(),( suzsz θ+=  

θ    為均勻分配(Uniform)的正向參數，u是隨著數量 增加的遞增函數， 為其他財貨， s為土地面
積。而每個消費者會極大化其效用，而廠商在追求利潤極大劃下，會根據消費者偏好

s z
θ 而決定出最

佳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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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說建立 

    由前面文獻與理論發現，不同住宅類型因為建商的差異化定位行為，而使

得住宅類型彼此之間形成差異，在過去研究中指出，市場上的差異化商品會使

得建商在開價上有偏高的現象，而由單價的角度來看，目前市場上的新推個案

住宅類型，透天與套房相對於電梯大廈屬於較為特殊的類型，而屬於市場上的

非典型住宅。因此不同住宅類型之間可能產生單價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土地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出現在亞洲地區，而在住宅上

也有相當的實證結果說明電梯大廈隨著面積越大而單價越高的現象。以台北都

會區目前的情況下，可發現住宅類型一般以電梯大廈產品居多，而透天與套房

較少，因此在考慮典型住宅、建商的定價策略與購屋者的偏好效用後，對於不

同住宅類型應具有不同的價格，而套房、電梯大廈與透天住宅，其面積13所影響

房價的程度也會隨著住宅類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而不同住宅類型也會因為購

屋者偏好的不同，而產生價格上的差距。 

根據以上分析與文獻討論，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假說： 

假說一：在相同住宅品質下，不同住宅類型在建商考慮利潤極大化下，建築成

本以及購屋者的偏好需求，影響透天與套房的住宅類型的價格會比電

梯大廈高，而購屋者具有這樣的偏好，為滿足其效用而願意接受透天

與套房住宅設計類型與電梯大廈的價差。 

假說二：在不同住宅類型，其面積影響房價程度會有所改變，在面積顯著影響

房價下，住宅面積由於建商的非線性定價策略，而隨著面積越大呈現

單價越高的現象。 

 

 

 

 

 

 

 

                                                      
13  面積顯著影響房價已得到之前Chau(2001)、Miller(1982)的證實，然而在各住宅類型中的面積的顯著
性是否顯著，需考量面積是否具有累積個別住宅類型房價的資本化效果，然而類型與住宅類型是否

有重疊之涵義，例如套房是否就是小面積住宅類型？也是相當值得討論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