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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 租金與房價的龜兔賽跑 

第一節 像烏龜的租金、像兔子的房價 

這是一段「租金」與「房價」的故事。 

也是一段「烏龜」與「兔子」賽跑的故事。 

【耳熟能詳的寓言故事】 

龜兔賽跑，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寓言故事，雖然故事簡短，卻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 

有一天，一隻野兔在動物集會時，跟所有動物說：我賽跑從來沒輸過，我要跟大

家比賽！ 

然後這隻兔子看著一隻烏龜，嘲笑牠的腿短，行動又遲緩。 

被瞧不起的烏龜跟兔子說：我要跟你比賽！ 

兔子認為自己不可能會輸給烏龜，便一口答應了烏龜的挑戰。 

龜兔賽跑就此展開。 

比賽一開始，兔子一溜煙就跑得不見蹤影，而烏龜則是緩慢的向前爬行。 

房地產景氣時期，租金與房價的關係也如同龜兔賽跑一樣，房價就像跑得快

的兔子，租金則是緩慢爬行的烏龜。在故事中，烏龜和兔子因為「賽跑」這件事

而產生關係，在住宅市場上，租金和房價亦因為人們對房地產的投資與消費需

求、次市場間租買選擇的替代性而產生關係。 

住宅兼具消費與投資雙重性，因此對住宅的需求可分為兩類，一為自住需

求，一為投資需求。家戶透過購屋或租屋的方式，消費住宅所提供的服務（housing 

service）1以滿足自住使用需求；投資需求則可分為短期的投資套利及長期的投資

出租需求，前者是將所購買的住宅於價格高漲時出售獲利，後者則是對住宅以經

營的方式獲取租金利潤，兩者在住宅市場上有相當固定的比例，特別是短期投資

性需求在房地產市場景氣時，市場上佔有相當主要的比例，影響住宅價格波動甚

巨。因此房價所代表的即是滿足住宅消費與投資的價格，租金僅為滿足住宅消費

使用的價格。 

                                                 
1 彭建文、花敬群(2001)將住宅服務視為住宅實質屬性(面積、樓層、屋齡等)與權利內容(所有

權、使用權)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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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金與房價的闗係可透過兩者間比例進行租金乘數（rent multiplier）的討論，

依據美國住宅市場過去之經驗，就獨棟式房屋而言，房價是月租金的 100 倍（房

價/月租金），稱為百分之一法則（1%-rule）。租金乘數的估計，代表擁屋與租屋

的相對成本，亦可藉之區別住宅消費及投資需求的變化。過去台灣房地產景氣時

期，由於民眾對住宅短期投資需求強烈，偏好購屋，導致房價飆漲迅速，而租金

僅是微幅的上漲而已，即使不同區域間住宅投資性有所差異，但所估計之月租金

乘數平均幾乎高達 300 以上2，相較美國百分之一法則，國內月租金乘數顯得偏

高。對住宅資本利得的預期固然可以解釋過去月租金乘數偏高及家戶傾向擁屋的

行為，但在民國 76~78年最近一次景氣高峰過後，住宅市場已歷經十餘年的不景

氣，租金與房價是否已回到合理穩定的比例關係，而其背後所代表家戶對住宅的

需求及影響的原因與過去是否有所不同，值得做進一步的討論。 

由於自有住宅市場的需求者亦可能為出租住宅市場的供給者，出租住宅市場

的需求者亦可能因經濟能力的提升或對住宅需求的改變而調整其對住宅權屬的

選擇，故自有住宅市場與出租住宅市場應存在相當程度的替代關係3，租金與房

價因此而關係密切。然而偏高的月租金乘數及住宅自有率，顯示台灣地區家戶在

租買選擇（tenure choice）時仍偏好擁屋，兩次市場的替代性似乎不如想像中明確。

Cheung, Tsang and Mak（1995）採用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香港四個行政區（香港

本島、九龍、新九龍及新界）住宅次市場的房價與租金之間的關係，發現大體上

租金與房價之間互相獨立，缺乏因果關係，沒有產生一般房價的波及效果

（soillover effect），亦即房價的上漲沒有帶動租金上漲，因此推論市場區隔4影響

出租與自有住宅市場的互動關係，導致兩次市場替代性薄弱。審視台灣住宅市

場，釐清租金與房價的調整關係及其對住宅租買兩次市場互動的影響，除了對市

場上租金與房價的關聯性做解釋外，亦有助於未來國內住宅市場的發展。 

【停擺 vs. 穩健】 

童話故事裡兔子跑了許久，確信他會打敗烏龜，所以很放心的躺下來睡覺休息。 

另一方面，以堅忍毅力著稱的烏龜，是否能把握機會，拉近、追平、甚至超越兔

子，獲得勝利呢？ 

                                                 
2 以台北市為例，林祖嘉(1992)、李如君(1997)、彭建文、花敬群(2001)，所估計之月租金乘數平

均都在 300以上。林祖嘉(1992)估計高雄市為 326，台灣省為 245。李如君(1997)估計台北縣為

274。 
3林祖嘉(1990)利用反向巢型多項式 Logit模型估計美國自有住宅與出租住宅間的替代性，結果發

現兩者具有相當高的替代性，但其替代性大小會受到不同城市住宅市場情況之影響。 
4 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將房地產消費者依照其人口屬性、偏好等區分為較小的不同

的族群，即是所謂的市場區隔。文中認為造成租買市場區隔的原因有三個，即負擔能力（買＞租）、

政策走向（政府鼓勵購屋）及傳統文化觀念的差異（有土斯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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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著眼於住宅租金與房價的關係進行討論，期望透過與國內外相關文

獻和理論的對話，及實證分析的驗證，對租金與房價的互動關係做進一步的探

討。茲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簡述如下： 

一、 不同區域月租金乘數歷年變動情形為何？家戶對住宅消費或投資需求之變

化情形為何？與過去國內外研究有何異同之處？ 

二、 租金與房價互相調整的關係為何？是否具有長期穩定關係？短期調整速率

及領先、同步或落後的時差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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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來源與研究範圍 

一、資料來源 

（一）崔媽媽基金會之房東資料庫 

崔媽媽基金會於 1989 年成立，以非營利的方式提供大台北地區租屋資訊仲

介服務。崔媽媽資料庫中，出租住宅資料為房東的登記資料，因此租金為房東所

期望的租金，亦即為房東的「要價租金」，並非市場成交的租金，然而由於租屋

市場基本上為賣方市場，房客議價空間不大，故對後續實證的結果應無太大影

響。租屋型態可分為分租、套房、獨套、住家等四種類型。基於研究目的主要為

討論住宅租金與其房價之關係，因此只選取資料庫中為一般整戶出租的「住家」

類型之出租住宅及其租金為討論對象，表 1-1 為各年度資料筆數。 

表 1-1、崔媽媽住宅租金資料樣本數表 

 台北市 台北縣 

民國 82年 552 887 

民國 83年 685 1208 

民國 84年 748 1365 

民國 85年 1275 2243 

民國 86年 1315 2268 

民國 87年 1197 2083 

民國 88年 1494 2785 

民國 89年 1261 2460 

民國 90年 2493 4468 

民國 91年 2688 4507 

民國 92年 2921 4991 

 

（二）內政部出版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為解決國內因缺乏房地產公開交易市場致衍生不動產交易問題，原臺灣省政

府於七十四年訂定「臺灣省建立地價資訊實施計畫」，並自八十年度起分三年逐

年分區建立基隆市等 108 個主要都市地區內商業區及住宅區地價資訊資料。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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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年起將「臺灣省主要都市地區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擴大納入臺北市、高雄

市、金門縣及連江縣等地區，並易名為「中華民國主要都市地區房地產交易價格

簡訊」，以充實地價資訊內容。並建立網頁，以迅速、完整地提供主要都市地區

房地產買賣實例資料，作為政府機關施政及民間買賣、抵押、投資之重要參考資

料。自精省後此工作則交由地政司接續，按季出版此刊物。所選取的房屋用途類

別為「公寓」、「住宅大樓」，表 1-21 為各年之資料筆數。 

  表 1-2、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樣本數 

 台北市 台北縣 

民國 88年 436 880 

民國 89年 308 504 

民國 90年 549 678 

民國 91年 1043 883 

民國 92年 788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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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民國 82年~92年。並將民國 80年代初期界定為房地產市場景氣高峰至衰退

時期，即 82~84年，後期即 85~92年界定為景氣衰退至谷底時期5，亦即 82~84

年相對 85~92年是較為景氣的時期，觀察租金與房價的變動情形。 

（二）空間範圍 

以台北地區（台北市、台北縣）為研究範圍。台北市與台北縣兩地居民在食

衣住行方面具有高度的重疊性及流通性，一般民眾在住宅租買選擇時通常會將台

北市與台北縣同時列入考慮，亦即兩地區為具有替代性的住宅次市場，因此在研

究住宅租金與房價關聯性時將其合併討論。 

此外，將台北地區劃分為六個地區，分區方式延用張金鶚（1995）採用之區

位劃分方式，以行政區劃分，由台北市市中心區為中心點向外擴張。另考量台北

市大同、萬華區近年來發展衰退，房屋品質較差，故將其由市中心區提出列為舊

市區，台北縣則考量離台北市較近之縣轄市相對住宅市場會較發達，故依其地理

位置另再劃分為市中心及次中心區，最外圍則為台北縣其它鄉鎮。如表 1-3 所示。 

表 1-3、台北地區分區範圍表 

台北市 台北縣 

 

舊市區 
大同區  萬華區 

 

市中心 
板橋市  新店市 

新莊市  永和市 

中和市  三重市 

 

市中心 
中山區  松山區 

大安區  中正區 

信義區 

 

次中心 
汐止市  土城市 

樹林市  蘆洲市 

 

 

郊區 
士林區  北投區 

南港區  內湖區 

文山區 

 

郊區 
台北縣其它鄉、鎮 

 

                                                 
5 由內政部建研所所發佈的台灣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可看出，房地產市場景氣的最近一高峰出現

在民國八十三年第三季，而其後的市場景氣狀況則呈現衰退的現象。又林育聖、張金鶚(2004)，

運用國泰房價指數來進行市場景氣的劃分，各地區新成屋與預售屋房價的最高點多出現在民國

八十三、八十四年或八十五年第一季，僅台北縣的價格高峰出現在八十六年第一季。而從成交

量來看，各地區至民國八十五年均到達一低點，而民國八十六年雖然成交量有明顯增加的現象，

但主要是受到建商搶建、大量推案的影響，並非市場景氣的復甦，在八十六年以後，各地區的

成交量均大幅萎縮且無明顯波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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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為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文將透過下列研究方法著手進行，分述如下： 

（一）相關文獻及理論探討 

藉由回顧國內外有關租金與房價關係的文獻及理論的闡釋，檢視影響兩者關

係的因素，以做為本文的理論基礎與研究方向的參考。 

（二）實證方法與分析 

（1）月租金乘數之估計 

林祖嘉（1992）、薛立敏、陳綉里（1997）採用主計處主辦「住宅狀況調查」

之家計樣本，分別建立房價與租金的特徵價格模型，估算租屋者住宅之價格及擁

屋者之設算租金，再求取租金乘數之值。李如君（1997）則是採用張金鶚（1995）

估計之特徵房價模型，及崔媽媽與主計處租金資料建立之特徵租金模型，以標準

房價與標準租金之概念，估計租金乘數。 

本研究實證資料為每一戶出租住宅的租金資料，並沒有每戶出租住宅的房價

資料，因此利用特徵價格法估計民國 82 年~92 年每一戶出租住宅的房價。透過

房價模型的建立，代入每一戶出租住宅的屬性資料，便可求得每戶出租住宅的房

價，再除以相對應的出租住宅租金，可算出每一戶出租住宅的月租金乘數： 

經由特徵價格法估計出之每戶出租住宅房價 

月租金乘數 = ---------------------------------------- 
                    每戶出租住宅之房東要價租金 

依此求出之月租金乘數應能較確實的反應每戶住宅房價與租金的實際差

距，有助於後續分析更貼近住宅市場的真實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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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聯立方程式之應用 

由住宅租買市場的供需面出發，透過出租住宅市場與自有住宅市場間價格的

連結，建立租金與房價函數，並運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進行實證分析6，

分析租金與房價互相影響的程度及其它影響因素。 

（3）誤差修正模型之應用 

運用租金與房價的時間數列進行分析，共分為三個步驟，先對變數進行是否

為穩定時間數列的檢定7，以單根檢定法（Unit Root Test）檢定租金與房價是否為

平穩的時間數列8，接著以共積檢定（Cointegration）9探討租金與房價之間是否有

長期的穩定關係10，如具有共積關係，則可利用誤差修正模型

（Error-correction-model, ECM）11進行房價與租金間長、短期的均衡評估與測試。 

 

 

 

 

                                                 
6 二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與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兩者差異在於 2SLS 僅估計單一結構

方程式，對於模型中其它方程式的設定不予考慮。若要就整個模型之所有結構方程式同時加以估

計，使參數估計式獲得一致性，則必需採用 3SLS。但由於利用 3SLS 進行實證時，若結構方程式

發生設定誤差，將影響估計的結果，且計算程序比較麻煩，一般實證時較偏好 2SLS。但亦有許

多學者主張應同時以 2SLS 與 3SLS 進行實證，再斟酌其差異進行討論，不過其實證分析大多傾向

採用 3SLS 的結果。而本研究因為將時間序列資料及橫斷面資料合併（pooling），加上房地產為異

質性強烈的產品，在模型實證上可能會發生變數殘差項異質變異及自我相關的問題，因此採用

3SLS 應為較佳的做法。 
7 傳統的計量分析方法，皆假設經濟變數的時間數列為穩定的(stationary)時間數列，但如果時間

數列為非穩定時，仍使用傳統的迴歸分析法進行分析，估計結果將可能產生「假性迴歸」的情形。

根據 Nelson 及 Plosser(1982)指出：大部份經濟變數的時間數列，皆具有非穩定時間數列的特性。 
8 單根的定義依 Engle及 Granger(1987)的定義：若某一非穩定的時間序列經過 d次差分後可達穩

定，則稱此數列為 d階整合(integrated of order d)，表示為 Xt~I(d)。 
9 有關於長期關係的理論，首先由 Granger(1981)發展出共積關係，然後在 Engle及 Granger(1987)

再建立短期動態與長期均衡的理論。 
10 此均衡關係乃指長期間所觀察到的時間序列，不同變數間保持共同趨勢，亦即變數間的比例

會向特定值收斂。假設序列變數 Yt為 I(1)且時間序列變數 Xt 為 I(1)，及 Yt與 Xt均有單根存在

故均非穩定時間序列，若存在β使得 Yt-βt為 I(0)，即 Yt-βt其中μt為 I(0)，故μt為穩定的時

間序列，如此隨著時間改變 Yt與 Xt之間並沒有很大的落差改變，則 Yt與 Xt稱為有共積關係，

β則稱為共積向量(cointegration vector)，即 Yt與 Xt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要檢定非穩定時間

序列Yt與Xt之間是否有穩定的線性組合及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只需檢定迴歸式Yt = βXt + μt

的殘差項是否為單根即可。 
11 誤差修正模型是指某一期的某些變數脫離長期均衡而處於失衡的狀態時，可透過誤差修正項

(error correction term)所包含長期的訊息，以使數列不會偏離長期均衡太遠，具有調整的概念。根

據 Engle & Granger(1987)探討共積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存在的對應關係如下：如果兩變數兼具共

積關係，此兩變數間之關係可以以誤差修正模型來表示；反之，當兩變數之關係能以誤差修正模

型來表示時，此兩變數必有共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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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包括研究動機、問題及研究方法、資料來

源及研究範圍、研究架構與流程。 

第二章為相關文獻回顧與理論探討，主要在租金與房價關係的探討，國內外

市場狀況的差異及影響原因。 

第三章為月租金乘數的估計與分析，透過特徵房價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

的建立，求取估計的房價，並進行不同區域歷年來月租金乘數的計算。 

第四章為租金與房價調整模型分析，首先建立租金與房價函數，並運用聯立

方程式分析兩者相互影響程度及兩者偏離的原因。接著進行租金與房價時間序列

的分析，針對租金與房價的長期及短期調整關係，及領先、同步或落後關係做進

一步的實證分析。 

最後一章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 

 

三、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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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流程圖 

烏龜 兔子 比賽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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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方法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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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金乘數之估計分析

租金 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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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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龜兔賽跑總講評 

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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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序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