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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租金與房價調整模型分析 
~呈現拉鋸的龜兔賽跑 

【十賭九輸，那惟一贏的那一次要押誰呢？】 

賭博之性人皆有之，誰不想天外飛來一筆橫財，台灣錢更是出了名的淹腳目。即

使兔子利用空檔睡了個懶覺、還只能緩慢的下坡，但是因為領先差距實在太大，

賭盤仍舊看好兔子會贏得比賽，除非兔子一睡不醒或是下坡時不慎跌到谷底重傷

不治。幾乎所有的動物都壓注兔子獲勝，不看好烏龜。 

國內市場對住宅的投資報酬一向著重於其買進賣出後的資本利得，房地產景

氣時期，房價追漲不追跌、住宅一日三價的現象亦是屢見不鮮。每月固定的租金

收益僅被視為等待住宅出售期間的成本補貼。 

台北地區平均 345 的月租金乘數顯示房價與租金間的差距並未因住宅投資

需求的減弱而拉近，然而住宅次市場間互動的主要關鍵即在於價格的連結，因此

本章首先將由出租及自有住宅市場的供給及需求出發，建立房價與租金的價格函

數，以期瞭解兩者的互動關係，並運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進行實證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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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租金與房價聯立方程式分析 

一、實證模型建立 

1.出租住宅市場 

就租屋需求而言，林祖嘉(1992)、林祖嘉與林素菁(1994)、林秋瑾(1996)、

李如君(1997)主要偏向探討住宅屬性對於租金水準的影響，其實證結果均發現住

宅本身屬性對於租金影響較大。本文假設租屋需求主要受到租金(R)、住宅屬性

（坪數(F)、樓層(Xi)、屋齡(H)）的影響。預期租金水準越高，對租屋的需求

將降低，坪數越大顯示住宅的實用性越高，總樓層與所在樓層變數對租屋者而言

較不具實用性，雖為正向影響但並不顯著19，屋齡越高隱涵住宅設備的老舊及危

險，對租屋需求為負向的影響。 

就租屋供給而言，Potepan（1996）將租屋供給設為租金、房價、貸款利率、

稅率以及預期資本利得的函數。彭建文與張金鶚(2000)認為租屋供給主要受到租

金、房價以及預期景氣的影響。由於國內各縣市在房地產稅率方面均相同，因此

排除稅率的影響因素後，本文假設租屋供給主要受到租金（R）、房價（P）的影

響。當租金上漲時，屋主出租的意願增加，則供給會增加，當房價上漲時，如租

金維持不變，則屋主供給的成本提高，供給亦將減少。預期租金越高對租屋的供

給為正向影響，房價越高則為負向影響。 

在此亦將區位（L）及時間（T）納入討論。越靠近市中心，將會提高住宅

的實用性及便利性，在短期居住的考量下，承租者傾向以金錢替換交通可及性，

亦會增加住宅服務的需求，住宅的使用價格將因此而增加，租金亦會隨之上漲；

良好的區位會增加屋主的供給成本，但因國內長期持有房地產有相當高的預期增

值利得，在此預期下，屋主可能於等待出售的過程中將住宅出租，收取租金以補

貼等待期間的時間成本，增加住宅服務的供給。變數設定採用虛擬變數的方式處

理，以台北市市中心為 0，其它地區為 1。另外加入時間相對景氣與否的虛擬變

數（景氣，民國 82~84年為 1；不景氣，民國 85~92年為 0）20替代其他可能影

響租金的房地產市場變數，市場相對景氣時期租金可能受房價影響而上漲，亦可

能因購屋需求的增加而減少租屋的需求，導致租金的下跌。 

根據上述影響出租住宅市場需求與供給面的變數，及各變數的理論預期，當

出租住宅市場處於均衡時，可求得市場租金函數。其中房價、坪數、樓層應會增

加住宅服務的需求，對於租金的影響為正，屋齡會減少住宅服務的需求，對租金

                                                 
19 李如君(1997)實證顯示總樓層與所在樓層變數對租金影響為正但無明顯的影響力。 
20 時間劃分依據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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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為負，越靠近市中心則對住宅服務的需求價格亦會越高。租金函數可表示

為： 

R = R（P , F , Xi , H , L , T）                                      (1) 

2.自有住宅市場 

Potepan（1996）認為住宅資產的需求者即是住宅服務的供給者，所以兩者的

影響變數相同。吳森田（1994）認為住宅需求主要受到所得、房價、貨幣供給、

物價水準、家戶數、預期增值的影響。林祖嘉與林素菁（1994）認為住宅需求受

到所得、房價、實質利率及區位的影響。彭建文與張金鶚（2000）認為購屋需求

主要受到房價、租金、所得及預期景氣的影響。本文假設購屋需求會受到房價、

租金、房地產屬性（坪數（F）、樓層（Xi）、屋齡（H））、及區位（L）的影響。

當房價上漲時，購屋的需求將會減少，而租金上漲時，購屋的需求將會增加。坪

數越大代表住宅實用性越高，對住宅需求為正的影響。總樓層與所在樓層對房價

皆有顯著的影響21，雖然此二變數對住宅實用性影響不大，但對住宅增值卻有一

定影響力，因此對購屋需求的影響為正，屋齡越高對購屋需求的影響為負。越靠

近市中心的住宅除了住宅使用價值增加外，對住宅投資或未來增值亦有明顯幫

助，對購屋需求的影響為正。 

吳森田（1994）、Potepan（1996）均認為住宅供給主要受到房價、地價與建

築費用的影響。彭建文與張金鶚（2000）則認為住宅供給受到房價、空屋率及新

建數量的影響。由於資料取得的限制，本文將住宅供給簡化假設為只受房價（P）、

時間（T）影響，房價的上漲會促使住宅的供給增加，其影響為正。時間變數反

應市場景氣狀況，新成屋市場景氣相對較好時，市場上對住宅的需求會增加，因

而增加住宅的供給。 

當住宅交易市場處於均衡時，可求得市場房價函數。其中租金、坪數、樓層

對於房價的影響為正，屋齡的影響為負，區位對房價的影響應由市中心向市郊遞

減，市場景氣時對房價的影響為正。房價函數可表示為： 

P = P（R , F , Xi , H , L , T）                                     (2) 

本文所建立的聯立方程式包括租金及房價二條方程式，共有租金、房價、坪

數、樓層、屋齡、區位及時間等變數，其中租金及房價為內生變數（Endogenous），

坪數、樓層、屋齡、區位及時間為外生變數（Exogenous）。 

 

 

                                                 
21 張金鶚(1995)運用特徵價格模式估計總樓層與所在樓層對房價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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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β10+β11P+β12F+β13Xi+β14H+β15L+β16T+ε1                       (3) 

β10=？，β11>0，β12>0，β13>0，β14<0，β15<0，β16=？ 

P =β20+β21R+β22F+β23Xi+β24H+β25L+β26T+ε2                        (4) 

β20=？，β21>0，β22>0，β23>0，β24<0，β25<0，β26>0 

 

     (3)及(4)式中，變數的設定滿足方程式的認定條件（condition of 

identification）22，位階條件（rank condition）與次數條件（order condition）23亦滿

足，所以二條函數均可以被認定（identified）。將(3)及(4)式以半對數形式

（Log-Linear form）進行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估計。 

 

 

 

 

 

 

 

 

 

 

                                                 
22 認定的必要條件：一起決定 A個內生變數之值的 A個聯立方程式之系統中，在一條方程式裡

至少要缺少 A-1個變數才有可能估計其參數。當方程式參數的估計成為可能時，這條方程式稱為

是被認定的（identified），而其參數可以一致地估計。如果方程式刪除的變數少於 A-1個，則它
便是無法認定的（unidentified），且其參數無法一致地估計。 
23 M個聯立方程式模型中結構方程式辯認的一般法則  M：模型中內生變數之數目。m：方程
式中內生變數之數目。K：模型中外生變數之數目。k：方程式中外生變數之數目。次數條件（order 
condition）：(1)K-k＞m-1 過度認定；(2) K-k=m-1 正確認定；(3) K-k＜m-1 不足認定。位階條件
（rank condition）：rank表示矩陣中線性獨立行或列之最大數目，一個矩陣之 rank是以該矩陣之
最高次（order）之方矩陣表示，最高次之方矩陣之行列式Δ不等於 0；ΔM-1中只有一個Δ≠0，
正確認定；一個以上Δ≠0，過度認定；Δ=0，認定不足。認定不足或是無法認定的方程式，無

論資料有多充足，均無法估計結構參數；正確認定或是過度認定的方程式參數可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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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結果分析 

由表 4-1 觀之，在房價函數方面，變數符合理論預期且達到 1%的顯著水準。

租金、坪數、所在樓層、時間景氣對房價為正向的影響，顯示當租金上升、住宅

本身實用性增加、及市場景氣時會促使房價上漲。屋齡的老舊對住宅價值產生折

舊，對房價為負向的影響。區位對房價的影響變化由台北市市中心向台北縣郊區

下跌，越靠近市中心有助於房價上漲。 

由表 4-2 模型的標準化β係數來看，影響房價最重要的因素為坪數

（0.561），接著依序為區位變數（台北縣市中心為-0.354）、租金（0.276）、所

在樓層（0.057）、屋齡（-0.029）及時間變數（0.004）。雖然租金對房價有正向

的影響，但對房價影響的程度相對小於其它變數。 

租金函數方面，變數多符合理論預期且達到 1%的顯著水準。房價、坪數、

總樓層及時間景氣對租金為正向的影響，房價上漲、住宅本身實用性的增加會使

租金上升。屋齡的老舊直接的影響住宅的使用狀況，因此對租金為負向的影響。

區位對租金的影響呈現由台北市市中心向台北縣郊區下跌的情況，越靠近市中心

住宅的使用價值越高，租金亦隨之上升。 

由模型的標準化β係數來看，影響租金最重要的因素為坪數（0.902）、依序

為區位（台北縣市中心-0.666）、房價（0.557）、總樓層（0.205）、屋齡（-0.10）、

及時間變數（0.022）。坪數與房價對租金為正向的影響，但區位因素向外遞減的

負向影響亦不小。 

由上述房價與租金函數來看，房價與租金互相影響的程度均較住宅坪數及區

位為低。房價與租金上漲的主要原因在於住宅實用性的增加及良好的區位。而房

價變動對租金的影響係數明顯高於租金變動對房價的影響係數，亦表示房價除了

受租金影響外，其它變數（包括有被納入模型中的坪數、區位變數，還有因權屬

不同而造成使用價值的差異等未被納入模型中的變數）亦佔有重要的影響地位，

此亦可能為國內房價與租金關係不若想像中密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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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聯立方程式之迴歸估計-3SLS 

3SLS 
解釋變數 房價 租金 

截距項 
5.48 

(25.56)*** 
0.242 

(24.78)*** 

房價 - 0.008 
(17.15)*** 

租金 
0.140 

(13.93)*** - 

坪數 
0.025 

(53.92)*** 
0.038 

(37.44)*** 

所在樓層 
0.007 

(19.21)*** - 

總樓層 - 0.019 
(4.07)*** 

屋齡 
-0.001 

(-7.58)*** 
-0.005 

(-15.03)*** 

D_TPE1 
-0.247 

(-35)*** 
-0.382 

(-25.32)*** 

D_TPE3 
-0.131 

(-21.16)*** 
-0.342 

(-31.45)*** 

D_TPE4 
-0.314 

(-31.67)*** 
-0.723 

(-29.65)*** 

D_TPE5 
-0.504 

(-37.64)*** 
-1.025 

(-28.85)*** 

D_TPE6 
-0.598 

(-40)*** 
-1.122 

(-26.94)*** 

D_TIME 
0.006 

(1.65)* 
0.028 

(5.53)*** 
系統加權 R2 0.7267 

N 35045 

註：1.( )內為 t值。 

              2.***、**、*代表分別在 1%、5%、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數顯著異於零。 

              3.實證模型經過異常點篩選與刪除，刪除比例為樣本數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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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聯立方程式標準係數β值 

3SLS 

解釋變數 房價 租金 

截距項 0 0 

房價  0.557 

租金 0.276  

坪數 0.561 0.902 

所在樓層 0.057  

總樓層  0.205 

屋齡 -0.029 -0.10 

D_TPE1 -0.135 -0.222 

D_TPE3 -0.191 -0.438 

D_TPE4 -0.354 -0.666 

D_TPE5 -0.252 -0.332 

D_TPE6 -0.229 -0.258 

D_TIME 0.004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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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誠可貴，友情價更高】 

「相看兩不厭，惟有無殼蝸」。一路爬來，不堪回首，路上其它動物的嘲諷聲更

是沒有間斷過。再怎麼有恆心和毅力的烏龜，也逐漸失去了那股比賽開始時的熱

情，幸好在燈火闌珊處，仍有人默默守候，身旁最好的朋友--無殼的蝸牛，不離

不棄的陪著他、鼓勵他，讓烏龜能上山下海，進行每一段的比賽。 

傳統有土斯有財的觀念，及政府長期以來鼓勵購屋的政策之下，國內住宅自

有率居高不下，而出租市場較不發達，然而每一家戶均有可能為潛在的購屋者或

租屋者，於住宅市場中選擇其偏好的居住方式。 

在過去的研究中顯示，出租住宅市場與自有住宅市場因租買選擇而具有替代

性，租金與房價間有密切的互動關係。然而根據上一節三階段聯立方程式估計的

結果，租金與房價互相影響的程度不強，除了受到坪數、區位及因為住宅服務品

質的不同，導致住宅使用價值產生差距外，住宅需求的變動亦會影響租金與房價

長短期的動態關係，租金領先房價或房價領先租金，亦會影響租買選擇時住宅次

市場間的供給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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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租金與房價時間序列分析 

時間序列分析共使用四個變數，即台北市房價、台北市租金、台北縣房價、

台北縣租金，根據過去研究或理論24，預期此四變數間應有正向的均衡關係：台

北市房價對台北縣房價有波及效果，台北市房價對台北市租金又存在還原率的關

係，台北縣房價同樣也影響台北縣租金，亦表示台北市房價也會影響台北縣租金。 

實證的時間範圍為民國 82~92年，採用台北市及台北縣房價與租金的季資

料，各分別有 44 筆。先對變數進行是否為穩定時間數列的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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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以共積檢定

（Cointegration）探討租金與房價之間是否有長期的穩定關係，如具有共積關係，

則進一步利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 ECM）進行房價與租金間長、

短期的均衡評估與測試。 

一、單根檢定 

採用 Hyllebreg, Engle, Granger, and Yoo（1990）所提出之單根檢定法，檢定變

數序列是否具有單根、半年期單根及季節性單根。由檢定結果得知台北市房價、

租金及台北縣房價、租金變數的一階差分值皆通過 95%的顯著水準，拒絕各變數

一階差分具單根之虛無假設，亦即各變數之一階差分為穩定之序列，整合級次為

I(1)。此外，經過檢定也確定資料數列不存在半年期單根及季節性單根。檢定結

果列於表 4-5。 

二、共積檢定 

共積檢定是以向量自我迴歸模型（VAR）為分析基礎，在進行共積檢定之前

必須選定適當的落後期數。有關適當落後期數的選擇，可使殘差項通過自我相關

與常態性檢定。表 4-3 為 4 個變數殘差項的自我相關（LM）、Ljung-Box檢定及

常態檢定值。由表可看出在 5％的顯著水準下，模型通過自我相關與常態性檢定，

選擇落後期數為 2期。 

在各變數顯示為 I（1）且殘差穩定的前提下，利用 Johansen（1988）所提出

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LE）進行共積分析25。此方法提供 lambda max檢定與 trace 

test檢定。由表 4-4 得知台北地區的房價與租金之間至多存在一個共積關係，顯

示台北地區租金與房價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 

                                                 
24 林秋瑾(1996)實證顯示台北市房價對台北縣房價變動具有領先之效果。Mills(1994)說明租金

透過還原率的轉換可求得房價。 
25 該方法最大貢獻在於將 Engle and Granger 的共積概念加以延伸發展，將兩個變數擴展成多

變數，且在決定自變數時，採用 VAR 模型，將所有變數視為聯合內生變數，採不預設因果關係的

開放性作法，解決了因果關係設定的難題，且同時考慮了變數與變數間的相互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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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VAR 模型殘差項設定之檢定 

檢定模型 落後期數 LM(1)/P-val LM(4)/P-val L-B/P-val CHISQ(4)/P-val

四變數 1 6.623/0.98** 16.863/0.19** 180.390/0.02 11.382/0.18** 

 2 21.308/0.17** 22.031/0.14** 177.593/0.11** 11.666/0.88** 

註：1.LM(p)為檢定干擾項是否具序列相關之拉格蘭氏檢定統計量，其為一自由度為 p之 X2分配。 

    2.CHISQ(p)為變數常態性的檢定。 

3.** 表在 5％顯著水準下通過檢定。 

 

表 4-4、共積檢定結果 

  Trace test  

Null Alyemative Statistic 90%臨界值 

r = 0 r > 0 60.23* 58.96 

r <= 1 r > 1 35.45 39.08 

r <= 2 r > 2 17.10 22.95 

r <= 3 r > 3 7.41 10.56 

  Lambda-max  

Null Alyemative Statistic 90%臨界值 

r = 0 r = 1 24.78* 19.88 

r = 1 r = 2 15.34 16.13 

r = 2 r = 3 9.70 12.39 

r = 3 r = 4 7.41 10.56 

註：* 表示在 10％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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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四變數之單根檢定表 

台 北 市 台 北 縣   
水準值(Level) 一階差分(First Difference) 水準值(Level) 一階差分(First Difference)

PI1 臨界值 PRICE RENT dPRICE dRENT PRICE RENT dPRICE dRENT 
None -1.95 2.657* -2.282* -3.195* -3.083* -2.381* -1.292 -2.237* -3.244*
I only -2.96 -0.787 -1.133 -4.543* -3.993* -1.170 -0.375 -2.992* -3.657*
I , SD -3.08 -0.897 -1.158 -4.250* -3.877* -1.129 -0.371 -3.427* -3.407*
I , Tr -3.56 -2.737 -0.489 -4.459* -4.584* -0.164 -0.604 -3.917* -3.711*
I , SD , Tr -3.71 -2.665 -0.399 -4.172* -4.475* -0.011 -0.549 -3.749* -3.868*
PI2(半年期單根)  
None -1.95 -3.210* -3.384* -2.531* -2.846* -3.316* -3.750* -3.620* -3.417*
I only -1.95 -3.116* -3.460* -2.253* -2.662* -3.380* -3.714* -3.373* -3.320*
I , SD -3.04 -3.748* -3.381* -3.139* -3.059* -3.726* -3.634* -3.958* -3.186*
I , Tr -1.91 -2.711* -3.428* -2.224* -2.338* -3.245* -3.554* -3.219* -3.215*
I , SD , Tr -3.08 -3.228* -3.350* -3.246* -3.313* -3.561* -3.466* -3.828* -3.087*
F34(季節性單根)  
None 3.26 12.293* 14.114* 8.075* 7.829* 9.884* 11.842* 9.566* 8.423*
I only 3.04 12.293* 13.097* 9.309* 8.240* 10.318* 11.540* 9.810* 9.024*
I , SD 6.60 16.218* 12.546* 11.970* 7.851* 10.178* 10.764* 10.392* 7.899*
I , Tr 2.95 14.335* 11.964* 8.945* 9.762* 8.767* 11.049* 10.127* 8.985*
I , SD , Tr 6.55 18.642* 11.432* 11.473* 9.477* 8.677* 10.274* 10.746* 7.848*
註：1.PRICE表房價，RENT表租金。 

2.None表示模型中無截距項、無季節變數、無趨勢項；I only表示模型中僅包含截距項；I,SD表模型中包含截距項與季節變數；I,Tr表模型中包含截

距項:I,SD, Tr表模型中包含截距項、季節變數與趨勢項。 

3.* 代表在 9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單根之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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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誤差修正模型 

共積關係的存在表示變數間具有長期均衡關係，但當外在的衝擊發生時，變

數會脫離原先的均衡，隨著時間的演進，其偏離程度會逐漸消退而回歸至均衡水

準。因此必須在 VAR 模型中設立誤差修正項使變數再度調整至均衡狀態，表 4-6

為四變數誤差修正模型之估計與檢定結果。共積關係式為： 

PRICET1 = 332.388RENTR1 + 2.052PRICET2 + 310.462RENTR2 

符號顯示台北市房價（PRICET1）長期與台北市租金（RENTR1）、台北縣房

價（PRICET2）、台北縣租金（RENTR2）為正向關係，此與預期符合。 

當均衡誤差不為 0時，台北市房價會以每季-29.2%的速度、台北縣房價會以

每季 15.3%的速度進行調整，以消彌區域間的均衡誤差，但台北市租金、台北縣

租金向長期均衡調整的功能並不顯著，亦顯示不同區域間租金對價格的變化較不

敏感。 

表 4-7 為變數的短期動態調整係數值，四變數受其前期的影響顯著，均呈現

負向的關係，顯示房價與租金有逐漸下跌的趨勢，台北縣當期的房價則會受到台

北市前期房價的影響，台北市房價領先台北縣房價，租金方面則不受其它變數的

影響。 

表 4-6、誤差修正模型 

變數  \  檢定值 Zj  /  t值 R2 ARCH(2) 

北市房價(PRICET1) -0.292/-2.413** 0.578 0.332 

北市租金(RENTR1) -0.001/-1.455 0.399 2.397 

北縣房價(PRICET2) 0.153/2.382** 0.448 2.761 

北縣租金(RENTR2) 0.001/1.293 0.503 1.667 
註：1.ARCH(q)為檢定干擾項是否具有條件異質性之拉格蘭氏檢定統計量，其為一自由度為 q 之

卡方分配。 

2.R2為迴歸方程式之判定係數。 

3.Zj為對於誤差修正模型之誤差調整係數。 

4.** 表通過顯著性水準 95％，此時 t值為 1.96。 

 

表 4-7、誤差修正模型短期動態調整係數值 

 DPRICET1(t-1) DRENTR1(t-1) DPRICET2(t-1) DRENTR2(t-1) 

PRICET1(t) -0.349/-2.113** -78.580/-1.528 -0.019/-0.060 -69.478/-1.772 

RENTR1(t) -0.000/-0.124 -0.196/-2.106** -0.001/-0.786 0.019/0.084 

PRICET2(t) -0.117/-2.195** -41.023/-1.503 -0.141/-2.025** 53.333/1.659 

RENTR2(t) -0.000/-0.591 -0.072/-0.531 0.001/0.689 -0.309/-1.963**

註：顯著性水準為 95％的 t-value為 1.96，** 表示通過 95％顯著性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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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第二章有提到，房價與租金的比例長期會回復穩定的趨勢，而房價領先

租金僅是價格短期波動的影響。經由實證分析得知，不同區域間房價與租金之間

存在長期均衡穩定的關係。變數間短期的動態調整關係顯示房價與租金持續下跌

的趨勢，租金與房價受其本身前期變動的影響顯著且台北市房價領先台北縣房

價，不同區域間房價具有波及效果，而不受其它變數影響的租金則是產生區隔效

果。租金與房價兩者在時間上沒有因果關係，則與過去研究認為兩者具有領先與

落後關係的說法有所不同。 

租金與房價彼此影響的程度減弱，且無時間上的因果關係，反應兩者的脫勾

及住宅次市場間替代性的不足，亦可能如香港市場般出現市場區隔。購屋者與租

屋者長期而言可能不是同一族群，亦即同時考慮租買決策的人僅為少數，在政府

鼓勵購屋的政策及貸款低利率的條件下，擁屋並非難事，一旦跨過購屋門檻，家

戶並不會同時考慮租或買，而是直接選擇購屋，租屋相對僅為短期決策或不加考

慮。因此長期會留在出租住宅市場的租屋者大部分所得或負擔能力均較低，僅能

以租屋方式滿足居住需求，無法跨過購屋的門檻，租金水準亦無力向上提升，兩

次市場產生市場區隔，導致次市場間調整替代功能的薄弱。 

 

 
圖 4-1、租買選擇示意圖 

 

 

 

 

 
購 屋 者 

 
租 屋 者 

同時考慮租買選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