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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主題在於探討包含土地之不動產是否造成折舊估計的偏

誤，並欲辨析外部性退化對建物之影響效果，此外，依文獻回顧之結果指

出，折舊可細分為各種不同的來源，且其對建物之影響效果各不相同，為

利用實證模型分析上述種種，本章為研究設計，分為模型設定及變數選取

兩部分，藉模型之確立，以為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之本。 

第一節 模型設定 

本研究之實證採特徵價格模型，分別建立不動產價格模型、建物價格

模型以及土地價格模型分別進行迴歸分析，檢視包含土地之價格函數對建

物實體損壞估計之影響；並觀察外部性對土地價格與建物價格的影響差異。 

Haas 於 1922 年之碩士論文中以特徵價格模型估計農地價格，該文獻為

目前可溯及之最早的特徵價格法應用文獻（Colwell and Dilmore, 1999：

620），而 Court 於 1939 年正式賦予特徵價格（Hedonic）一詞，雖然 Court

所提出的方法事實上係針對汽車價格所設計，而非針對不動產價格。其後

Lancaster 於 1966 年以效用的概念，建立特徵價格模型，而 Rosen（1974）

則是減少對特徵效用的重視，而改以市場價格決定的角度切入分析，並建

立了非線性特徵價格模型的基礎。（Wilhelmsson, 2004：7） 

特徵價格模型假設不動產價格為其各部份特徵價格之總合，並以複迴

歸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單一特徵變動一單位對於不動產價格的

影響。Malpezzi（1987：375）指出，特徵價格模型之優點在於：1. 可處理

異質資料；2. 價格會隨著屋齡有系統的變化；3. 減少偏誤；5. 可進行統計

檢定。故於分析不動產各組成要素與其價格間的關係時，特徵價格模型是

相當適合的方法。 

特徵價格模型已發展出線性模型、雙對數模型、半對數模型等模型型

態，而目前最常被使用之模型式為半對數模型10，即對應變數取自然對數，

Malpezzi（2003：80）指出半對數模型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10 特徵價格模型可分為線性模型、半對數模型以及雙對數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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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第三間浴廁到只有一間臥室的房子或是有三間臥室的房子，對線

性模型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半對數模型允許增加相同的住宅物件到不

同面積或品質的住宅，呈現出不同的價格效果； 

2. 可簡單以特徵係數值說明當特徵變動一單位，住宅價格將變動多少百

分比。但精確而言，應是e係數值-1（Halverson and Palmquist, 1980）； 

3. 半對數模型可減少異質變異的統計問題； 

4. 半對數模型的計算很簡易，但缺點是，在反自然對數函數時，所得價

格可能有低估的情形。 

基於上述半對數特徵價格模型特性的 1 至 3 點，使其成為不動產價格

相關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而折舊文獻亦多以半對數模型作為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考 Malpezzi et al. （1987）、Fisher et al.（2005）、Dunse and Jones

（2005）、Smith（2004）以及陳韋智（2005）等同樣以半對數模型作為分

析迴歸式之折舊文獻，決定以半對數特徵價格模型作為本研究之實證模

型。本研究採用之模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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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選取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分為三種，首先說明三模型之應變數有何不同及如

何計算而得，在模型自變數部分，則因應研究主題將重點置於折舊代表變

數，說明於第二部分。 

一、應變數 

本文以市場交易單價作為模型式之應變數，以單價作為應變數，可直

接得出各變數對不動產價格的邊際影響，而折舊文獻中，亦有以單價作為

分析應變數者，如Fisher et al.（2005）11、Dunse and Jones（2005）12。 

因應本文之研究目的，分別建立不動產價格模型、建物價格模型以及

土地價格模型。不動產價格模型為與建物價格模型有同一比較基礎，故不

動產單價的求取方式為不動產總價除以建物移轉面積；建物價格模型中建

物單價之求取方式為先自不動產價格中扣除土地價格，再將剩餘之建物價

格除以建物移轉面積；最後，土地價格模型則逕以取得資料中之土地單價

為基礎。各模型應變數計算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型應變數來源 

 模型名稱 應變數計算方式 

 不動產價格模型 LN（
建物移轉面積

不動產交易總價
） 

 建物價格模型 LN（
建物移轉面積

土地移轉面積土地單價不動產交易總價 ×−
） 

 土地價格模型 LN（土地單價） 

二、 自變數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如前述分為不動產價格、建物價格及土地價格，在

自變數部分，選取之自變數及其選取理由說明如後。 

                                                 
11 其應變數為acquisiti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12 其應變數為asking rent per square me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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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損壞代表變數 

本文探討主題為建物折舊，為觀察屋齡每變動一單位對建物價格的影

響，並以此作為實體損壞之代表變數，故加入屋齡變數。 

屋齡變數除可用以觀察實體損壞以外，Smith（2004）與 Wilhelmsson

（2004）在橫斷面的研究中，將不動產價格未隨屋齡的增加下降，反而於

建物壽命的中後期反轉向上的現象稱為「年代效果（Vintage Effect）」，亦

即該年代所建築之建物，可能因具有再開發價值、建築品質良好或是其它

原因，使得不動產屋齡與價格變動的關係產生系統性變化，（Goodman and 

Thibodeau, 1995：27；Knight and Sirmans, 1996：375；Clapp and Giaccotto, 

1998：435；Smith, 2004：174）故屋齡變數所代表的多重意義，使得價格

與屋齡間非為線型相關。為觀察上述不動產價格與屋齡間的非線性變化，

因此加入屋齡平方變數以觀察不動產價格的變化情形。由於隨實體損壞增

加，價格應逐漸下跌，故本研究預期屋齡對價格有負向影響，而屋齡平方

則對價格有正向的影響。 

(二)外部性退化代表變數 

1. 鄰近舊社區情形 

Bourassa et al.（2004）與 Yau et al.（2006）指出，面臨建物之良莠對

於自身不動產價值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納入是否鄰近舊建物

之原因，但由於缺乏判斷是否直接面臨舊建物之依據，故本研究將面臨舊

建物改為分析樣本 200 公尺內之舊建物數量是否在三筆以上，藉以觀察位

處於舊社區對於自身不動產價格的影響，而其對價格之影響方向未知。 

關於是否是舊建物之判定標準，由於無法於價格與距離之散佈圖中，

觀察出隨距離增加之價格變動轉折點，故參考台北市規定民眾自行劃定都

市更新單元時，屋齡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須占更新單元面積

二分之一以上13，故將舊建物定義為屋齡 30 年以上之建物。 

                                                 
13參考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公布之「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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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鄰近變電站、加油站、墓園情形 

曾明遜、謝潮儀（1995：219）指出，鄰避設施係指具有滿足人們特定

需求，但可能產生實質或潛在地方外部成本（localized externalities cost），

以致令附近居民排斥而不願與之為鄰的一種設施，如發電廠、煉油廠、石

化工廠、垃圾掩埋場、焚化爐、精神病院、墓園等。此類設施之外溢負外

部性因為邊際效益遞減原理會隨距離的增加而遞減，造成鄰避設施週邊的

負外部性最大。（譚鴻仁、王俊隆，2005：109）而曾明遜、謝潮儀（1995：

230）假設鄰避設施所產生的外部成本會經由住戶的選擇行為而反映在財產

價值上，並以特徵價格法估計之。 

而本研究受限於資料取得之可能性，僅將變電站、加油站、墓園三項

嫌惡性設施納入，並考量外部性對於不動產價格的影響有其影響範圍，不

至無限擴張，故本研究以虛擬變數方式處理各項變數，再以特徵價格模型

式估計各外部性代表變數對於不動產價格的影響效果，而本研究預期此類

特徵應對價格有負向的影響。 

關於虛擬變數的門檻值設定，由於不同地區的公共設施規模、型態、

服務水準均有所差異，周遭住宅不動產之分佈密度、生活網絡型態亦有所

不同，是以，即使是相同的外部性特徵，其對周遭不動產的影響仍會因所

在區位不同而有影響範圍大小之別。因此，本研究變電站、加油站、墓園

之虛擬變數門檻值，係採試誤法（trial and error）以找出最適合本研究樣本

之虛擬變數門檻值。 

3. 鄰近活動中心、公園、運動場所情形 

公共設施可依其對附近環境的影響，使人們對其有迎毗（YIMBY）、

鄰避（NIMBY）的不同態度（林峰田，1997：172），迎毗設施如公園、綠

地等提供休閒遊憩之活動空間，為居民所需求的設施，故對於不動產價格

有正面的助益，而不動產與迎毗設施之距離越遠，迎毗設施所產生的正面

效益越低。 

本研究於模型式中納入活動中心、公園、運動場所等公有開放空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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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判別公有開放空間對於不動產價格之影響效果，並同樣以虛擬變數之

方式納入模型中估計之，以此作為考量外部設施對不動產價格影響之參

考，並預期其對價格有正向的影響。 

(三)其他 

其餘模型自變數依可取得之資料，尚包括行政區別、路寬、土地移轉

面積、建物移轉面積、臨路情形、使用分區、用途、建築構造，均為房地

產交易價格簡訊所提供之資訊。於不動產價格模型中，包含完整之變數；

於建物價格模型中，考量土地移轉面積應不為建物單價之價格影響因素，

故於建物價格模型中排除土地移轉面積此變數；而於土地價格模型中，同

理考量建物移轉面積與建築構造應不為土地單價之價格影響因素，故土地

單價模型無此二變數。各變數詳細說明如表 2。 

在對價格影響之預期方面，本研究將平均不動產單價最低之安南區設

為虛擬變數比較基礎，故其他五區之變數係數值應為正數，代表位於其他

區不動產之價格應較位於安南區者高；路寬越大者，可及性越高，故對價

格具正面影響效果；在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積部分，黃名義、張金

鶚（2001：315）指出，面積增加對住宅租金有正面的助益，但面積增加到

某一程度後，將產生規模報酬遞減的現象，而使得租金開始下跌，由於本

研究未將面積列為分析重點，並未增列面積平方變數觀察規模報酬遞減的

產生點，因此面積一次方項對價格之預期影響方向為未知；而當臨路情形

為臨街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用途為店舖使用、建築構造為鋼筋混凝土

造時，因具有較高的收益能力或結構較堅固，均預期對價格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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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類別  
預期

符號
說明 

屋齡  連續  － 建築物自建築完成年至交易年所經歷之年數 

屋齡平方  連續  ＋ 屋齡的平方 

行政區別  虛擬  ＋ 台南市計有東區、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

中西區六個行政區，故共有五項虛擬變數。 

路寬  連續  ＋ 建物面臨道路寬度 

土地移轉面積  連續  ＋/－ 持有土地面積 

建物移轉面積  連續  ＋/－ 樓地板面積 

臨路情形  虛擬  ＋ 1=臨街地，0=裡地 

使用分區  虛擬  ＋ 1=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0=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宅區 

用途  虛擬  ＋ 1=店鋪使用，0=純住宅使用 

建築構造  虛擬  ＋ 1=鋼筋混凝土造，0=加強磚造 

鄰近舊社區情形  虛擬  ＋/－ 1=交易樣本方圓 200 公尺內包含 3 筆以上舊建物

0=交易樣本方圓 200 公尺內包含 2 筆以下舊建物

鄰近變電站情形  虛擬  － 1=樣本點與變電站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變電站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上 

鄰近加油站情形  虛擬  － 1=樣本點與加油站之距離在 2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加油站之距離在 200 公尺以上 

鄰近墓園情形  虛擬  － 1=樣本點與墓園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墓園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上 

鄰近活動中心情形  連續  ＋ 1=樣本點與活動中心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活動中心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上 

鄰近公園情形  連續  ＋ 1=樣本點與公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公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上 

鄰近運動場所情形  連續  ＋ 1=樣本點與運動場所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內 
0=樣本點與運動場所之距離在 600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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