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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核心在於探討投資者對未來租金成長預期的理性程度，以租金

具復歸性質為前題，驗證資本化率與租金之間的關係，據以瞭解投資者是

否理性。以期導向理性投資、提高市場穩定性並改進不動產估價收益法的

應用。本章第一節討論理性預期的概念，並藉由過去研究討論租金的復歸

性質；第二節探討資本化率理性程度的衡量方式及相關研究結果，並探討

理性預期對不動產市場的意義及重要性。最後定位研究方向及實證方式。 

第一節  理性預期與租金的復歸性質 

一、理性預期的意義 

市場參與者對未來經濟現象的預期是否理性，取決於其是否充分運用

可得的資訊。市場參與者根據過去的經濟現象預期該經濟現象的未來變

動，屬於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市場參與者掌握市場上各項可

能的影響因素，並合理判斷這些因素對該經濟現象的影響，則符合 Muth

（1961）所提出的理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假說。Muth 認為根據上

述的決策過程，市場參與者不會犯系統性的錯誤，其主觀預期將接近市場

的客觀預期。Grossman（1981）表示，理性預期均衡下的市場參與者，其

決策除考量個人的稟賦、技術及偏好等個人資訊之外，將根據市場資訊（如

交易價格）預測其他市場參與者的行動，以掌握未來市場情況。是以，具

理性預期的投資者將考慮客觀因素，其主觀的預期平均而言應接近市場客

觀的預期。 

就資訊運用的方式觀之，適應性預期下市場參與者僅考量單一變數過

去的表現，回顧（backward-looking）的本質導致其預期相對不夠理性；理

性預期市場參與者應充分考量市場基礎（market fundamental）的變動，而

具前瞻性（forward-looking），其預期平均而言相當準確。換言之，市場參

與者如具理性預期，將準確預測各項市場基礎的變動，其評價應接近基礎

價值（fundamental value）。相關文獻觀察市場評價與基礎價值的差距，檢

視市場參與的預期是否理性。Summers（1986）及 Campbell and Shill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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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透過股票市場評價與基礎價值的差距，探討股票市場參與者是否具理

性預期。Hui and Lui（2002）則利用人口、國內生產毛額、住宅交易量、

利率、建造成本等市場基礎估計理性預期房價，發現短期房價偏離理性預

期，認為香港住宅價格不符合理性預期假說。 

根據傳統地租理論及地價理論，市場基礎應反映於不動產的租金，而

資本化至價格當中，故市場租金的變動可代表各項市場基礎變動交互作用

的結果。是以，假設投資者為理性，其以收益觀點評價不動產，應前瞻地

預期未來租金成長的潛力，反映於不動產的合理評價。近年不動產相關研

究對於理性的定義為投資者是否考量租金的復歸性質，理性投資者考慮未

來租金長期可能復歸，非理性投資者可能未考慮租金復歸的可能性，其理

性程度反映於其對於不動產的評價，進而影響資本化率水準（Sivitanides et 

al., 2001; 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 2005a）。本研究透過資本化率水準觀

察投資者對未來租金成長的預期，探討其是否理性。本研究所界定的理性

為，投資者具前瞻性且充分利用資訊，並考慮租金的復歸性質，而所謂理

性係反映整體市場的情況，而非描述個體的單一決策。 

二、租金的復歸性質 

不動產租金反映使用面的供需均衡，供給延遲的特性使租金具平均數

復歸的性質。DiPasquale and Wheaton（1996）利用存量流量模型說明租金

與房價之間的關係，當供給存量去化導致空置率降低，市場租金隨之提高，

透過資本化率反映於高價格，進而刺激新建供給流量的增加；新建流量則

加入市場供給而提高存量，空置率隨之提高導致租金回跌。由於不動產興

建期長而具有供給延遲，往往導致過量興建（overbuilding）（Grenadier, 

1995）。因此，於無外生衝擊下，不動產租金長期呈現穩定的平均數復歸，

即使租金受到外生衝擊而具有固定趨勢（deterministic trend），其仍具有復

歸性質而成為趨勢復歸（trend-reversion）。Sivitanidou（2002）證實美國商

辦不動產租金偏離長期均衡水準，而漸進地調整回復至均衡。顯然，供給

延遲導致供給與使用需求之間的時間落差，為租金復歸性質的成因，可為

其理論依據。 

相關文獻證實不同地區租金復歸的現象。Gatzlaff and Tirtiroglu（1995）

回顧相關文獻，指出住宅租金普遍具有平均數復歸的特性。Wheat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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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o（1994）應用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美國都會區辦公室租金指數，其走勢

顯示市場衝擊對租金的影響在前一、二年最明顯，隨後漸趨穩定，亦即租

金的漲跌並非永續固定，其隨供給的增減而回復，符合復歸性質的概念。

Hendershott（1996）認為短期市場失衡造成雪梨商辦不動產租金的平均數

復歸，市場均衡下不動產價值應等於重置成本，然而短期市場租金偏離重

置成本，開發商在市價高於重置成本時進行開發，若市價低於重置成本則

不開發，故短期市場失衡將誘發或抑制新建，形成租金的循環。Hendershott

（2000）更明確指出開發商的決策模式導致雪梨商辦不動產租金具有平均

數復歸。此外，倫敦商辦不動產租金亦具有平均數復歸（Wheaton et al., 

1997；Hendershott et al., 1999）；零售物業的租金則具有趨勢復歸的性質

（Hendershott and MacGragor, 2005a）。可見租金的復歸性質於國外各地已

獲一般性的驗證。 

Hendershott et al.（2002）及Dunse et al.（2007）利用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探討英國商辦不動產租金的時間趨勢，亦發現類似的回

復調整機能，短期租金偏離其長期均衡水準，其偏離誤差（deviation）將朝

向長期均衡水準調整回復。誤差修正模型的調整係數必為負值，表示正偏

離誤差（短期租金水準高於長期均衡水準）下租金變動量3將負向調整，則

租金成長趨緩；反之，負偏離誤差下租金變動量將正向調整，則租金加速

成長。誤差修正機制（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明確解釋租金的調整機

制，亦說明其復歸的性質。 

然而國內不動產租金相關研究偏重於特徵價格模型及租金指數的建

立，未明確討論租金的長期趨勢，亦未論及其復歸性質，國內不動產租金

是否具復歸性質，未獲研究證實。本研究分析台北地區住宅租金的時間趨

勢，驗證其是否具復歸性質，以確立本研究的前提。 

綜言之，不動產租金短期具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性質，長期具

復歸性質；自我相關表示短期內租金上升或下降的情況將持續發生，然而

長期則因競爭或供給去化而回復至均衡。藉回顧相關文獻可知，租金的復

歸性質隨不同次市場而異，然普遍存在，投資者應加以考量。短期租金水

準相對於長期平均水準愈高，表示未來租金成長潛力應愈小，應預期較保

                                                 
3 誤差修正模型當中，除誤差修正項之外，各變數均為一階差分值，表示其當期的變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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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租金成長率；反之租金成長潛力應愈大，應預期較樂觀的租金成長率，

始符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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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本化率的理性預期與市場穩定性 

一、資本化率的理性預期 

投資者是否考量租金的復歸性質，將影響資本化率水準；基於高登成

長模型，獲利率固定下，預期租金成長率愈高，資本化率將愈低。短視

（myopic）的投資者未考量復歸的性質，於過去租金成長快速下預期租金

將持續追高，而願意接受目前較低的報酬，致使資本化率降低（Sivitanidou 

and Sivitanides, 1999）；理性的投資者則考量租金的復歸性質，預期較保守

的租金成長率，而反映於較高的資本化率水準。前者為回顧性的預期，後

者為前瞻而理性的預期。是以，市場資本化率隱含投資者對未來收益流量

變動的預期，觀察短期租金水準與資本化率水準之間的關係，可驗證投資

者預期的理性程度。 

Hall（2001）認為市場理性的核心在於對未來現金流量的預期，其驗證

美國股市的理性程度，分析預期現金流量成長率與實際現金流量成長率之

間的相關性，二者之間正相關表示預期的成長率與實際相近，市場具有理

性；Hall亦分析本益比4（price-earning ratio）與預期現金流量成長率之間的

相關性，結果均呈現正相關，證實 1950 年至 2000 年之間美國股市對現金

流量的預期具有理性。Hendershott et al.（2006）應用其概念驗證英國商用

不動產市場的理性程度，發現預期現金流量成長率與實際現金流量成長率

之間呈正相關，證實英國商用不動產市場具有理性，且零售物業市場的理

性程度較商辦市場高（零售物業市場相關係數為 0.52，商辦市場相關係數

為 0.3），結論與稍早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2005a）的研究一致。 

然而上述二則研究僅進行比較分析，近年相關研究利用更嚴謹的統計

方法實證資本化率，分析投資者或不動產估價師對未來租金的預期是否考

量其復歸性質，以驗證投資者是否理性。Sivitanides et al.（2001）、Chen et al.

（2004）及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2005b）均利用追蹤資料迴歸分析

（penal data regression）探討美國不動產投資評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iduciaries, NCREIF）資本化率5當中所隱含投資者的

                                                 
4其意義同收益乘數，為資本化率的倒數。 
5該資本化率係基於估價結果而得，由年度淨收益除以不動產估值得到資本化率，代表不

1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預期；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2005a）則利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英國

商辦不動產的資本化率。國外已普遍認知租金具有復歸性質，上述研究透

過文獻回顧及相關係數分析討論之，作為其研究前提。然而國內不動產租

金是否具復歸性質仍有待驗證，本研究利用向量自我迴歸模型驗證租金是

否具復歸性質，確立研究前提後利用追蹤資料迴歸分析驗證資本化率當中

所隱含的投資者預期是否理性。 

上述研究實證結果均證實租金成長預期顯著地影響資本化率，

Sivitanides et al.（2001）、Chen et al.（2004）及 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

（2005b）發現短期租金水準相對愈高的時期，NCREIF 的估價師相對預期

愈高的租金成長率，導致資本化率相對較低，其預期顯然不符理性；然而

Chen et al.（2004）認為資本化率偏低的現象表示市場熱絡時估價師要求較

低的風險溢酬，此觀點並未考量未來租金復歸的可能。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2005a）則發現英國商辦不動產投資者於租金高峰期預期租金

成長將趨緩，理性地提高資本化率。綜觀以上結果發現，美國 NCREIF 估

價師的預期相對不理性，英國商辦不動產投資者相對較理性，此外，相關

研究於雪梨商辦不動產市場（Hendershot, 1996、2000）及斯德哥爾摩住宅

市場（Hendershot and Turner, 1999）亦發現非理性的現象。可見投資者理性

程度隨地區市場而異。故本研究除驗證住宅投資者的理性預期，將進一步

分析不同地區理性程度的差異。 

二、理性預期與市場穩定性 

理性預期對住宅市場具有重要意義，非理性預期可能導致評價偏誤，

投資者可能在高市場租金水準下高估不動產價值，在市場租金觸底時低估

不動產價值（Hendershott and MacGregor, 2005a）。Wheaton（1999）指出，

理性的不動產經理人能正確預測市場對於外生衝擊的反應，以衝擊發生後

的租金進行評價，非理性的經理人則採用衝擊發生前的租金進行評價。非

理性的評價偏誤擴大市場價格的波動，進一步影響開發商的決策，投資者

高估不動產價值提供開發商投資新建的誘因，投資者低估不動產價值則開

發商沒有新建的誘因，導致市場供給過量或不足的現象，擴大供給量的波

動（Hendershott, 2000）。故非理性的預期擴大價與量的波動，不利於市場

                                                                                                                                   
動產估價師對於風險溢酬的要求及租金成長的預期。 

14 



                             投資者理性預期之研究─以台北地區住宅資本化率為例 

 

穩定。 

甚者，非理性預期的評價偏誤，將導致市場價格將偏離基礎價值（De 

Bondt and Thaler, 1985；Summers, 1986；Hendershott, 1996），可能形成市場

泡沫。Phillips（1988）分析美國各大都會區住宅資本化率的影響因素，發

現資本利得對資本化率具有顯著影響，預期租金成長的影響卻不顯著，

Phillips認為其意涵為房價成長並非源自預期的租金成長，而是市場景氣時

即使租金成長停滯，投資者仍預期房價繼續上漲，市場價格遠高於收益價

值而導致投機泡沫的現象。Hendershott（1996）根據建築與經營管理協會

（Building and Operati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BOMA）所評估的不動產

報酬反推其對商辦不動產的評價，分析雪梨商辦不動產的租金調整程序及

其評價，Hendershott計算BOMA評價與其基礎價值的比率6，發現1980年代

後期該比率明顯偏高，據此推斷該時期雪梨商辦不動產市場存有投機泡

沫，隨即引發過量的興建導致1990年代初期泡沫破滅。而Hendershott and 

Turner（1999）則在不景氣的情況下發現負向的市場泡沫，其於固定品質下

估計斯德哥爾摩公寓的資本化率，發現景氣谷底時資本化率卻不符理性地

上升，因而推斷投資者過於悲觀而導致市場評價低於基礎價值。 

基於上述討論，投資者對於租金的非理性預期，將使不動產的市場價

格偏離其基礎價值，若偏離的幅度甚大且持續相當的期間，有可能引發市

場泡沫的危機，故探討投資者的理性預期，有助於瞭解當前台北地區住宅

市場高房價的現象是否合理。此外，就政策的立場，毋寧期望市場波動穩

定，過去相關研究均視住宅租金乘數7為住宅市場健全程度的重要指標之

一。林祖嘉（1992）認為只考慮住宅消費行為下租金乘數應穩定變化，當

市場租金乘數驟然變動即反映市場參與者對房屋的投資與投機需求有重大

變化。穩定且合理的租金乘數向為各界所努力的目標（曾建穎等，2005）。

同理，資本化率水準的合理性及其穩定性，對住宅市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義，故本研究分析資本化率的波動性與投資者理性之間的關係。 

本章歸納過去相關研究的重要結果及觀點，闡明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

題，並預先呈現實證資料、方法、預期結果及推論的依據。首先說明長期

                                                 
6 該比率愈高意味BOMA對辦公室的評價超出其基礎價值愈多，亦即BOMA對收益的預期過於

樂觀，其意義近似於非理性預期造成過低的資本化率。 
7 房價除以房租的比率，即資本化率的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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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金的復歸性質，作為投資者預期是否符合「理性」的評斷基準。其次回

顧英國、美國及澳洲的實證研究，瞭解投資者的預期如何影響市場資本化

率水準，以及各地不動產市場的理性程度。最後陳述非理性預期對不動產

市場的負面影響，證實理性預期對於不動產市場健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本

研究歸納得三個主要課題，作為實證分析探討的軸心。 

第一，各國不動產租金均為平均數復歸或趨勢復歸的數列，然而台灣

住宅租金的長期趨勢是否具有這樣的性質？本研究分析住宅租金的長期趨

勢，證實住宅租金為具復歸性質的數列，作為探討投資者理性預期的前提。 

第二，藉由文獻的探討，歸納得到二個判斷投資者理性預期的準則，

其一，就長期的觀點，短期租金水準愈高，預期租金成長率應降低，因此

短期租金水準對資本化率為正向影響表示投資者具理性預期，負向影響表

示投資者不具理性預期；其二，就短期的觀點，由於租金成長率具自我相

關，當期與前一期的租金成長率具高度相關；依高登成長模型，當期租金

成長率對資本化率為負向影響，故前一期的租金成長率對資本化率應為負

向影響。 

第三，綜觀過去研究發現投資者理性程度隨地區市場而異，投資者理

性程度與市場穩定性之間應有密切的關係；本研究認為市場資訊較充分的

地區，投資者的預期應較為理性，其市場波動將較為穩定，故比較不同地

區市場資本化率波動性的差異，藉此檢視投資者的理性程度對台北地區住

宅市場穩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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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理性預期之研究─以台北地區住宅資本化率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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