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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發展趨勢及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內畸零細碎

不規則之土地，依據法令加以重新整理，重劃區內土地除配合公共設施興建後，

其餘可建築用地依原位次分配原則、調整分配原則並留設抵費地後，重新分配予

原土地所有權人，其最終目的是地權的調整，而地權調整屬於交易行為，有交易

便會有成本，而價格是交易成本的剩餘，在市地重劃開發的過程及後續標得抵費

地的土地利用行為中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可帶來抵費地價格的提升。 

重劃完成後各宗抵費地的區位條件與個別條件均不相同，傳統地價影響因素

研究多著重於宗地的條件，例如宗地面積、公設可及性、使用分區等，對於土地

建築利用與產權整合並無太多著墨，本研究從重劃後建築開發的角度切入，探討

以公辦重劃方式所留設的抵費地，其宗地個別條件、土地使用管制、區位、規模

及相鄰土地整合難易度，對於交易成本及開發績效有何影響，研究影響抵費地標

售價格的因素。 

本研究蒐集了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及相關土地資訊，透過是

否建築作為條件篩選，並以 189筆合併建築之案例為樣本，運用特徵價格模型，

以每平方公尺抵費地標售單價作為應變數，選取 13 個可能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

的應變數，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抵費地的容積率、所面臨最大路寬、

面臨主要道路面寬、至學校距離及標售時間等 5個因素對於抵費地標售價格呈現

正向影響；而抵費地的面積、鄰地權屬複雜度、深度、寬深比等 4個因素對於抵

費地標售價格呈現負向影響。 

公辦市地重劃政府具有土地分配的規劃及主導權，在抵費地面積有限的情況

下，倘能了解抵費地的區位、規模與效益之關係，在訂定分配原則及抵費地劃設

時考量上述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因素，以降低交易成本，即可望降低地主共同

負擔或創造盈餘以留供重劃區內建設與管理維護，提升開發效益。 

 

關鍵字：交易成本、鄰地權屬複雜度、抵費地、特徵價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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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urban land readjustment (ULR) project follows the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urban planning, it readjusts all fragmental and irregular land in the area. After 
building the land of public in the area, the rest of buildable land will be allocated to 
landlords and reserve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by distribution principle. The final 
purpose of ULR is to adjust the property of land. That way of adjustment is a 
transaction which comes with the cost, and the residual of transaction cost is price. 
There is transaction cost in the process of ULR project and in the use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will rise the price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The area and individual condition of all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is different after 
URL project.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f land price focus on the condition of land, for 
example, the area of the l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land use 
zoning , but less attention in the using of building and the conformity of property. In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with the point of building 
development by ULR, and the effect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o develop performance 
by analyzing individual condition, land using constrain, area, size, conformity of land. 
We also study on the factor of the price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In this research, we gather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of Lin-Kou New Town URL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of land. We use the data screened by purpose to build to 
integrate 189 lands for the bas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using the Hedonic Price 
Method to set the model in which the unit price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per square 
meter )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irteen impact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The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at f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floor area 
ratio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the maximum width of neighbor road, the width of 
neighbor, the distance from school and the time for sale have positive impact to the 
price of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ur factors including the area 
of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the complexity of neighbor property, the depth of land and 
the ratio of width to depth have negative impact to the price of the cost equivalent 
land. 

The government has dominant and plan of land distribution by URL-l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limited area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if we can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gion, size and efficiency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which effect the 
price of cost equivalent land, it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when we set up the 
rule of land and cost equivalent land distribution. We can reduce average burden of 
landlords or make surplus fo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for URL, and als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transaction cost, the complexity of neighbor property, cost equivalent land, 
Hedonic Pri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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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發展策略及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都市計畫區

域裡一定範圍內畸零細碎之土地，依據法令加以重新整理，重劃區內除

配合公共設施興建所需用地外，其餘可建築用地依原位次分配原則與調

整分配原則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並留設抵費地，開發後立即可

供建築使用的一種綜合性土地開發方式；開發主體主要可區分為政府公

辦及民間自辦兩種，兩種方式其辦理程序並無太大差異，參與重劃的對

象均以土地所有權人為主，地上物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僅能領取拆遷

補償費或轉載他項權利，並無直接參與重劃土地分配之權利，而政府公

辦市地重劃時，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並無實質規劃權力，對於財務

計劃及土地分配等議題僅能於地方說明會時提出建議，或於重畫計劃書

公告及土地分配公告時提出異議，由政府參酌理由或協商後辦理。 

市地重劃是一個國家在都市化過程中，對於新市區開發及舊都市地

區更新的重要手法之一，世界各國諸如德國、日本、南韓、台灣及印度、

澳洲的部分地區等皆以此為重要之都市化工具（Larsson ，1997）。由於

市地重劃係自償性土地開發事業，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工程費用、

重劃作業費用及貸款利息等，均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重劃區內未建築

地折價抵付(即抵費地)，而公辦重劃與自辦重劃抵費地處理方式並不相

同 1，公辦市地重劃抵費地處理方式是以公開標售為主，抵費地標售後如

有盈餘，依規定半數留供重劃區增添建設，另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金，對政府財政及都市地區整體發展有相當助益。 

市地重劃原係以地籍整理為目的，近年來逐漸轉變為配合都市發展

需要並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的重要工具（謝靜琪，2003），以都市土地開發

者之角度而言，決定是否投入市地重劃這種較大規模之土地開發事業，

其關鍵因素乃在於是否能產生經濟利益，公辦市地重劃之辦理有時必須

配合政府施政考量及地方發展，無法完全以利潤極大化為目的，惟財務

上至少須達平衡，否則仍須從其他歲入補足，對於其他預算會產生排擠。

因此，市地重劃之開發仍應回歸財務面之分析為佳(李吉弘，2010)，有

鑒於近年來辦理整體開發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對公共設施劃設的比例

有一定門檻，而地主領回比例囿於法令框架下，至少需領回 55%2，可劃

設抵費地的比例偏低，加上非屬重劃時地主所共同負擔的十項公共設施

                                                 
 
1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條規定，公辦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

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價讓售為國民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

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而自辦市地重劃其抵費地處分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 13條規定係會員大會之權責。 
2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

劃區總面積 45%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亦即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面積低於 55%時，需徵求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及面積過半同意，難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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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利如機關用地、變電所用地)，除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外，其餘不足

土地亦由抵費地劃設，將影響開發財務平衡。 

市地重劃最終目的是地權的調整，而地權調整屬於交易行為，有交

易便會有成本，而價格是交易成本的剩餘，在市地重劃開發的過程及後

續標得抵費地的土地利用行為中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可帶

來抵費地價格的提升，因為公辦市地重劃政府具有土地分配的規劃及主

導權，在抵費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倘能了解抵費地的區位、規模與效

益之關係，在土地分配時考量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因素，降低交易成

本，就可望創造盈餘以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提

升開發效益 3。 

建設公司偏好購買特定土地面積及地主人數較少的土地以降低土地

交易成本，在面對市場上眾多可供選擇的土地時，建設公司應存有特定

的偏好(林子欽、許明芳，2004)。而重劃完成後，單一重劃區同時期有

數十筆甚至數百筆抵費地可供標售，不同標的其區位條件與個別條件均

不相同，傳統地價影響因素研究多著重於宗地的條件，例如宗地面積、

公設可及性、使用分區等，對於土地建築利用與產權整合並無太多著墨，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以新北市公辦的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已標

售的抵費地進行研究，從建築開發的角度切入，探討以公辦重劃方式所

留設的抵費地，其宗地個別條件、土地使用管制、區位、規模及相鄰土

地整合難易度，對於交易成本及開發績效有何影響，研究影響抵費地標

售價格的因素，倘於訂定土地分配原則時能酌予考量，則可提高其財務

可行性及開發效益。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藉由林口新市鎮第三期重劃後土地建築利用現況，分析抵費地相鄰

產權複雜度對於得標人競價取得抵費地之影響程度。 

(二) 從重劃後後續土地開發利用者的角度，分析抵費地的宗地個別條件、

土地使用管制、區位、規模及相鄰土地整合難易度對於其交易成本

的影響，研究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因素，於訂定土地分配原則時

加以考量，以提高財務可行性及開發效益。 

  

                                                 
 
3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84條第 3項規定，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

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金；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

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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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一、 研究範圍 

市地重劃之辦理主體得由政府機關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之規定主動辦理，或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而由政府機關被動辦理

（即公辦市地重劃）；另一種方式則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範圍內之相

關所有權人，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發起辦理

（即自辦市地重劃）。基於自辦市地重劃抵費地處分係會員大會之權責，

其方式與公辦市地重劃須公開標售不同，資料較不具公開性，故本研究

在市地重劃辦理主體方面限定於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為對象，並以

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四區)市地重劃區已標售之抵費地為研究

範圍。 

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為從重劃後後續土地開發利用者的角度，探討抵費地的

宗地條件、土地使用管制、區位、規模、相鄰土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透

過歸納整理及複迴歸模型分析得出影響抵費地價格的因素，期望納入後

續公辦市地重劃土地分配時之參考，提升開發效益，因此將透過以下內

容深入探討分析： 

(一)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整理歸納有關土地開發效益、交易成本理論、地價理論、土地

分配法令規定等相關理論基礎與國內外文獻，作為後續模型建立之

依據。 

(二) 一手資料蒐集及案例分析 

透過蒐集與調查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已標售抵費地

分布狀況、週邊環境、鄰近土地原始產權複雜度、土地利用現況，

分析各宗基地之條件屬性與標售價格，藉以建構案例的影響因子。 

(三) 實證研究方法設計 

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及現況調查，遴選出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之

相關變數及基地周邊之條件屬性，歸納整理以敘述統計、複迴歸分

析方式深入討論抵費地價格的影響變數為何，將互相影響之關聯性

及重大影響因子藉由多元迴歸模型進行計量實證分析，以了解各因

素對於公辦市地重劃開發財務之影響性質與程度。 

(四) 建議 

針對現行土地分配制度及法令，透過本研究結果來了解影響抵

費地標售價格之相關因素，提出可降低重劃後開發行為交易成本及

提升抵費地標售效益之策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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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公辦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影響因素為研究主題，進行

相關因素對於交易成本及土地開發效益之研究，基於上述研究目的及內

容，將分別透過文獻回顧與案例統計分析、多元迴歸分析法進行研究，

茲將本研究進行之方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回顧與分析 

文獻回顧又稱歷史文獻法，主要是針對一個研究主題的相關文

獻進行蒐集、評鑑、歸納和統整，檢視研究主題與既有研究的差別

性與關聯性，本研究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市地重劃開發過程、交易

成本、特徵價格、開發效益、抵費地處分等相關文獻，已建立整體

立論基礎，了解公辦市地重劃抵費地劃設的流程、交易成本及其交

易特性，並加以分類、文獻彙整分析、予以論證探討。 

(二) 一手資料收集及案例統計分析 

透過蒐集與調查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已標售抵費地

案例，將其分布狀況、週邊環境、鄰近土地原始產權複雜度、土地

利用樣態等基本資料加以歸納整理，分析在都市計畫規劃下其各宗

基地之條件屬性，掌握其標售價格與土地開發程度，以敘述性統計

方式建構案例的影響因子。 

(三) 計量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因素，其影響因素資料

為多變數，將藉由特徵價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就所蒐

集相關資料，運用 STATA 11.2 統計軟體工具，透過敘述統計及迴

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主要流程，首先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界定研究範圍與

內容，繼而進行相關文獻之回顧與評析，經案例分析及歸納整理後，進

行研究架構與設計，並將所得結果綜合比較分析與檢討，最後歸納得到

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流程請參見下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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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 市地重劃 
一、 台灣地區執行市地重劃沿革 

市地重劃就是根據都市發展趨勢，而將都市計畫區域內或都市邊緣

中，雜亂不規則之地形地界和畸零細碎不合經濟使用之土地，在一定範

圍內，依據法令加以重整、交換分合，並配合公共設施之興建，改善道

路、公園、廣場、河川綠地等公共設施，使各筆土地成為大小適宜，形

狀完整，具備清楚之地界，然後將可建築用地分配與原土地所有人，由

此促使都市土地為經濟合理便利之利用，進而形成井然有序之都市，其

經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一種市地改良利用方式 4。 

台灣地區辦理市地重劃的歷史肇始於日據時期，日人曾於 1937年起

在台中豐原、高雄市等地區先後辦理市地重劃計有 20 處，總面積達

4,397 公頃，其中規模最大者為台中縣大甲區新高港附近地區，面積達

3,587 公頃，台灣光復政府遷台後，初期雖有土地法及當時之土地重劃

辦法可為執行依據，但其內容甚簡略概括，且市地重劃與農地重劃未分

列，無法適應市地重劃實際作業需要，故於民國 47年 7月實施都市平均

地權條例第 1次修訂時，增訂第 35條有關市地重劃之規定，且高雄市（當

時仍隸屬於台灣省）訂定「高雄市市地重劃實施規程」後，始擇定該市

首先試辦市地重劃，因辦理結果頗具成效，普遍受到民眾支持，台灣省

各地才陸續仿傚辦理，而新北市(前台北縣)自民國 56年始開辦三重二重

埔市地重劃區，後來接續完成泰山東側市地重劃區、蘆洲南港子重劃區、

三重重陽橋重劃區、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四）區、新莊副都心、三

重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等 19個市地重劃區，促進各項重大建設之發

展。 

台灣地區之市地重劃，辦理初期因人力及經驗缼乏，加上法令不夠

完備，各縣市政府未能普遍舉辦，迄民國 66年因平均地權條例公布，政

府為積極開發新市鎮及都市內土地，以紓解大都會人口壓力及加速取得

公共設施保留地，乃於縣市政府成立重劃專責單位，增加重劃人力，並

於民國 68年公布都市土地重劃實施辦法後，有關市地重劃之法令規定始

較完備，市地重劃業務才急速展開，當時台灣省政府並配合訂定該省市

地重劃 10年計畫，積極推動市地重劃工作，並持續擴大辦理 5。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台灣地區市地重劃區，總計完成 950 區，總面積 15,765 餘

公頃，取得道路、溝渠等公共設施用地計 5,285 餘公頃，提供可建築用

地面積 10,164餘公頃，節省政府建設經費共計 8,370億餘元 6。 

至於獎勵民間自辦市地重劃部分，基於政府人力財力有限或因無法

適時配合實施開發情形，故有獎勵民間自辦重劃，以擴大市地重劃績效

之必要。因此民國 66 年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定，為促進

                                                 
 
4 林英彥（1997），市地重劃三版，第 1頁。 
5 參閱內政部(2005)，經界線與同心圓，第 18~21頁。 
6 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993。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wQFjAA&url=http%3A%2F%2Fwww.land.moi.gov.tw%2Fchhtml%2Fcontentprint.asp%3Fmcid%3D201%26cid%3D993&ei=_U9eU4rzBImIkgX47oGoDA&usg=AFQjCNFGlHcTXGFYJkNyxVhCqVE5_XghYw&sig2=JsBhf5aeig3mdaVM2YYx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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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重劃，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獎勵土地所

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並明訂獎勵事項。內政部乃據之於民國

68 年 9 月訂頒「獎勵都市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重劃辦法」，此為土地所有

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之主要依據，各縣市土地所有權人乃陸續申請自

辦市地重劃，其中高雄縣岡山鎮協和自辦市地重劃區率先於民國 70年 9

月完成，迄民國 75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正，降低同意自辦市地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數及其土地面積比率限制，而「獎勵都市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重劃

辦法」於民國 77年 6月配合該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修正更名為「獎勵土地

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地區愈形增加，

對於都市土地之開發利用，具有相當效益 7。以新北市來說，載至 102

年 12 月底止，共計完成自辦市地重劃 29 區，面積 180.3 公頃，節省政

府用地徵購及工程建設費用達 145億餘元。 

二、 公辦市地重劃流程 

在公辦市地重劃之辦理程序上，概略可分為十三個步驟，包括：勘

選重劃區、重劃計畫書擬定核定公告通知、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

處理反對意見、研訂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籌編經費、測量調查

土地現況及查定地價、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土地分配設計與計算負擔、

分配結果公告與異議處理、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地籍整理及地

價換算、交接及清償、抵費地處理及財務結算，其流程如圖 2- 18，若以

階段工作來區分，整個市地重劃之推動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 第一階段為都市計劃擬定階段： 

市地重劃為實現都市計劃的手段與工具，藉由都市計劃區適當

位置之選定，配合都市計劃之檢討變更，事先評估成本與效益，預

擬重劃計畫書報內政部預審，以預為研擬適當策略並避免窒礙難行，

並召開相關座談會及說明會，公告重劃計畫書已進入執行階段。 

(二) 第二階段為市地重劃準備階段： 

目前市地重劃業務之執行多委由民間專業公司代辦，例如地籍

整理、地籍測量、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程專案管理、地上物查

估作業等，因此，在都市計劃擬定階段時，需視都市計畫擬訂或通

檢時程，一併在重劃準備階段辦理委外招標作業，在重劃計畫書公

告前，即可將部分行政作業及工程規劃設計準備完妥，縮短開發時

程。 

(三) 第三階段為重劃執行階段： 

在重劃計畫書公告後，即正式進入重劃執行階段，此時因重劃

準備階段已先行處理地上物查估及工程規劃設計作業，除依法受理

公告期間異議處理外，於公告期滿可接續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公

                                                 
 
7參閱內政部(2005)，經界線與同心圓，第 22頁。 
8新北市政府地政局(2014)，新北市政府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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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發價作業，配合地上物拆遷進度由工程施工廠商進場施工，其

工期視重劃區規模大小而異，直至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及工程驗

收完成。 

(四) 重劃完成階段： 

重劃完成階段最重要工作為土地交接、抵費地標售與財務接算，

標售抵費地後若產生盈餘，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6條之規定，

應以其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若有

不足則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補之。 

 

圖 2- 1 新北市政府辦理市地重劃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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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地重劃交易成本 
一、 交易成本相關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認為資訊於市場

中是完全公開，參與者擁有完全理性，因此交易行為之施行並不會有任

何成本產生；後者則進一步修正此概念，認為無論是交易的資息蒐集、

契約議定、決策、執行以及後期的監督均存在著交易成本。依據 Coase 理

論，當交易成本為零時，不須藉由外在任何制度或組織運作，交易中所

有潛在收益均可以實現（此同為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完美市場）。是故

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亦或將其轉移至相對而言成本較低之實施者，均可

融入於制度建立與檢討修正過程中。 

承襲 Coase 對於交易成本之看法，Williamson 更以企業及契約角

度分析交易成本的類型，模擬各種情況中交易成本的多寡及其對於組織

分工形態影響為何。其後 Alexander 則是針對土地開發各階段中所隱含

的交易成本，將致使土地使用計畫與開發管制治理方式之不同。 

二、 交易成本之定義 

交易為交易成本最小探討範圍，交易成本往往伴隨著交易過程而產

生。交易可視為兩個實施者或團體間的交換行為，其範疇從貨物或勞務

交換金錢，到其他牽涉以對價行動承諾來交換金錢、貨物、勞務或其他

有價資源，或經濟上互惠行動承諾的交易（Alexander，2000b）。 

至於交易成本，則泛指用於實質製造以外的成本（Lai，1994），其

導因於人類有限理性、投機主義，再加上環境中充斥不確定訊息，實與

新古典經濟模型中所假設之完美理性與完全訊息相去甚遠。因此交易成

本亦是於增加資訊可得以及降低環境不確定性時，所需付出之成本

（Buitelaar，2004）。 

Benham（2004）曾提出於競爭市場中，對每個人而言就算是相同財

貨，最終將花費不同成本而取得。由於價格包含財貨價格與交易成本，

後者於不同個體間差異極大，且受個體特色（個人知識、網絡關係與交

易技巧）、時間成本、區位、組織以及制度影響甚重。 

三、 交易成本成因 

繼 Coase 提出交易成本導因於市場不存在完全資訊，Williamson

（1985）認為交易過程中所處環境、牽涉之行動者與交易物品間的相互

影響，將造成市場失靈。其中交易者特性包含「有限理性」、「投機主義」，

環境因素包含「不確定性」、「少數交易」、交易者與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下

的「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交易氛圍」與「交易頻率」，以及導因於

交易物品特性之「資產專用性」（Williamson，1985；黃智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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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市場失靈圖 資料來源：Williamson（1985）；黃智彥（2004） 

(一) 交易者特性 

1.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最早由 Herbert Simon 於 1957 年提出，認為當面臨決策時，

決策者常受限於自身接收、記憶、表達等等能力之不足，以及對於

資訊判別的正確性存有偏差。因此在交易過程並非建立於理性的基

礎下，必須透過協商與談判使交易順利進行，致產生交易成本。 

2. 投機主義（opportunism） 

投機主義假設行動者於交易時，藉由採取作弊、欺騙（資訊

不對稱）等手段破壞協議，以達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為防堵相互

欺瞞的情形發生，交易的雙方均須提高交易過程中監督與談判成

本。 

(二) 環境因素 

1. 不確定性（uncertainty） 

由於交易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之變數，加上行動者受限於資

訊認知與判別的有限理性，將不僅導致交易雙方對於未來變化預測

存在差異，亦會對對方是否將以不當手法從本身獲得利益，而產生

懷疑、不信任心態，均反應於議約時協商與談判成本之提高。 

2. 少數交易（small numbers） 

少數交易可視為少數握有關鍵資訊者對資訊壟斷之情形，一

般存在於交易前或交易後。由於資訊並非完全公開與流通，因此交

易市場將掌控於少數特定份子或團體。此外，該交易首次得標者於

往後該類型交易時，勢必將挾其於前次交易累積之資訊再與他人談

判，此類資訊不對稱情形極易產生投機心態。 

由上述對於交易者與環境特性分析對應至土地開發過程，可

知在面臨環境不確定性極高，以及參與者對於資訊判別之限制理性

下，若欲協調出相同目標與願景，勢必將耗費相當高的協商成本、

談判成本與議約成本，更遑論交易過程中為防堵對方投機行為的監

督成本，以上均為交易成本之一環。 

此外，於土地開發過程中亦存在少數交易之情形，譬如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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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團隊擁有某特定樣態之土地開發規劃經驗時，其相較於毫無經

驗之團隊而言勝算為大，在不斷累積經驗後自然造成寡佔或獨佔情

形，此極易致使經驗豐富團隊產生投機心態，進而影響土地開發品

質。 

(三) 交易者與環境共同作用 

1.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impactedness） 

資訊不對稱意指某些關鍵資訊僅存於少數特定個人與團體。

於交易過程中若只有單方擁有此資訊，而該資訊取得成本又極為高

昂，亦或整體環境不穩定且變動極大時，擁有較多資訊參與者將基

於自利產生投機心態，而不是以公平的基礎進行交易，此將使規範

雙方行為的監督成本提高。 

2. 交易氛圍（atmosphere） 

氛圍指交易雙方於交易環境中所維持關係良好與否，將影響

交易時環境充斥信任亦或懷疑猜忌之氣氛，以決定是否將增加協商、

談判次數以促使交易順利進行。若雙方位於對立立場時，將會耗費

許多成本在防範對方進行欺騙的行為上；反之，若雙方關係良好且

相互信任，則可減低此類成本。 

3. 交易頻率（frequency） 

當交易行為次數越多，相對會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 

(四) 交易物特質 

資產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意指某些資本財僅適用於

某交易過程中之特定用途，當交易結束欲將該資本財轉作他用時，

其適用價值將大幅降低。而於市場交易時，資產專用性將影響交易

成本高低。具高資產專用性者交易成本高，導因於其剩餘財貨與投

入之人力訓練市場特殊性高，無法順利轉換為其他途利用，價值自

然降低。但此亦不失為自然促進、約束交易雙方簽訂與履行契約之

方法。 

依 Williamson 之分類，資產專用性可分為資產設置區位、投

入物質資產（如原料與廠房）以及人力資本訓練。由上述對交易者

與環境共同作用、交易物特質之分析對應於土地開發，可得知由於

資訊、知識並非完全流通且免費取得，故資訊不對稱情形勢必存在

於交易過程中。 

四、 交易成本種類 

Coase 交易成本概念指出，只要有交易行為產生，必定存在交易成

本，且必須藉由與交易對象議價、協商使交易進行順利。因此可界定交

易成本包含搜尋交易對象成本、告知交易條件成本、協商或談判成本、

監督與執行成本（楊棻糸，2000）。承接Coase 對交易成本之定義，Dahlman

（1979）將交易成本具體分類為搜尋與資訊成本、談判與決策成本、檢

驗與執行成本。Williamson（1985）則加入時間概念，以交易發生前與

發生後細分交易成本，即事前成本包含資訊蒐集成本、談判成本與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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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成本；事後成本包括營運成本、討價還價成本、監督成本與突發事

件成本。 

此外，Laura McCann（2005）等學者亦以制定環境法規過程之探討，

提出上述各項交易成本並不是從形成公眾立法意識，直至最後成熟實行

時期均不斷存在，且大小一致，亦即須加入時間軸概念。如監控人民是

否守法的監督成本，係自政策執行後方才產生；研究與資訊蒐集成本則

存在於整個過程中，須隨各政策形成與執行階段不同，而改變其須量測

之對象。 

由以上相關理論回顧後，可知就大體而言交易成本種類不脫 Coase 

所提出之基礎架構，僅利用於不同類型交易時，必須依據該交易特性找

尋、分類交易者於各階段所必須付出之交易成本。林怡妏(2006)將土地

開發過程中產生之交易成本分為以下六類： 

(一) 資訊蒐集成本 

即隨整個計畫各進行階段而產生，搜尋整體相關資訊之成本。 

(二) 搜尋成本 

指交易前找尋可能交易對象，以及其後評估對方合作意願時所產生

的成本。 

(三) 協商與議價成本 

為防範對方由於資訊不對稱而引發投機心態，加上人類既存之有限

理性，常使交易雙方因相互不信任而花費大量時間與精力於協商兩

者均能接受之條件。 

(四) 決策成本 

由於個人有限理性，加上環境存在不確定性，是故決策時必須付出

成本。 

(五) 執行成本 

由於協商、簽約時往往囿於有限理性與未來不確定性，因此為適應、

履行合約而所受到的束縛與調整成本便為執行成本。 

(六) 監督成本 

為確保對方於交易期間如實按照契約進行交易，將必須付出監控成

本。 

五、 市地重劃的交易成本 

在 Coase 的交易成本概念中，有交易行為就會產生交易成本，

Dahlman（1979）將交易成本具體分類為搜尋與資訊成本、談判與決策成

本、檢驗與執行成本。Lai(1997)認為交易成本是經濟系統在制度安排下

所有的成本，但和生產成本是不同的，也就是交易成本不能將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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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考慮，只能針對不同制度或體制下所衍生的交易成本進行分析 9。市

地重劃最終目的是地權的調整與土地利用，而地權調整屬於交易行為，

重劃完成後的土地利用可能牽涉到合併建築，亦屬交易行為，有交易便

會有成本，而價格是交易成本的剩餘，在市地重劃開發的過程及後續標

得抵費地的土地利用行為中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可帶來抵

費地價格的提升，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對市地重劃辦理流程大致分為都

市計劃擬定、市地重劃準備、重劃執行與重劃完成等四階段，每階段都

有其不同交易成本種類、原因與歸屬，因此本研究針對市地重劃四個階

段的交易成本整理如表 2- 110、表 2- 2、表 2- 3、表 2- 4： 

 

表 2- 1都市計畫擬定階段的交易成本 

市地重劃處理程序 交易成本種類 交易成本原因 交易成本歸屬 

 

都

市

計

畫

擬

定

階

段 

都市計畫審議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規劃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市場評估成本 

資訊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 

勘選重劃範圍及召開座談

會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市場評估成本 

資訊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投機主義 

有限理性 

政府、地主 

市地重劃計劃書預審 行政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公告重劃計畫書及異議處

理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資訊不對稱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 

召開說明會及反對意見處

理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資訊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 

 

 

 

 

 

                                                 
 
9 邊泰明(2011)，土地使用規劃與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第 416頁。 
10 修改自邊泰明(2011)，土地使用規劃與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第 4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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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市地重劃準備階段的交易成本 

市地重劃處理程序 交易成本種類 交易成本原因 交易成本歸屬 

市

地

重

劃

準

備

階

段 

資金借貸 行政成本 

利息成本 

交易氣氛 

不確定性 

政府、地主 

測量及地籍整理發包作業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地籍檢測製圖及面積計算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現況調查及地上物查估 搜尋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工程規劃設計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規劃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周

邊居民 

表 2- 3市地重劃執行階段的交易成本 

市地重劃處理程序 交易成本種類 交易成本原因 交易成本歸屬 

重

劃

執

行

階

段 

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異議

處理、複補估作業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監督成本 

資訊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地

上物所有權人 

補償金提存及強拆作業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地

上物所有權人 

工程施工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不確定性 

政府、承包商、

地主、周邊居民 

地價查估作業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交易氣氛 

政府、地主 

編造各種清冊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土地分配與計算負擔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規劃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訊部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不確定性 

政府、地主 

地籍清理及地籍整理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地主、他

項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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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市地重劃完成階段的交易成本 

市地重劃處理程序 交易成本種類 交易成本原因 交易成本歸屬 

重

劃

完

成

階

段 

交接及清償 

協商成本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監督成本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政府、接管機

關、地主 

抵費地標售 

搜尋成本 

行政成本 

時間成本 

利息成本 

市場評估成本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交易氣氛 

少數交易 

政府、地主、抵

費地得標人 

財務結算 
行政成本 

監督成本 

資源特殊性 政府 

建築開發 

搜尋成本 

協商成本 

規劃成本 

時間成本 

市場評估成本 

資訊不對稱 

資源特殊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交易氣氛 

不確定性 

少數交易 

地主、抵費地得

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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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抵費地劃設流程與處理方式 
一、 抵費地之意義： 

抵費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84 條規定意旨，係

指土地所有權人以其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開發共同負擔之

土地。學者謝靜琪將其定義為：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

價抵付費用負擔簡稱為抵費地，惟如無建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 11。 

二、 抵費地劃設目的 

市地重劃早期法令原僅規定道路、溝渠、廣場等 3 項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並未包含費用負擔，係於民國 66年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時方增列費

用負擔及公有土地抵充等規定，並將 3 項公共設施用地擴大為 5 項，民

國 75 年再擴大為 10 項公共設施用地，其負擔項目及比例上限規定之沿

革如下表 2- 512。 

由上述沿革可知市地重劃共同負擔依現行規定分為公共設施負擔與

費用負擔兩種，目的主要是提供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抵付開發費用，說

明如下： 

(一)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

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10 項用

地，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抵充後，

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 

重劃區內未列為上述 10 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應

以該重劃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亦可以抵費地指配之，若不能以

公有地或抵費地指配者，則仍分配予該公共設施用地之原土地所有

權人。 

(二) 費用負擔 

費用負擔指重劃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重劃工程費

用，指道路、橋樑、溝渠、路燈、號誌、民生管線、共同管道、植

栽、鄰里公園、廣場、綠地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整地，

材料、工程管理費用及稅費；重劃費用包括建築物及農林作物或墳

墓拆遷補償費、營業損失補償、地籍整理費及辦理重劃必要之業務

費用。而貸款利息即為上述所有費用總和以向金融機構借貸利率及

年期計算得之，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11謝靜琪(1995)，市地重劃效益與負擔之研究，第 37頁。 
12參照莊仲甫(2010)，市地重劃實務全輯，第 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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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市地重劃共同負擔項目及比例上限沿革 

法律名稱 內容 備註 

47.7.2 公布實

施都市平均地

權條例（§35） 

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

廣場等所需土地，由該地區土地所有權

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其餘

土地，依各宗土地原定地價數額，比例

分配與原所有權人。 

僅規定 3項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未規定費

用負擔。 

66.2.2 修正公

布實施平均地

權條例（§60） 

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土地重劃時，重劃區

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廣場、鄰

里公園、市場等公共設施所需土地，除

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等土地抵充

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

暨貸款利息，由該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地及抵付工程費用、重劃費

用與貸款利息之土地，以不超過參加重

劃土地總面積 40％為限。但依第五十七

條或第五十八條辦理重劃區，不在此限。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擴大為 5項，並規定

費用負擔。 

增列公有土地抵充

之規定。 

重劃負擔上限以 40

％為原則。 

75.6.2 修正公

布實施平均地

權條例（§60） 

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

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

地，除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

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

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

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

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 

依第一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

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

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

同意者，不在此限。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擴大為 10項。 

明定重劃負擔方式

以未建築土地折價

抵付。 

重劃負擔上限提高

以 45％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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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抵費地劃設流程 

市地重劃是一種自償性事業，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受益比例來

負擔重劃區內的公共設施用地及開發費用，而其領回土地採原位次分配

原則 13，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以領回土地為原則，現金補償為例外 14，

重劃的最大目的就是地籍整理，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因此除有特殊條件

外，市地重劃後配回之土地原則上都屬可建築用地，持有土地面積過小

致無法領回土地者，亦可透過合併分配等方式配回土地 15。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作業內容繁複，除必要之行政程序外，更包含估

價、測量、土地分配、地籍整理等實務作業，並應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內政部編印之「市地重劃工作手冊」

等作業規範辦理，按上述重劃土地分配的流程，並無抵費地劃設之單一

規定，表面上看起來，抵費地是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及領回分配土地面積的剩餘，而實務上，依內政部市計畫

委員會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理

原則」，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因此開發者在抵費地的留設上，可透過都市計畫最

小開發面積限制及分配原則條件限制，擁有主導留設區位的規劃權，倘

開發者能了解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之因素，在試分配時即可將影響價格

之負面因素盡量排除，降低開發的財務風險並創造盈餘，更進一步者，

可以降低抵費地比例，使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領回較多土地。 

在重劃土地分配的過程中，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採原位次分配原則，

故除原有地籍狀況外(例如是否位於公設用地、歸戶狀況)，另需視都市

計畫及建築管理是否有特殊規定，如最小建築面積、畸零地管制規則、

開發規模限制等規定，透過一連串的地籍整理及資料彙集，訂定該重劃

區分配設計原則，可建築用地以原位次的土地所有權人優先分配，再研

擬原位於公設用地、申請合併分配之土地及抵費地之分配位置。而其流

程大致說明如下: 

(一) 重劃範圍地籍整理 

地籍資料調查整理、確定重劃地區地籍範圍邊界與資料庫建置，

採用「地籍圖重測」方式併辦地籍整理，規劃工作流程，如圖 2- 3。 

1. 地籍調查 

                                                 
 
13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第 1項之規定，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

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路街線者為準。 
14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

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不能分配土地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

確定之次日起 60 日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金補

償。 
15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

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金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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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調查作業係就重劃區範圍內全部土地及與重劃區毗鄰測

區外未辦過重測之已登記土地，依據土地登記資料及有關資料，逐

宗編造地籍調查表後，定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前往土地現場，就土

地權利狀況、土地標示、土地界址及土地使用現況等事項予以調查

後，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作為界址測量之依據。 

 

圖 2- 3重劃區併辦地籍整理作業流程圖 

2. 界址測量 

應依地籍調查結果及控制測量成果逐宗詳實測量各宗土地之

界址點、建立基本檔案、編定地號、繪製地籍圖及計算面積，以確

定各宗土地之地籍位置、形狀、面積，並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 

3. 協助指界 

實施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辦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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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會

同鄰地所有權人共同認定，自行設立界標。土地所有權人均到場，

而不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

料，辦理協助指界，其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並埋設界標者，視同其

自行指界之結果。 

4. 異議處理 

地籍調查時，如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不一致時，地籍調查

及測量人員得參酌地籍圖之坵塊形狀或邊長，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參

考，協助其指出一致之界址。宗地經完成地籍調查後，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列為界址爭議案件處理之： 

（1）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所指認界址不一致，發生界址爭議者。 

（2）協助指界後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其結果而產生界址爭議者。 

5. 成果圖冊編造 

地籍圖重測作業完成後，須依規定製作並繳送相關圖冊。 

(二) 土地權利使用及現況調查 

於地籍資料庫建置及重劃前地形測量辦理完竣後，續辦權利使

用及現況調查作業，其流程如圖 2- 4，作業重點說明如下： 

1. 除登記簿原有之記載外，應向轄區鄉鎮市區公所查詢耕地三七五

情形，詳實紀錄耕地租約之權利範圍。 

2.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5 款規定，「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

物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

原有位置分配之」。故針對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建物，應辦理現

況調查，以確認建築物使用情形是否符合有關規定，作為主管機

關辦理原位置分配土地審查時之參考。 

3. 就公有土地之範圍，應確實查核實測地形圖與使用現況是否相符，

若有不符者，應重新辦理現況測量，以利後續進行公有可抵充土

地之會勘作業。 

 

圖 2- 4權利使用及現況調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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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抵充土地會勘與造冊 

公有土地抵充涉及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負擔之比例，其流程

如圖 2- 5，作業重點說明如下： 

1.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略以：「…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

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

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 

2.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2條規定，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

等土地，指重劃計畫書核定時，實際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及

原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已廢置而尚未完成廢置程序之公有土

地。 

3. 於完成會勘、確認使用現況後，依可抵充土地現況由地政事務所

辦理地籍分割作業，以利繕造公有可抵充土地清冊。 

 

圖 2- 5公有土地抵充流程圖 

(四) 研擬重劃區內合法建物保留及減輕負擔原則 

重劃區內合法建物保留，其土地分配原則流程如圖 2- 6，作

業重點說明如下： 

1.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

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原有

位置分配之。 

2. 原有合法建物按原位置分配者，可循案例或分析受益程度差異後，

適度減輕其參與重劃分配之應有負擔。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22 
 

 

圖 2- 6重劃區內合法建物原位置保留流程圖 

(五)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1. 查估程序 

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

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後，

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2. 查估方法 

(1)重劃前地價之查估方法，目前多數仍以參考評定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基準，另參採重劃後地價及合理之土地分配率後，從

而推算出重劃前各宗土地之地價。 

(2)參採公告土地現值來查估重劃前地價時，一般將地價相近之土

地，取其地價眾數劃分地價區段的方式，來查估重劃前地價。 

(六) 重劃後地價查估 

影響地價因素及程度量化後，可有效率地完成地價評定作業，

其作業步驟說明如下： 

1. 估算重劃後平均地價：以市地重劃財務自償原則作為估計重劃後平

均地價之基礎，估算抵費地成本價格，作為重劃後平均地價。 

2. 斟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路寬度、公共設施、土地

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等影響地價因子，訂定影響程度及

距離，應用估價方法，劃分地價區段。 

3. 審視地價區段相對合理性， 區塊因區位條件各異，被賦予不同之

權值，並從而計算出區塊的地價；而區位條件有相對的優劣性，故

可依「區位條件的相對優劣」為基礎來審視區塊間地價之合理性。

若區塊地價明顯不合理，需重新檢視各地價權數評估是否過於樂觀

或是悲觀，影響其區塊地價不合理性，再次進行修正。 

4. 完成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後，繕造地價評議書明書及相關圖表，報請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據以辦理後續之土地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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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地分配設計 

1. 重劃後配回予土地所有權人之各宗土地，均須能夠單獨申請建築使

用，故辦理街廓規劃前應確實分析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畸

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等規定，另外各街廓面前道路寬度、汽車出入口

留設等條件，原都市計畫規劃緣由亦應納入考量。 

2. 劃設街廓分配線：常見街廓分配線規劃模式如圖 2- 7所示。 

3. 依規劃後各分配區塊的情形及條件，訂定最小分配面積，以利後續

辦理土地原位次分配或調整分配需要。 

 

 「－」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雙側面道路寬度比正面道

路寬度小或與正面道路等寬時適用。 

 「H」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雙側面道路比正面道路寬

度大或與正面道路等寬時適用。 

 「T」字型規劃： 

街廓形勢方整，單側面道路比正面道路寬

度小，另一側面道路寬度較大或與正面道

路等寬時適用。 

 特殊情況規劃： 

如街廓緊鄰區外或保留區，形成局部形勢

不整區域，以該形勢不整面積能計入法定

空地以上為原則辦理土地分配。 

圖 2- 7街廓規劃土地分配線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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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計算負擔 

1. 負擔項目：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

負擔項目包含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 

(1)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即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

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

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

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後之負擔。 

(2)費用負擔：即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費用內容依平

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2條規定。 

2.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面積及比率計算 

(1)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

面積 

(2)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等土地面積） 

3. 計算臨街地特別負擔面積：指重劃後分配於道路兩側之臨街地，對

其面臨之道路用地，按路寬比例所計算之負擔。依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26、27條規定，計算綜整標準如表 2- 6： 

  表 2- 6  臨街地特別負擔計算標準表 

道路寬路 正街負擔寬度 側街負擔寬度 

超過 4m未滿 8m 超出 4m部份 1/2 

前項標準 1/2 8m以上未滿 20m 1/4 

20m以上 負擔 5m 

4. 計算一般負擔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扣除兩側臨街地特別負擔

後，所餘之負擔。 

5. 計算費用負擔額：估算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費用。 

6. 預估費用負擔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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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比率＝開發總費用÷【重劃後平均單價╳(重劃區總面積－

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7. 依計算結果編製「市地重劃計畫負擔總計表」。其有必須報經市地

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依程序辦竣後作為後續辦理土地分配之依

據。 

(九) 辦理土地分配作業、編製分配成果圖冊 

1. 除原位置保留分配及公共設施調整分配原則，按審查結果辦理外，

重劃後土地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為基

本原則，並參考下列原則調整分配： 

(1)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且各宗土地面積已達原

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逐宗各別分配。 

(2)未達原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面積較大者集中分

配。 

(3)未達全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1/2者，應申請合併分配。 

(4)同一宗土地跨佔分配線兩側，於分配線兩側各別分配。 

(5)分別共有土地，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

應有部份合計逾 2/3同意者，得申請單獨分配。 

2. 重劃後各宗土地之應分配面積，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附

件公式計算。 

3. 市地重劃土地與表冊產製： 

(1)原位次判斷：以地籍資料庫及數值街廓圖為基礎，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GIS）套疊後自動化判斷分配位次、面積分算，並產

製土地分配計算表初稿。 

(2)圖形分割與分配計算表確認：利用 AutoCAD 搭配 Microsoft 

Excel 巨集，利用自動化漸進方式計算應分配面積後，確定土

地分配計算表。 

(3)公告用表圖冊產製：包含計算負擔總計表、重劃前後土地分配

清冊、重劃後土地分配圖、重劃前地籍圖及重劃前後地號圖

等。 

(十) 辦理分配公告及異議處理 

1. 土地分配完竣後尚未簽報核定前，參照市地重劃作業手冊之規定，

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分配說明會，展示分配圖說，聽取土地所也

權人意見，以作為檢討分配結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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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分配結果完竣後，應檢附計算負擔總計表、重劃前後土地分配

清冊、重劃後土地分配圖、重劃前地籍圖及重劃前後地號圖等，於

核定後辦理公告。 

3. 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內提出之異議案件，主管機關得先予查處，

經查處後仍有異議或未經查處之案件，應予調處，必要時得提交市

地重劃委員會審議；調處不成者，由主管機關擬具意見，連同調處

紀錄函報上及主管機關裁決之。 

四、 抵費地處理方式 

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價讓售

為國民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定

底價辦理公開標售。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在不影響重劃區財務

計畫之原則下，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其標售、讓售底價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價

再行公開標售者則不受限制；如採標租、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權利金

底價，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情況訂定 16。 

 

  

                                                 
 
16參閱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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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抵費地價格影響因素 
一、 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 

林英彥（2004）指出，不動產價格雖由複雜之因素造成，但大

致可區分為一般因素、區域因素與個別因素三種類 17，茲分述如下: 

(一) 一般因素 

林英彥（2004）指出，一般因素是指對於經濟社會上之不動產

狀態及其價格水準加以影響之因素，此因素對個別不動產價格之影

響雖不如區域與個別因素，但是通常會造成全面性之影響，形成各

個不動產具體決定價格之基礎。包含環境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

素及行政因素等四大項，綜整如表 2- 7，並說明如下: 

表 2- 7影響不動產的一般因素 

一般因素 

環境因素 

（1）地質、地盤等狀態。 

（2）土壤及土層之狀態。 

（3）地勢之狀態。 

（4）地理上之位置關係。 

（5）氣象狀態。 

 (6)人為因素如噪音、汙染、治安、文化水平等。 

社會因素 

（1）人口狀態。 

（2）家族構成及世代分離狀態。 

（3）都市之形成及公共設施建設狀態。 

（4）教育及社會福利之狀態。 

（5）不動產交易及使用收益習慣。 

（6）建築式樣等狀態。 

（7）資訊化之進展狀態。 

（8）生活方式等之狀態。 

經濟因素 

（1）儲蓄、消費、投資水準與國際收支狀態。 

（2）財政金融狀態。 

（3）利率水準。 

（4）技術革新及產業結構之變化。 

（5）租稅負擔狀態。 

（6）物價、工資及就業水準。 

（7）交通體系狀態。 

（8）國際化狀態。 

行政因素 

（1）土地利用計畫及管制狀態。 

（2）對土地及建築物之結構、防災等管制狀態。 

（3）不動產租金之統制及不動產交易之管制狀態。 

（4）關於不動產稅制之狀態。 

（5）住宅政策。 

                                                 
 
17 參閱林英彥(2004)，不動產估價(十版)，第 37-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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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因素：如地質、土壤、地勢、地理位置、氣象狀態等自然條

件，影響當地是否適合居住生產；另外還有人為因素如噪音、汙

染、治安、文化水平等，代表著土地發展潛力之優劣。 

2. 社會因素：如包含人口狀態、都市之形成與公共設施建設、不動

產交易及使用習慣、建築式樣、生活方式等。例如台灣地區一樓

價格最高，因可使用性較多樣；頂樓也較受歡迎，四樓價格最低。

另外，如人口因素，人口增加則不動產需要增大，或人口在某地

區集中，則該不動產需要亦隨之提高，該地區價格水準上升。 

3.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比較，對該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

之直接影響較少而緩慢，但經濟活動變化，必然影響不動產價格，

經濟因素如儲蓄、財政金融狀態、利率水準、交通體系狀態、技

術革新及產業結構之變化、租稅負擔、工資及就業水準等。例如

交通體系狀態對於地方之發展、衰退影響極大。新交通路線的開

發，能促使地區發展，而使土地價格有上漲之可能性。 

4. 行政因素：行政因素是從公益觀點，積極扶助不動產之利用，或

消極限制其利用，但最終目的是在提高不動產全體之效用。如土

地使用計畫及管制狀態、土地及建築物之結構、不動產租金及不

動產交易之管制狀態、不動產稅制及住宅政策。 

(二) 區域因素 

是該不動產所屬地區之自然條件與社會、經濟、行政等因素相

結合，夠成該地區之特性，近而影響該地區之不動產價格水準。例

如某地區接近文化中心，區域內有多所學校，屬生活機能較佳之文

教區，會使該地區之不動產價格上漲；另如該地區時常淹水，將使

不動產價格上漲受到抑制。 

區域因素除應重視不動產所屬地區地理環境之差異外，隨不動

產使用類別之不同，其所重視的條件亦有差別。例如，住宅區較重

視之條件為距中心之距離、交通設施狀態及居住環境之寧適；商業

區重視收益程度，因此針對商業使用之土地，需重視其經濟價值，

對不動產週圍之營業種別及競爭狀態需作瞭解；工業利用之不動產

而言，需重視其工業用水之質與量及運輸之便利，其他對於動力資

源、確保勞動力之難易，與產品販賣市場及原料採購之關係位置，

都是影響工業區價格主要因素，綜整如表 2- 8。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29 

表 2- 8 影響不動產的區域因素 

區域因素 

公共設施 

可及性 

（1）與市中心距離，至市中心的距離。 

（2）與客運距離，至最近客運的距離。 

（3）與高鐵距離，至最近高鐵站的距離。 

（4）與火車站距離 ，至最近火車站的距離。  

（5）與學校距離，至最近學校的距離。  

（6）與公園距離，至最近公園的距離。 

（7）與郵局距離， 至最近郵局的距離。 

（8）與醫院距離，至最近醫院的距離。 

（9）與停車場距離， 至最近停車場的距離。 

（10）與市場距離，至最近市場距離。 

嫌惡設施 

（1）與加油站距離，至最近加油站的距離。 

（2）與電力公司距離，至最近電力公司的距離。 

（3）與變電所距離，至最近變電所的距離。  

（4）與殯儀館距離，至最近殯儀館的距離。 

（5）與火葬場距離，至最近火葬場的距離。 

（6）與墓地距離，至最近墓地的距離。 

 

(三) 個別因素 

是指不動產形成個別性，進而形成各別價格之因素而言，可區

分為土地之個別因素、建築物之個別因素，以及建築物及其基地之

個別因素，綜整如表 2- 9，並說明如下: 

表 2- 9 影響不動產的個別因素 

個別因素 

基地個 

別因素 

（1） 土地面積，土地登記總面積。 

（2） 道路種別，基地臨路道路別。 

（3） 面臨路寬，基地主要面臨道路寬度 。 

（4） 使用分區，基地座落土地使用分區。 

建物個 

別因素 

（1） 屋齡，建物已完工年份。 

（2） 建物面積，建物登記總面積。 

（3） 格局，房廳衛數量。 

（4） 樓層，樓層別效用比。 

 

1. 位置、面積、地勢、地質、地盤等：如土地之位置固定且土地價

格隨其位置不同而有極大差異；就地質、地盤而言，欲在地盤軟

弱之地段建築高樓，勢必將付出較高的建築成本，增加之建築成

本勢必反映至不動產價格。 

2. 寬度、深度、形狀等：就宗地形狀而言，矩形土地比不整形地在

利用上較為便利、效用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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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照、通風、乾燥。 

4. 街道臨接：臨接道路之不動產，交通較方便，效用亦較高。 

5. 與公共設施、商業設施之接近程度：保持與學校及其他公共設施

適度之接近性，靠近購物中心，購物便利之住宅地，價格高。 

6. 上下水道等供給、處理設施之有無及利用之難易。 

7. 與變電所、汙水處理等危險設施或嫌惡設施之接近程度。 

8. 法規上之管制：如都市計畫法、建築法規。 

就以上對地價影響之因素加以整理可發現，個別因素是以不動產本

身之物理性質為中心，加上接近條件及法令限制形成；一般因素是以人

文條件，即人文與不動產之結合關係為中心。所以一般因素可說是規定

不動產價格之外在因素，個別因素則為規定不動產價格之內在因素。亦

可說，一般因素是對社會全體之不動產價格水準抽象之規定，區域因素

是對各地區之不動產價格水準作具體規定，再以區域之價格水準，發生

個別因素之影響作用，形成個別不動產之具體價格。 

二、 影響土地價格各項因素文獻探討 

本研究經探討影響土地價格相關文獻，分述如下並整理如表 2- 10、

表 2- 11及表 2- 12: 

蘇志超、林元興、劉錚錚（1977）在「台北市各類使用土地市價影

響因素之實證分析」中，以系統抽樣調查台北市於民國六十五年的 1035

筆土地交易價格，調查項目包括公共設施、基地特性、土地使用型態與

環境因素等四大項六十二項變數，然後以逐步迴歸法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影響台北是當年（1976）土地市價的因素依次為：與市中心的

距離、與最近零售商業區的距離、與最近公園的距離、與最近汙水處理

場 的 距 離 及 面 臨 道 路 寬 度 等 五 項 。 此 研 究 係 以 橫 斷 面 分 析

（cross-section analysis），故模式並不具有預測能力，其迴歸方程式

之說明能力亦不很強，可知上有許多更佳的說明變數並未納入，但此模

型中可看出與市中心的距離市影響台北市地價的最重要變數。   

董尚義（1978）在「台北市地價空間結構與影響因子之分析」中，

將台北市化分為 94個研究分區，利用趨勢面分析及因子分析，探討地價

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台北市的發展呈現多核心式的型態，但環繞市中

心外圍的次核心，其主道力量甚小，而市中心（CBD）的主導力量最大。

與主要公共設施距離、住商土地使用型態、所得等級等三項因子，是影

響區段地價的主要因素。與市中心的距離、人車行道分離、次商業中心、

雙面臨街等四項因素與宗地市價關係最密切。假設人口密度趨勢面才是

代表都市真正的空間結構，則台北市地價空間結構的變化趨勢與人口密

度空間結構的變化趨勢才能相配合。 

陳春貴（1980）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不動產價格之研究-

以台北市宗地地價為例」中，以台北市舊市區為研究範圍，以逐步迴歸

方程式驗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變數與宗地地價的關係，並據以建立分區

管制影響地價之迴歸模式。主要研究發現有：與單宗地價相關最強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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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為基地面臨道路寬度，其次依序為商業使用比、商業容積率、到西門

町距離、是否面臨幹線道路、建築高度限制、建蔽率、地面層使用情形、

住宅容積率、居住密度、公害程度。當供需情況固定時，理論上分區管

制利用其管制之法規內容及提供的公共財、公共服務水準之不同，對單

宗土地的地價確實有地價移位的作用。由地價模型可知編定使用或限定

使用強度均有直接影響地價的作用。 

林人和（1980）在「都市住宅區地價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台中市西區、

北區為例」中，以房屋價格為應變數建立特徵價格函數，採用的自變數

包括可及性與建物屬性。可及性如至市中心距離與至公園距離等，建物

屬性如屋齡及樓地板面積等，其研究成果發現距市中心距離、至主要道

路的遠近、樓地板面積及屋齡對房價格有顯著的影響。 

張梅英（1992）開始在國內倡導特徵價格理論對土地課稅大量的運

用。在其「建立土地大量估價方法之研究」中以計量方法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分離土地特徵，以找出影響住宅用地地價之因素及其權值，並建

立政府部門對大量土地進行估價模式。運用特徵價格理論，依土地之現

有特質來決定其價格，以建立地價函數。在模型估價方法上，先採用時

間序列分析，對研究地區之影響地價總體因素作迴歸分析；再透過交易

實例之蒐集與實地調查，對影響地價之個別因素作迴歸分析，驗證所建

立之地價函數，以找出影響住宅用地地價之因素及其權值。最後對政府

部門於處理此種大量估價時，在運用上應有的配合措施提出建議。 

Kalra and Chan (1994)探討價格與不動產銷售時間與價格的關係，

作者以銷售時間為應變數，進行影響交易時間長短的因素分析，其實證

模型所採用之自變數包括：折價比率(議價比率)、貸款利率、就業率、

以及不動產相關屬性含：屋齡，面積等因素。該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區

位、面積、屋齡等變數為影響不動產價格主要因素。 

林聰達（2000）在「地價與建築容積率關係之研究-以旗山都市計畫

區為例」中，以公告土地現值所建立的地價模型中，反映出交通可及性、

寧適性、土地使用類別及土地可發展強度對公告土地現值有重要影響，

以實際完成交易的土地交易價格所建立的地價模型中，發現是否臨接 40

公尺道路、是否位於至市中心區內及至市中心距離等三個變數為旗山鎮

土地交易市場上重要的考量因素。 

連婉淳(2004)在「工業區不動產價格影響因素之研究」中，以土地

使用角度出發，探討對房地價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建坪地價模式中，

以各項街廓特徵屬性與廠房宗地條件具有較高的價格，市鄉鎮特徵與街

廓聚集廠家數隱含的邊際價格則最低。於地價模式中，以臨街狀況與街

廓屬性具有較高的特徵價格，其次為可及性 條件的特徵價格，市鄉鎮資

料則隱含較低的價格。實證台北縣工業區房地價之組成，主要以廠房宗

地特徵佔有較高的比例，交通運輸或區位代表的可及性特徵屬性亦有其

重要地位。 

陳相如（2005）在「都市林特徵價格之研究-以台南市東區為例」中，

以台南市東區92年房地產交易調查資料實證研究，基地面積、臨街寬度、

至最近都市林之距離及樹木棵數與土地殘餘總值有顯著相關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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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于（2005）在「土地標售價格、待標期間與建商產品策略分析-

以台北大學特定區為例」中，土地面積與土地得標單價呈現 U 型關係，

宗地臨街寬度對得標單價具有正向影響，與台北大學距離、是否近鄰北

二高則有負向影響，且變數間的相對影響力大小分別為有無容積獎勵、

與台北大學距離、宗地臨街寬度以及是否近鄰北二高沿線，至於房地產

景氣影響對於土地得標單價的影響則未知預期。住宅用地待標期間影響

因素方便，區位因素可完全解釋住宅用地待標期間長短不同的原因，且

其相對影響程度依序為與台北大學距離、是否鄰近北二高沿線、以及是

否鄰外圍主要幹道，至於開標單價訂定、土地面積劃分等政府可控變數

的影響則不顯著。 

陳淑惠（2005）在「路沖對土地價格的影響研究」中，臨路寬度對

地價有顯著正的影響，角地有顯著正的係數表示相臨兩邊都臨道路之截

角土地，開發後建物擁有「三角窗」，在實質功能上可以增加交通便利性、

停車空間加大及兼作商業用途的可能等優勢，反應在土地價格上。土地

寬度、距最近學校距離和距最近公園距離，呈現不顯著的情形。 

Sirmans et.al(2006)針對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提出相關討論，作者

利用特徵價格法研究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其影響因素包括：區位、土

地面積、建物面積、屋齡、房間數、車位、游泳池與空調等變數，進行

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分析，該實證結果發現區位、面積與屋齡等影響不

動產價格最為顯著。 

黃文彥（2006）認為，就重劃地區內所需之鄰里性公共設施，由於

其設置而之利益將直接反映於重劃地區內土地之價值上，因此受益者可

得特定，故於地價評估之價格種類定為特定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的規定。重劃後地價查估則應參酌重劃後各街廊土地區位與立地條

件，土地使用分區及未來預期發展情形等。 

張昱諄(2006)在住宅用地地價查估之考量因素－以市地重劃為例中，

以個案實證研究的方式驗證影響住宅用地地價的因素與地價的關係，實

證結果發現，地價查估沒有考慮到土地面積的影響，市地重劃的地價查

估也忽略土地面積的限制，例如市計劃法的最小建築面積規定，該限制

會影響土地的細碎程度，住宅用地的土地若太過細碎，地價會愈低，因

此對於未來的發展會有所影響。 

蘇文清（2007）在「住宅大樓價格估計模型研究-特徵價格之運用以

高雄市為例」中，以高雄市行政區內 6樓以上 25樓以下住宅大樓為觀察

資料，經實證分析結果，建坪面積、屋齡、面前道路寬度、綠地距離、

區域平均單價等五個變數，為影響房屋交易總價之顯著變數。 

袁慧琳（2009）在「公園對地價影響之研究-以羅東鎮為例」中，發

現宗地條件方面，臨街關係與土地價格具正面且有顯著影響，臨街關係

為臨街地或路角地，則地價越高，土地使用分區與土地價格具正面且顯

著影響，土地使用分區則是商業區的途廣，其土地價格最高，區域條件

方面，最近市中心距離與土地價格其負面且顯著影響，則愈接近市中心

的土地價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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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2010)在「重劃區抵費地標售價格影響因素研究-以高雄縣為

例」中，以特徵價格法針對高雄縣八德市地重劃區與過埤市地重劃區共

39筆抵費地為樣本，實證結果顯示臨路路寬、是否為街角地、土地使用

分區的強度、是否鄰近繁榮道路為得標價格的重要影響因素。 

徐慧茹(2012)在「特徵價格模型用於抵費地估價之研究-以原台南市

為例」中，研究結果顯示，抵費地標售價格的特徵函數，受到使用分區、

臨路狀況、區位、利率、路寬、縱深、形狀、面積、公告現值等變數影

響。 

表 2- 10不動產價格影響因素相關文獻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成果 

蘇志超、

林元興、

劉 錚 錚

（1977） 

台北市各類使用土地市價

影響因素 

影響台北市當年（1976）土地市價的因素依

次為：與市中心的距離、與最近零售商業區

的距離、與最近公園的距離、與最近汙水處

理場的距離及面臨道路寬度等五項。 

董 尚 義

（1978） 

台北市地價空間結構與影

響因子之分析、趨勢面分

析 

公共設施距離、住商土地使用型態、所得等

級、中心商業區距離、人車行道分離、次商

業中心距離、雙面臨街等因子分析，而影響

區段地價因素有中心商業區距離、人車行道

分離、次商業中心距離、雙面臨街等。影響

宗地市價因素有公共設施距離、住商土地使

用型態、所得等級。 

陳 春 貴

（1980）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

不動產價格之研究-以台

北市宗地地價為例 

面臨道路寬度、商業使用比、商業容積率、

到西門町距離、是否面臨幹線道路、建築高

度限制、建蔽率、地面層使用情形、住宅容

積率、居住密度、公害程度分區管制利用其

管制之法規內容及提供的公共財、公共服務

水準之不同，對單宗土地的地價確實有地價

移位的作用。 

林 人 和

（1980） 

都市住宅區地價影響因素

之研究-以台中市西區、北

區為例 

以房屋價格為應變數建立特徵價格函數，採

用的自變數包括可及性與建物屬性。可及性

如至市中心距離與至公園距離等，建物屬性

如屋齡及樓地板面積等，其研究成果發現距

市中心距離、至主要道路的遠近、樓地板面

積及屋齡對房價格有顯著的影響。 

張 梅 英

（1992） 

建立土地大量估價方法之

研究 

影響地價主要因素有宗地條件、與公園、學

校、市場、公車、站牌、聯外道路市中心距

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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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不動產價格影響因素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成果 

Kalra and 

Chan 

(1994) 

探討價格與不動產銷售時

間與價格的關係 

研究以銷售時間為應變數，進行影響交易

時間長短的因素分析，其實證模型所採用

之自變數包括：折價比率、貸款利率、就

業率、以及不動產相關屬性含：屋齡，面

積等因素。該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區位、

面積、屋齡等變數為影響不動產價格主要

因素。 

林 聰 達

（2000） 

地價與建築容積率關係之

研究-以旗山都市計畫區為

例 

以土地公告現值所建立之地價模型，最主

要影響因素有至市中心距離、公共運輸、

國中距離。 

以土地交易價格建立之地價模型，最主要

影響因素有是否臨接 40公尺道路、至市中

心距離、是否位於市中心。 

陳 相 如

（2005） 

都市林特徵價格之研究-以

台南市東區為例 

實證結果顯示基地面積、臨街寬度、至最

近都市林之距離及樹木棵數與土地殘餘總

值有顯著相關的現象。都市林相關變數與

房屋交易總價間具有正向相關。 

連 婉 淳   

(2004) 

工業區不動產價格影響因

素之研究 

以土地使用角度出發，探討對房地價的影

響，實證台北縣工業區房地價之組成，主

要以廠房宗地特徵佔有較高的比例，交通

運輸或區位代表的可及性特徵屬性亦有其

重要地位。 

王 佳 于

（2005） 

土地標售價格、待標期間與

建商產品策略分析-以台北

大學特定區為例 

宗地臨街寬度對得標單價具有正向影響，

與台北大學距離、是否近鄰北二高則有負

向影響。 

陳 淑 惠

（2005） 

路沖對土地價格的影響研

究 

臨路寬度、角地對地價有顯著正的影響，

土地寬度、距最近學校距離和距最近公園

距離，呈現不顯著的情形。 

Sirmans 
et.al(2006) 

利用特徵價格法研究影響

不動產價格因素 

針對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提出相關討論，

其影響因素包括：區位、土地面積、建物

面積、屋齡、房間數、車位、游泳池與空

調等變數，進行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分

析，該實證結果發現區位、面積與屋齡等

影響不動產價格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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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不動產價格影響因素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成果 

黃 文 彥

（2006） 

公辦市地重劃相關法律問

題之研究 

研究認為，就重劃地區內所需之鄰里性公

共設施，由於其設置而之利益將直接反映

於重劃地區內土地之價值上，因此受益者

特定，故於地價評估之價格種類定為特定

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的規定。

重劃後地價查估則應參酌重劃後各街廊土

地區位與立地條件，土地使用分區及未來

預期發展情形等。 

張 昱 諄

(2006) 

住宅用地地價查估之考量

因素－以市地重劃為例 

以個案實證研究的方式驗證影響住宅用地

地價的因素與地價的關係，實證結果發

現，地價查估沒有考慮到土地面積的影

響，市地重劃的地價查估也忽略土地面積

的限制，例如市計劃法的最小建築面積規

定，該限制會影響土地的細碎程度，住宅

用地的土地若太過細碎，地價會愈低，因

此對於未來的發展會有所影響。 

蘇 文 清

（2007） 

住宅大樓價格估計模型研

究-特徵價格之運用以高雄

市為例 

以高雄市行政區內 6樓以上 25樓以下住宅

大樓為觀察資料，經實證分析結果，建坪

面積、屋齡、面前道路寬度、綠地距離、

區域平均單價等五個變數，為影響房屋交

易總價之顯著變數。 

袁 慧 琳

（2009） 

公園對地價影響之研究-以

羅東鎮為例 

臨街關係為臨街地或路角地，則地價越

高，土地使用分區則是商業區的土地價格

最高，愈接近市中心的土地價格越高。 

林 志 明

(2010) 

重劃區抵費地標售價格影

響因素研究-以高雄縣為例 

以特徵價格法針對高雄縣八德市地重劃區

與過埤市地重劃區共 39筆抵費地為樣本，

實證結果顯示臨路路寬、是否為街角地、

土地使用分區的強度、是否鄰近繁榮道路

為得標價格的重要影響因素。 

徐 慧 茹

(2012) 

特徵價格模型用於抵費地

估價之研究-以原台南市為

例 

研究結果顯示，抵費地標售價格的特徵函

數，受到使用分區、臨路狀況、區位、利

率、路寬、縱深、形狀、面積、公告現值

等變數影響。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85%AC%E8%BE%A6%E5%B8%82%E5%9C%B0%E9%87%8D%E5%8A%83%E7%9B%B8%E9%97%9C%E6%B3%95%E5%BE%8B%E5%95%8F%E9%A1%8C%E4%B9%8B%E7%A0%94%E7%A9%B6%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5%85%AC%E8%BE%A6%E5%B8%82%E5%9C%B0%E9%87%8D%E5%8A%83%E7%9B%B8%E9%97%9C%E6%B3%95%E5%BE%8B%E5%95%8F%E9%A1%8C%E4%B9%8B%E7%A0%94%E7%A9%B6%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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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找出影響市地重劃區抵費地標售價格之重要因素

與其影響權重比例，以特徵價格理論設計實證模型，本研究依先前文獻

回顧選擇適當自變數，探討與應變數之關係以決定控制變數，因複回歸

模型中實證變數資料過多將會提高變數間線性重合及造成統計偏誤，故

仍需經過篩選之步驟，因此本研究首先調查抵費地宗地條件、周邊土地

權屬複雜度、公設可及性、標售時間等資料，依各類屬性條件選取變數

做為測試模型使用，當測試變數被選定後，再統計各特徵關係影響抵費

地價格的因素，量測歸屬於每個特徵典型的部分，最後以複迴歸分析檢

定所建立之模型的合理性與穩定性，來驗證實驗假說，再根據所估算出

來的函數關係作價格預測使用，本研究之模型研究架構如圖 3- 1特徵價

格模型研究架構圖所示。 

 

圖 3- 1特徵價格模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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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林口新市鎮第三期開發歷程與都市計畫 
一、 開發歷程 

新北市林口區原名樹林口，位處臺灣北部的沿海台地上，全區面績

約為 5415公頃，是台北盆地西邊的屏障，更是台北市的副都會區，林口

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位於林口之中心地帶(如圖 3- 2)，民國 59 年

12 月 10 日台灣省政府奉行政院指示開發林口新市鎮，成立林口特定區

開發處，民國 67 年行政院第 1548 次院會決定將「開發新市鎮」與「廣

建國民住宅」並列為國家第十二項重大建設計畫之ㄧ，且奉行政院指示，

林口新市鎮之開發應優先辦理。省政府為執行新市鎮開發暨推廣國宅業

務，特於民國 68 年 3 月成立前省住宅及都市發展局（簡稱住都局），同

年 9 月住都局成立林口新市鎮開發工程處，以積極推動林口新市鎮之開

發，並尊奉行政院指示，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圖 3- 2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區位圖 

政府當時認為台北都會區部分地區地勢低窪，常有洪害，本不宜作

為都市發展用地，惟因往昔缺乏適當管制，致在台北都會區形成不當之

發展，當時台北都會區已發展地區之居住密度過高(每公頃 450 人)，引

致生活環境惡化，產生住宅缺乏、交通紊亂、公共設施不足之問題，為

疏導洪水平原內之人口與產業，故林口新市鎮開發之主要目標為協助解

決台北都會區當時所存在之都市問題，初期發展以容納二十萬人為目標，

當時廣建國宅以協助中低收入戶家庭解決居住問題是政府施政重大政策，

林口新市鎮規劃可取得之國宅用地約為 60 公頃，預計興建約 13,600 戶

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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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新市鎮開發範圍為林口特定區都市化地區，林口及龜山之舊市

區與大專用地不列入範圍，開發面積共計 1322.45公頃(如圖 3- 3)，規

劃分四期發展區開發，都市化地區周圍設有農業區 1262.5公頃，待都市

化地區充分發展後，再將農業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屆時列為第五期

發展區，其餘地區除已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外均為保護區(如圖 3- 4)，

除特殊使用需要外，不得任意變更 18。 

 

圖 3- 3林口新市鎮都市化地區範圍圖 

                                                 
 
18 參閱台灣省政府(1988)，林口新鎮整體開發計畫書，第 1至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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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林口特定區區位圖 

林口新市鎮開發業務原由台灣省政府主導辦理，前期先辦理第一、

二區重劃(如圖 3- 5)，嗣後受經濟不景氣影響，決定三、四區暫緩辦理，

至民國 77年第 1894次省府委員會又決議繼續開發第三、四區(即第三期)，

開發面積 499.19 公頃，嗣依 84 年 11 月 1 日林口新市鎮第 32 次開發會

報，決議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業務同意由前台北縣政府主導辦理，

其中重劃工程規劃設計部分繼續委由住都局辦理完成，重劃工程除第一

標全部由住都局發包施工外，其餘各標工程則移交由前台北縣政府負責

辦理發包施工，89年 11月 27日配合林口特定區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公告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40 
 

修正重劃計畫書後進行開發，共取得抵費地 631筆，面積共 48.47公頃，

自 93 年 1 月 9 日起抵費地陸續推出標售，並於 95 年 10 月 26 日辦理財

務結算公告。 

 

圖 3- 5林口新市鎮分期分區開發區位圖 

二、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都市計劃沿革 

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標售價格

的因素，土地使用管制對於市地重劃開發完成後的土地利用行為有重大

影響，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如圖 3- 6，其中

可建築用地的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及都市計畫沿革整理如表 3- 1、表

3- 2、表 3- 3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41 

 

圖 3- 6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區位圖 

表 3- 1基本分區土地使用管制限制(本研究自行整理) 

住宅區 

分區種類 建蔽率 容積率 寬度限制(m) 深度限制(m) 

第 一 種 住 宅 區 40﹪ 120﹪ 10 20 

第 二 種 住 宅 區 50﹪ 150﹪ 7 18 

第 三 種 住 宅 區 60﹪ 180﹪ 4 15 

第 四 種 住 宅 區 60﹪ 240﹪ － － 

第 五 種 住 宅 區 60﹪ 300﹪ 6 15 

商業區 

分區種類 建蔽率 容積率 

寬度限制(m) 面積限制(m2) 

一般 兩側設

騎樓 

一般 兩側設

騎樓 

中 心 商 業 區 70﹪ 500﹪ 6 120 9.0 150 

建 成 商 業 區 80﹪ 320﹪ 4 80 7.1 110 

鄰 里 商 業 區 70﹪ 280﹪ 5 100 8.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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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容積獎勵限制(本研究自行整理) 

類型 內容 
對標售價

格之影響 

具公益

性之設

施獎勵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1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勞

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

之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

益性基金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為一般性

之規定，

影響小 

綠美化

獎勵 

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已完竣地區之建築基地在未開發建築使用前

應予植栽綠化或美化，如提供公眾使用，且其使用管理計畫經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與縣政府簽訂協議者，自核准使

用起每屆滿 1年給予增加 1﹪之總量容積率，惟最高不得超過 5

﹪。 

為一般性

之規定，

影響小。 

大規模

獎勵 

基地規模（平方公尺） 獎勵容積/基準容積 

具整合機

會之抵費

地標售，

影響大。 

3000~5000 5% 

5000以上 10% 

5000以上 

全街廓開發 
15% 

時程 

獎勵 

住宅區基地規模超過 5000㎡或全街廓開發者，得視開發時程予以

獎勵容積，其獎勵上限如下表： 須整合面

積達 5000

㎡或全街

廓開發方

可取得，

影響程度

中。 

開發時程 獎勵容積/基準容積 

二年內 15﹪ 

三年內 10﹪ 

五年內 5﹪ 

容積 

移轉 

經縣政府認定之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

存維護、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依內

政部頒訂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為特殊性

之規定，

影響小。 

限制 

條件 

依本要點規定獎勵之容積及容積移轉移入之容積之總額度，以不

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30﹪為限。但下列情形，不在

此限： 

1.符合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者，所移入

容積部分得酌予增加，惟其移入容積與大規模及時程獎勵容積總

額度合計不得超過該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 40%。 

2.經市地重劃完成之住宅區，大規模及時程獎勵，得以外加方式

不予計入上開獎勵與移入容積總額度。 

取得之土

地整合達

一定規模

所獲得獎

勵，不納

入容獎上

限，有利

抵費地之

標售，影

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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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都市計畫沿革(本研究自行整理) 

時間 都市計畫 

59年 11月 30日 北府建九字第 141443號發布實施林口特定區計畫。 

64年 2月 20日 北府建五字第號發布實施林口都市化地區計畫。 

74年 3月 27日 北府工都字第 70121號公告，自 74.3.27日發布實施變更林

口特定區（都市化地區第二、三、四期開發地區）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 

75年 10月 27日 北府工都字第 339489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 

85年 11月 4日 北府工都字第 326422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內政部都委會 394 及 398 次審查通過部份）。 

87年 11月 3日 北府工都字第 331941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內政部都委會第 430、434、435 及 438 次審

查通過部份）。 

88年 4月 6日 北府工都字第 101514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內政部都委會第 450及 445次審查通過部份）。 

89年 10月 24日 北府城規字第 399519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內政部都委會第 477、478次會審查通過部份）。 

91年 7月 1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10411499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部

分第五種住宅區為道路及部分道路用地為第五種住宅區） 

91年 10月 4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10572095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

（部分綠化步道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住宅區、商業

區、綠地、市場用地及道路用地為道路用地、綠地、綠地（兼

道路使用）、住宅區、商業區及公園用地）。 

91年 10月 4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10572095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

（部分中心商業區）細部計畫（部分商業區與人行步道用地

為道路用地）。 

93年 3月 4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30108869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 

93年 9月 8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30610077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II－四

號道路以北部份中心商業區）細部計畫（中商十九及中商二

二使用管制調整及增列開發原則）。 

93年 9月 8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30610077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部分中

心商業區）細部計畫（中商三六使用管制調整及增列開發原

則）。 

94年 5月 16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40363536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設置雨水貯留滯洪設施）。 

94年 9月 5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40620210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部

分綠化步道用地、道路用地、住宅區為道路用地、住宅區） 

94年 11月 11日 北府城規字第 0940761035 號公告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土管要點第十、二十、八十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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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調查與分析 
一、 資料調查與蒐集 

本研究資料係一手取得，搜集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重劃後

土地分配資料及抵費地相關資訊先做整理，配合全區 CAD 地籍資料與目

前建築行為地籍資料，先行彙整重劃後土地開發及利用模式，再檢視歸

納，納入案例資料庫，以利後續模型建立與實證分析。 

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共分為建林段、力行段、麗林

段、新林段等四個段名，共留設可標讓售抵費地 631筆，總面積約 48.47

公頃，其位置分布圖如圖 3- 7、圖 3- 8、圖 3- 9、圖 3- 11、圖 3- 10；

本研究主要針對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進行分析，因此以民國 93年至

民國 97年間已標售之抵費地為研究案例，未標售之抵費地及非屬正常土

地開發行為，例如專案讓售拆遷戶、國營事業、特定使用分區(加油站)

等，因無法分析其價格受影響因素，故排除本研究範圍，在扣除上述用

地後(整理如表 3- 4)，共有 558筆案例可進行分析。 

  

圖 3- 7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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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建林段抵費地分佈圖 

圖 3- 9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力行段抵費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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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麗林段抵費地分佈圖 

圖 3- 10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新林段抵費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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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研究案例統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研究案例統計 

抵費地筆數 631 

排除案例 

配售疏洪道 

拆遷戶筆數 

專案讓 

售筆數 

未標 

售筆數 
合併標售 特殊條件 

28 3 17 18 7 

可用案例 558 

 

二、 案例統計與分析 

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開發面積約 499.19公頃，開發後公共

設施含道路 125.64公頃、38處公園及鄰里公園 7.28公頃、9處市場 2.23

公頃、7 所國民小學 22.64公頃、3所國民中學 11.28公頃、5處廣場兼

停車場 3.34 公頃、綠帶 0.96 公頃、綠地 5.63 公頃、綠化步道 3.04 公

頃，合計約 182.08公頃，餘 317公頃為可建築用地及商業用地。 

其中可標讓售之抵費地共劃設 631 筆，扣除表 3-1 所列無法用於本

研究之案例後，共有 558 筆抵費地可做納入模型資料庫來分析，在使用

分區方面，其中 63筆為中心商業區用地，11筆為鄰里商業區用地，146

筆為住一用地，230 筆為住二用地，108 筆為住五用地，其統計表如表

3- 5；而 558 筆案例中，面積以 500 ㎡以下有 323 筆比例佔 58%最高，

500-1000㎡有 170筆佔 30%，1000-3000㎡有 55筆佔 10%，3000㎡以上

有 10筆佔 2%，其統計表及分析圖如表 3- 6與圖 3- 12。 

表 3- 5使用分區統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案例使用分區統計 

使用分區 中心商業區 鄰里商業區 住一 住二 住五 

容積 500% 280% 120% 150% 300% 

建蔽 700% 70% 40% 50% 60% 

筆數 63 11 146 230 108 

總數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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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面積統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案例面積分析 

面積(㎡) 500以下 500-1000 1000-3000 3000以上 

筆數 323 170 55 10 

總數 558 

 

 

圖 3- 12面積統計分析圖(本研究自行整理) 

  

58% 
30% 

10% 

2% 

本研究案例面積分析 

500以下 500-1000 1000-3000 3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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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變數選取與說明 
本節針對前述經濟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並配合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

地重劃區抵費地資料歸納總結，篩選應選入後續實證分析之變數項目。選

取的變數需符合經濟理論與先驗資訊，並充分達成本研究目的，故應針對 

可解釋重劃後地價的屬性加以選擇，儘量將所有相關變數納入實證模型中，

本研究初步篩選可用案例達 558 筆，可接受較多變數納入模型驗證，但過

多的解釋變數，將會提高變數間線性重合及造成統計偏誤，故仍需經過篩

選之步驟，再選取適當變數進行實證。 

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的基本性質是得標人得標後可

立即建築之用地，並採公開標售方式取得，因此在變數的選取上，是以得

標後土地所有權人建築行為之面向作為考量，尤其本研究重點之一在於研

究相鄰土地權屬複雜程度對於抵費地標售價格影響之程度，因此，本研究

參考相關文獻後，以地價理論與土地開發利用等相關文獻，歸結出抵費地

個別宗地資料、相鄰土地權屬複雜度、公設條件與可及性、時間變數等相

關變數，配合前述一手資料與現況調查資訊作為納入資料庫的基礎。  

一、 初選實證變數與說明 

影響可建築土地價格的因素眾多，無法將全部影響價格的因素納入，

且本研究係以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為研究範圍，影響地

價的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均屬相同，故變數選取主要針對各宗地的個別

因素、相鄰土地產權複雜度及時間變數進行篩選，於所取得資料中就先

前文獻回顧結果整理分析，歸納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重要變數，初步

選取 1個應變數與 13個自變數，分別說明如下: 

(一) 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 

本研究係以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為研究範圍，

為了解各項自變數對於標售價格之影響，故選取該重劃區已標售抵

費地單價(萬元/平方公尺)為應變數 Y。 

(二) 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1. 面積(X1) 

土地面積對於土地土地總價之影響，理論上屬正向關係，基

地面積越大，土地利用的方式越多元，對於建築利用規劃設計與使

用上更具彈性，而本研究範圍屬重劃後之抵費地，因抵費地於劃設

時均須臨路且為可建築用地，依案例調查的結果，多數抵費地受限

於分配線及街廓形狀，均屬較深長型土地，本研究以每筆抵費地面

積(平方公尺)作為自變數之一，面積越大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

因此預期符號為+。 

2. 容積率(X2) 

不同土地使用分區其容積率與建蔽率均不相同，土地使用分

區為影響地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抵費地性質為可建築用地，相同

面積的抵費地容積率越大代表可興建樓地板面積越多，價值也相對

較高，本研究以每單位土地面積可興建樓地板面積作為自變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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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率越高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3. 建蔽率(X3) 

建蔽率代表可以在可建築土地上，建築物投影面積佔整筆土

地的比率上限，在建築規劃與使用上更具空間與彈性，且在本研究

範圍的土地使用管制上，容積率越高其建蔽率越高，因此建蔽率越

高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4. 臨路數量(X4) 

臨路狀況為基地的重要條件，臨路數量越多表示可及性越大，

在使用上及規劃上應較為有利，因此基地面臨道路數量對於地價的

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5. 最大路寬(X5) 

基地面臨道路寬度亦是重要條件之一，越寬闊的道路可乘載

的流量越大，附屬設施如綠美化、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地設置也越容

易，發展越為繁榮，因此基地主要面臨道路寬度越寬，代表臨路條

件越好，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6. 鄰地權屬複雜度(X6) 

因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管制訂有大規模開

發獎勵，多數重劃後土地並無法單獨獲得獎勵，必須透過產權整合

共同開發方能獲取，因此本研究預期透過重劃後後續土地開發利用

的行為，分析鄰近土地整合難易度對於抵費地交易成本的影響，相

鄰土地產權越複雜代表越難整合，交易成本越高，對於地價影響為

負面關係，因此預期符號為-。 

本研究將以與基地相鄰之土地筆數為分母，檢視各鄰地是否

具共有性質後，再將有共有性質之土地筆數合計為分子，所求得之

係數即為鄰地權屬複雜度；亦即當與抵費地相鄰之土地均無共有性

質時，其鄰地權屬複雜度為 0，為最小值，當與抵費地相鄰之土地

均具共有性質時，其鄰地權屬複雜度最高為 1。 

7. 面寬(X7) 

本研究之對象為重劃區之抵費地，在相同街廓中，因採同一

分配線，故分配線同側之抵費地深度大致相同，面寬越大代表基地

越方整，與街道接觸面積也越大，利用價值與規劃使用彈性越高，

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8. 深度(X8) 

鄰街宗地在接近街道部分地價高於離開街道部分，越接近路

線者利用價值越大地價越高，亦即基地深度越深，其價格越低，對

於地價影響為負面關係，因此預期符號為-。 

9. 寬深比(X9) 

上述本研究除初選寬度與深度作為自變數外，亦初選寬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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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變數之一，以面寬除以深度來計算其比例，寬深比越大代表

接觸街道比例越大，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因此預期符號為+。 

10. 是否為角地(X10) 

街角地臨路數量多，交通較為便利，且光源與通風良好，故

其價格通常高於中間地段之地價，在交通便利性與商業用途上均較

有利，於地下室停車場出入口規劃也較有彈性，因此對於地價的影

響應為正向，預期符號為+，本研究將此項變數設定為虛擬變數，

具街角地性質的抵費地設定為 1，不具街角地性質的抵費地則設定

為 0。 

11. 至學校距離(X11) 

國民中小學用地是重劃區地主十項公共設施負擔中的其中二

項，亦為本研究範圍內重要公共設施之一，都市規劃之公共設施對

於土地開發後之建築行為具有指標性影響，本研究利用重劃後地籍

圖檔，以 AUTO CAD 軟體量測抵費地至重劃區內文中或文小用地最

短直線距離，距離越遠，代表可及性越低，對於地價影響應為負面

關係，因此預期符號為-。 

12. 至公園廣場距離(X12) 

鄰里公園及廣場是日常生活基本服務公共設施，本研究利用

重劃後地籍圖檔，以 AUTO CAD 軟體量測抵費地至周邊公園或廣場

用地最短直線距離，距離越遠，代表可及性越低，對於地價影響應

為負面關係，因此預期符號為-。 

13. 時間變數(X13) 

 本研究所採案例，其標售時間自 93年至 97年底，此期間都

市地價指數屬逐年上升之趨勢，因此本研究將標售時間設定為虛擬

變數，分為上下半年作為觀察區間，例如 93 年上半年標售即設定

變數值為 93，93 年下半年標售即設定變數值為 93.5，以此類推，

數字越大代表標售時間越晚，因此區間都市地價指數屬上升趨勢，

因此預期對於地價的影響應為正向，預期符號為+。 

二、 本研究選取變數屬性分析 

本研究由一手取得的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土地分配

資料，經篩選抵費地相關資訊後，共有 558 筆案例資料，本研究針對初

步選定的變數及案例資料進行敘述統計，結果如表 3- 7所示，並分述如

下: 

(一) 得標單價 

經本研究篩選案例統計後發現，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

抵費地標售價格最大值為每平方公尺 19.45萬元，最小值為每平方

公尺 2.32萬元，平均價格為每平方公尺 3.77萬元。 

(二)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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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抵費地面積方面，面積最大為 19,429.25平方公尺，最小

為 133.17平方公尺，平均每筆抵費地面積為 790.6平方公尺， 

(三) 容積率 

在容積率方面，558筆抵費地中，63筆為中心商業區用地，11

筆為鄰里商業區用地，146筆為住一用地，230筆為住二用地，108

筆為住五用地，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容積率達 500%，最小值為住

一用地，容積率 120%，平均值為 213%。 

(四) 建蔽率 

建蔽率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建蔽率為 70%，最小值為住一用

地，建蔽率 40%，平均值為 52%。 

(五) 臨路數量 

因本研究之案例為可建築用地，因此基地至少均可面臨 1條道

路，而臨路數量最多之抵費地面臨 4條道路，平均每筆抵費地面臨

1.29條道路。 

(六) 最大路寬 

市地重劃區內之道路系統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定開闢，本重劃區

內抵費地所面臨最大路寬為 40 公尺，最小路寬為 6 公尺，平均鄰

路寬為 14.3公尺。 

(七) 鄰地權屬複雜度 

本研究案例中，鄰地權屬複雜度最小值為 0(即與抵費地相鄰

之土地均無共有性質)，最大值為 1(即與抵費地相鄰之土地均具共

有性質)，而案例的鄰地權屬複雜度平均值為 0.39。 

(八) 主要道路面寬 

本研究案例中，抵費地面鄰主要面寬，最大值為 250.14公尺，

最小值為 6.02公尺，平均值為 22.01公尺。 

(九) 基地深度 

本研究案例中，抵費地基地深度最深為 124.56 公尺，深度最

淺為 6.64公尺，平均深度為 29.02公尺 

(十) 寬深比 

寬深比係以基地之面寬除以深度來計算，寬深比越大代表接觸

街道比例越大，反之則越小，本研究案例中寬深比最大值為 7.54，

最小值為 0.14，平均值為 0.9。 

(十一) 是否為角地 

本研究將抵費地是否具有角地性質作為虛擬變數，具角地性質

者為 1，無角地性質者為 0，本研究 558 筆抵費地中，有 104 筆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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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地為角地。 

(十二) 至學校距離 

本研究範圍重劃後共取得 7筆文小用地及 3筆文中用地，本研

究以重劃後地籍資料量測基地至重劃區內文中或文小用地最短直

線距離，最遠距離為 641 公尺，最近距離為 0，平均為 221.53 公

尺。 

(十三) 至公園廣場距離 

本研究範圍重劃後共取得 43 處公園及廣場用地，本研究以重

劃後地籍資料量測基地至重劃區內公園或廣場用地最短直線距離，

最遠距離為 612公尺，最近距離為 0，平均為 131.57公尺。 

(十四) 時間變數 

本研究選取案例自93年1月9日起陸續標售至97年8月8日，

本研究為觀察標售時間對於標售價格之影響，因此將標售時間以當

年度上下半年作為觀察區間，例如 93 年上半年標售即設定變數值

為 93，93年下半年標售即設定變數值為 93.5，時間變數最小值為

93，最大值為 97.5，平均值為 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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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變數統計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誤 標準差 

應 

變 

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558 

2.32 19.45 3.77 0.07 1.63 

自 

變 

數 

X1 面積（㎡） 133.17 19429.25 790.60 77.54 1831.69 

X2 容積率 1.20 5.00 2.13 0.05 1.22 

X3 建蔽率 0.40 0.70 0.52 0.00 0.10 

X4 臨路數量 1.00 4.00 1.29 0.02 0.54 

X5 最大路寬 6.00 40.00 14.30 0.36 8.50 

X6 相鄰土地權屬複雜度 0.00 1.00 0.39 0.01 0.31 

X7 基地臨主要道路面寬 m 6.02 250.14 22.01 0.83 19.70 

X8 基地深度 m 6.64 124.56 29.02 0.54 12.72 

X9 寬深比 0.14 7.54 0.90 0.04 0.91 

X10 角地 0.00 1.00 0.19 0.02 0.39 

X11 至學校距離 0.00 641.00 221.53 5.37 126.75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 0.00 612.00 131.57 3.72 87.95 

X13 時間變數 93.00 97.50 94.22 0.0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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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建構抵費地特徵價格模型 
一、 特徵價格理論 

國內論及影響不動產價格因素之相關研究，大多以特徵價格理論 

（Hedonic price theory）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並透過特徵價格理論

分析各類不動產各種屬性與其價格間之關係，並作為計算各屬性隱含價

格之基礎。 

Sirmans et al.（2005）回顧特徵價格文獻中，提到 Colwell & 

Dillmore（1999）認為早在 1922 年時，Hass 即曾運用特徵價格模型估

計農田的價格，而 Wallace（1926）亦使用特徵模型分析愛荷華州的農

田價格。Waugh（1928）將其運用在農業經濟方面，他利用品質特徵的不

同使價格產生變化的論點，分析蔬菜的品質因素對於其價格的影響。而

在 Andrew Court（1939）認為汽車的價格是由其性能與配備所構成，因

此運用此方法研究汽車性能對於價格的影響。傳統消費者需求理論在商

品為同質性的假設下，消費者由商品本身獲得的效用，來決定商品的均

衡價格及數量，而 Houthakker（1952）提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會考慮商

品品質特徵是否符合需求，並非只考慮商品的數量。Lancaster（1966）

認為對消費者產生效用的是該商品具有的特徵（characteristics）而非

該商品本身，而一個商品具有多個特徵屬性，以及許多特徵屬性可能分

佈在不同的商品，可帶給消費者不同的效用，進一步地發展出消費者行

為分析法（consumption activity analysis），認為消費者不只關心消

費數量的多寡，更關心該產品所具的特徵屬性是否可滿足其需求。在他

的觀點，認為住宅是一種異質產品，可以滿足住戶各種服務屬性如遮蔽、

舒適度等。 

Rosen（1974）透過前述 Lancaster之消費者效用理論及 Alonso（1964）

都市土地競價理論，提出一套完整體系的估價方式，認為商品具有多種

特徵屬性，其價格係由商品各項特徵的數量所決定，而不同商品因特徵

屬性不同而使價格產生差異，是為特徵價格理論（Hedonic Price Theory）。

Rosen 假設在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每增加一單位屬性，消

費者願意額外支付的費用即為該屬性的邊際願付價格，亦為該屬性的特

徵價格。當個別屬性的特徵價格加總時則為該商品的總價。在特徵價格

模型的運用上，是以商品各項特徵之數量，乘上相對應的隱含價格

（implicit price）後加總，即為該產品的價格。Rosen 建立由商品各

項特徵屬性之數量及其邊際價格，導出商品價格之特徵價格方程式後，

被廣泛運用在不動產價格及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以特徵價格為應變數，

不動產各項屬性為自變數，以迴歸方程式進行分析，可得知不動產之隱

含價格。 

本研究主要依據 Rosen 效用理論與競價理論結合的特徵價格理論 

（Hedonic Price Theory）為研究基礎，觀察抵費地標售價格與其區位

屬性間的關係，特徵價格模式可視為迴歸方程式之一，以產品價格為應

變數，各種特徵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即可求得特徵之隱含價格（李盈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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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范垂爐，1991）。 國內運用特徵價格理論推估不動產價格，多數

應用於住宅方面，而本研究藉由蒐集可建築土地特性，配合案例區位屬

性調查與相關一手資料蒐集，以獲得抵費地價格特徵變數，估計多元迴

歸線性函數型態，選取適合分析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特徵價格模型。  

二、 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特徵價格  

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特徵價格函數之應用，4-1 式中 P 代表抵費地標

售價格，ri 為特徵屬性價格、zi 為特徵屬性，出標人對各特徵的支出即

為欲競標抵費地之標價。  

 

𝐏𝐏 = �
𝐧𝐧

𝐢𝐢=𝟏𝟏

(𝐫𝐫𝐢𝐢 × 𝐳𝐳𝐢𝐢) （4-1 式） 

 

4-2 式為抵費地價格與屬性數量的一般式，代表出標人於成本考量

下， 屬性變動一單位時，為滿足其開發利用需求所願意付出的成本。其

中 a0 為截距 項、ai 為抵費地特徵價格、zi 為抵費地特徵屬性、µ 假設

為常態分配之誤差項。  

 

𝐩𝐩𝐢𝐢 = 𝐚𝐚𝟎𝟎 + �𝐚𝐚𝐢𝐢𝐳𝐳𝐢𝐢 + 𝛍𝛍 （4-2 式） 

 

三、 模型建立  

多元迴歸模型隨著資料與結果的變化而使用不同的型態，配合普通

最小平方法（OLS），估計線性（Linear-Linear form）函數型態，經檢

定與偵測比較後，選取最佳的變數進行解釋。4-3式中 a0代表截距項，

ai與 bj為特徵價格，Zi為可量化特徵值、Dj為虛擬變數， 用 1 與 0 兩

個數字分別表示該特徵出現與否；，ε 為誤差項，此式表示每單位自變

數絕對變化時，應變數絕對變動的單位數。 

 

𝐩𝐩𝐢𝐢 = 𝐚𝐚𝟎𝟎 + �𝐚𝐚𝐢𝐢𝐳𝐳𝐢𝐢 + �𝐛𝐛𝐣𝐣𝐃𝐃𝐣𝐣 + 𝛆𝛆 
𝛅𝛅𝐏𝐏
𝛅𝛅𝐙𝐙𝐢𝐢

= 𝐚𝐚𝐢𝐢 
（4-3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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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階段實證結果 
本節基於國內外對於不動產及地價相關文獻及研究範圍進行案例蒐

集調查，初選出 558個案例及 13個自變數，本節將進行各解釋變數相關性

檢定，確立各解釋變數間線性獨立，作為抵費地標售價格特徵屬性代表，

再進行模型測試。 

一、 初選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將初選 13個變數利用 EXCEL將篩選出 558筆案例資料彙整後，

進行相關係數分析，其中自變數 X2(容積率)與 X3(建蔽率)相關係數達

0.918645，自變數 X1(面積)與 X7(面寬)相關係數達 0.818177，其餘自

變數相關度未超過 0.8。 

因自變數 X2(容積率)與 X3(建蔽率)均為土地使用分區之條件，本研

究範圍案例容積率越高其建蔽率也越高，故呈現高度相關亦屬合理；另

本研究對象為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之抵費地，其街廓深度在都

市計畫規劃時差距不大，而抵費地之深度取決於分配線的劃設，一般來

說若無特殊情形，分配線劃設接近街廓中心線，因此每筆抵費地深度差

距不大，倘面寬越寬面積相對越大，故自變數 X1(面積)與 X7(面寬) 呈

現高度相關亦屬合理，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如下表 4- 1。 

 

表 4- 1初選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變數組合 

經過上述相關係數分析後，本研究在後續實證模型測試時，為避免

線性重合問題及減少自變數以增加模型準確度，第一階段實證納入全部

558 筆案例，以不同變數組合將相關度高之變數分別納入 4 組模型利用

STATA 11.2版軟體進行測試，其模型變數組合如表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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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第一階段測試變數組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應變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 ● ● ● 

自變數 

X1 面積（㎡） ● ● - - 

X2 容積率 ● - ● - 

X3 建蔽率 - ● - ● 

X4 臨路數量 ● ● ● ● 

X5 最大路寬(m) ● ● ● ● 

X6 鄰地權屬複雜度 ● ● ● ● 

X7 主要道路面寬(m) - - ● ● 

X8 基地深度(m) ● ● ● ● 

X9 寬深比 ● ● ● ● 

X10 是否為角地 ● ● ● ● 

X11 至學校距離(m) ● ● ● ●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m) ● ● ● ● 

X13 時間變數 ● ● ● ● 

●為納入模型實證之變數 

三、 異質變異分析與模型配適度 

本研究利用 STATA 11.2 版軟體將以上述 4 組模型進行最小平方法

(OLS)線性迴歸與異質變異分析，由表 4- 3可發現四組模型 Prob > chi

²值均小於 0.1，有異質變異的問題，雖然在有異質變異的情況下使用最

小平方法做線性迴歸，仍然是線性且不偏的估計式，但不再是最佳線性

不偏估計式，通常以最小平方估計式所計算出的標準誤是不正確的，而

不正確的標準誤將會誤導假設檢定。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59 

表 4- 3  O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截距項 
-42.90481 

*** 
-41.55589 

*** 
-43.40247 

*** 
-42.12031 

*** 
(0.000) (0.000) (0.000) (0.000) 

面積（㎡） 
-0.0000163 

 

-0.00000482 

 
- - 

(0.674) (0.913) 

容積率 
0.9895918 

*** - 
0.9952582 

*** - 
(0.000) (0.000) 

建蔽率 - 
9.671973 

*** - 
9.774073 

*** 
(0.000) (0.000) 

臨路數量 
0.0487645 

 

-0.0629476 

 

0.0225337 

 

-0.0866646 
  

(0.606) (0.556) 0.809 0.413 

最大路寬(m) 
0.0464239 

*** 
0.0469942 

*** 
0.0480072 

*** 
0.0484363 

*** 
(0.000) (0.000) (0.000) (0.000) 

鄰地權屬複雜度 
-0.0691392 

 

-0.1263086 

 

-0.0383332 

 

-0.0984623 
  

(0.579) (0.374) (0.757) (0.485) 

主要道路面寬(m) - - 
0.0095087 

** 
0.0101914 

** 
(0.018) (0.026) 

基地深度(m) 
-0.0029469 

 

0.008945 

 

-0.014557 
*** 

-0.001962 
  

(0.62) (0.182) (0.008) (0.749) 

寬深比 
-0.0268399 

 

0.0765692 

 

-0.199724 
** 

-0.0973415 
  

(0.67) (0.287) (0.021) (0.321) 

是否為角地 
0.3579844 

** 
0.515119 

*** 
0.3014215 

** 
0.4596359 

*** 
(0.013) (0.002) (0.036) (0.005) 

至學校距離(m) 
0.000176 

 

0.0017824 
*** 

0.0002075 

 

0.0018132 
*** 

(0.605) (0) (0.538) (0.000)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09251 

** 
-0.0014339 

*** 
-0.0009768 

** 
-0.0014695 

*** 
(0.045) (0.006) (0.032) (0.005) 

時間變數 
0.4670777 

*** 
0.41537 

*** 
0.4751993 

*** 
0.4234714 

*** 
(0.000) (0.000) (0.000) (0.000) 

F值 118.71 80.57 120.4 81.76 

R-squared 0.7051 0.6188 0.7081 0.6222 

Adj R-squared 0.6992 0.6111 0.7022 0.6146 

 Prob > chi²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樣本數 558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Prob > chi² 值小於 0.1，有異質變異情形 。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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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異質變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採一般化最小平方法(GLS)進行

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 4所示。在檢驗迴歸模型配適度上，判定係

數(R²)模型 1-1 有 0.7051，模型 1-2 有 0.6188，模型 1-3 有 0.7081，

模型 1-4有 0.6222，即此 4個迴歸模型具解釋能力，而且調整後的 R²，

模型 1-1有 0.6992，模型 1-2有 0.6111，模型 1-3有 0.7022，模型 1-4

有 0.6146，表示此 4 組模型對每平方公尺得標單價具有高度解釋能力。 

四、 模型 1-1 變數檢定 

本研究以一般化最小平方法(GLS)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後，由表 4-4綜

整出各項自變數之顯著性與影響係數，檢定與先前假說是否相符。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容積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9895918，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464239，

與預期符號+相符。 

3.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055，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3579844，與預期符號+相符。 

4.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085，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0009251，與預期符號-相符。 

5. 時間變數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4670777，

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面積 P值為 0.52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臨路數量 P值為 0.404，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54，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基地深度 P值為 0.482，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5. 寬深比 P值為 0.48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52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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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G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截距項 
-42.90481 

*** 
-41.55589 

*** 
-43.40247 

*** 
-42.12031 

*** 
(0.000) (0.000)  (0.000) (0.000) 

面積（㎡） 
-0.0000163 

 

-4.82E-06 

 
- - 

(0.529) (0.877) 

容積率 
0.9895918 

*** - 
0.9952582 

*** - 
(0.000) (0.000) 

建蔽率 - 
9.671973 

*** - 
9.774073 

*** 
(0.000) (0.000) 

臨路數量 
0.0487645 

 

-0.0629476 

 

0.0225337 

 

-0.0866646 
  

(0.404) (0.391) (0.696) (0.228) 

最大路寬(m) 
0.0464239 

*** 
0.0469942 

*** 
0.0480072 

*** 
0.0484363 

*** 
(0.000) (0.000) (0.000) (0.000) 

鄰地權屬複雜度 
-0.0691392 

 

-0.1263086 

 

-0.0383332 

 

-0.0984623 
  

(0.54) (0.341) (0.735) (0.459) 

主要道路面寬(m) - - 
0.0095087 

* 
0.0101914 

* 
(0.063) (0.074) 

基地深度(m) 
-0.0029469 

 

0.008945 
* 

-0.014557 
*** 

-0.001962 
  

(0.482) (0.071) (0.007) (0.747) 

寬深比 
-0.0268399 

 

0.0765692 
* 

-0.199724 
** 

-0.0973415 
  

(0.488) (0.098) (0.025) (0.301) 

是否為角地 
0.3579844 

* 
0.515119 

*** 
0.3014215 

* 
0.4596359 

** 
(0.055) (0.007) (0.087) (0.012) 

至學校距離(m) 
0.000176 

 

0.0017824 
*** 

0.0002075 

 

0.0018132 
*** 

(0.528) (0.000) (0.452) (0.000)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09251 

* 
-0.0014339 

** 
-0.0009768 

* 
-0.0014695 

** 
(0.085) (0.011) (0.08) (0.011) 

時間變數 
0.4670777 

*** 
0.41537 

*** 
0.4751993 

*** 
0.4234714 

*** 
(0.000) (0.000) (0.000) (0.000) 

F值 313.69 110.78 269.91 89.6 

R-squared 0.7051 0.6188 0.7081 0.6222 

Adj R-squared 0.6992 0.6111 0.7022 0.6146 

樣本數 558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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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 1-2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建蔽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9.671973，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469942，

與預期符號+相符。 

3. 基地深度 P 值為 0.071，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8945，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4. 寬深比 P 值為 0.098，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765692，與預期符號+相符。 

5. 是否為角地 P 值為 0.007，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515119，與預期符號+相符。 

6. 至學校距離 P 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17824，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7. 至公園廣場距離 P 值為 0.01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0014339，與預期符號-相符。 

8. 時間變數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41537，

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面積 P值為 0.87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臨路數量 P值為 0.39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34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六、 模型 1-3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容積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9952582，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480072，

與預期符號+相符。 

3. 主要道路面寬 P值為 0.063，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

為 0.0095087，與預期符號+相符。 

4. 基地深度 P 值為 0.007，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14557，與預期符號-相符。 

5. 寬深比 P 值為 0.025，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199724，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6.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087，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3014215，與預期符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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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公園廣場距離 P 值為 0.08，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0009768，與預期符號-相符。 

8. 時間變數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4751993，

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臨路數量 P值為 0.69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735，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452，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七、 模型 1-4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建蔽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9.774073，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484363，

與預期符號+相符。 

3. 主要道路面寬 P值為 0.074，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

為 0.0101914，與預期符號+相符。 

4. 是否為角地 P 值為 0.012，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4596359，與預期符號+相符。 

5. 至學校距離 P 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18132，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6. 至公園廣場距離 P 值為 0.01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0014695，與預期符號-相符。 

7. 時間變數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4234714，

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臨路數量 P值為 0.22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45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5. 基地深度 P值為 0.74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寬深比 P值為 0.30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八、 小結 

經實證結果後發現，四個模型配適度均具解釋力，而有模型 1-1 有

容積率、最大路寬、時間變數等 3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是

否為角地及至公園廣場距離等 2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係

數所顯示符號均與預期符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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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2 有建蔽率、最大路寬、是否為角地、至學校距離、時間變

數等 5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至公園廣場距離通過檢定的 5%

顯著水準，基地深度與寬深比等 2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但其中基地深度與至學校距離這 2 個自變數係數所顯示的符號與預期符

號並不相同。 

模型 1-3 有容積率、最大路寬、基地深度、時間變數等 4 個自變數

通過檢定的1%顯著水準，寬深比通過檢定的5%顯著水準，主要道路面寬、

是否為角地、至公園廣場距離等 3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但其中寬深比的係數所顯示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 

模型 1-4 有建蔽率、最大路寬、至學校距離、時間變數等 4 個自變

數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是否為角地、至公園廣場距離等 2個自變數

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主要道路面寬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但其

中至學校距離的係數所顯示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 

上述4組模型中，模型1-3的R²達0.7081，調整後的R²也有0.7022，

且有 8 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0%的顯著水準，其中有 5 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5%的顯著水準，4 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9%的顯著水準，為 4 組模型中最

具代表性的組合；但經檢視未通檢定的變數中，發現變數 X6(鄰地權屬

複雜度)在所有組合測試中均未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而本研究主要

目的之一則是為研究抵費地相鄰土地權屬複雜度對於標售價格之影響，

因此本研究將繼續進行變數及案例條件的檢視與篩選，分析此一變數的

影響性，以加強實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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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階段單獨建築案例實證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研究抵費地相鄰土地權屬複雜度對於標售價格之

影響，而競標抵費地之出標人，倘其目的為單獨建築使用，其競標標的周

邊相鄰土地之權屬複雜度相較於其他影響因素來說，佔其競價因素的考量

程度相對較弱，本研究先前篩選案例時僅以已標售之抵費地為條件，並未

考量後續建築行為，因本研究範圍自 93 年開發完成後，迄今已逾 11 年，

重劃後之建築開發行為已可觀察出其土地利用模式，經本研究調查第一階

段選用 558 筆案例中，至 104 年 4 月止，已建築之抵費地案例有 338 筆，

其中有與鄰地申請合併建築者為 189 筆，為觀察鄰地權屬複雜度對於抵費

地價格之影響性，本研究將採已建築之抵費地為案例，並以單獨建築或合

併建築之案例分群進行第二階段測試，加強實證論述。 

一、 第二階段案例篩選 

(一) 案例篩選 

本研究透過一手取得之重劃後地籍資料與已請領建築執照之

土地分佈圖套疊(如圖 4- 1、圖 4- 2、圖 4- 3、圖 4- 4)，了解初

選研究案例目前土地利用模式，透過相關系統資訊查詢，來判定該

筆抵費地是否建築及其與鄰地相互整合建築之行為。 

在查詢是否建築與是否合併建築時，需先了解抵費地是否有與

鄰地進行合併，因為土地若有合併行為，必須以合併後地號進入執

照存根查詢系統查詢，方能查得相關資訊，否則會誤判為尚未建築，

因此先利用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建置之土地分割合併地建號查詢系

統 19，查詢重劃後土地是否有進行合併，如未合併則以原地號查詢，

如有合併以合併後之地號查詢，透過新北市政府執照存根查詢系

統 20確認其請領之建築執照係單獨建築或合併建築，經本研究調查，

至 104年 4月止，初選 558筆案例中已建築之抵費地有 338筆，其

中單獨建築之抵費地有 149筆，與鄰地合併建築之抵費地有 189筆，，

其案例數均足夠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因此，本研究將以分群測試模式，分別就單獨建築之抵費地案

例與有合併建築之抵費地案例進行特徵價格迴歸分析，以了解在不

同開發模式中，各自變數對於抵費地價格影響有何差異性，更進一

步觀察鄰地權屬複雜度對於抵費地價格之影響。 

 

                                                 
 
19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分割合併地建號查詢系統，網址: 

http://www2.land.ntpc.gov.tw/MASP/MASP02/MASP0201index.jsp 
20新北市政府執照存根查詢系統，網址: 

http://building-apply.publicwork.tpc.gov.tw/info/i30/license?itype=101af 

http://www2.land.ntpc.gov.tw/MASP/MASP02/MASP0201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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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力行段開發利用現況分佈圖 

 

圖 4- 2新林段開發利用現況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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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建林段開發利用現況分佈圖 

 

圖 4- 4 麗林段開發利用現況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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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獨建築案例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由經篩選抵費地相關資訊後，單獨建築之抵費地有 149

筆資料可作為案例資料庫，本研究再針對選定的變數及案例資料進

行敘述統計，結果如表 4- 5所示，並分述如下表 4- 5單獨建築之

抵費地變數統計分析表: 

表 4- 5單獨建築之抵費地變數統計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誤 標準差 

應

變

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149 

2.32 19.45 3.53 0.16 1.94 

自

變

數 

X1 面積（㎡） 169.50 19429.25 1444.19 279.07 3406.48 

X2 容積率 1.20 5.00 1.83 0.09 1.07 

X3 建蔽率 0.40 0.70 0.49 0.01 0.09 

X4 臨路數量 1.00 4.00 1.41 0.05 0.67 

X5 最大路寬(m) 8.00 40.00 15.01 0.75 9.21 

X6 鄰地權屬複雜度 0.00 1.00 0.35 0.03 0.32 

X7 主要道路面寬(m) 7.02 250.14 28.82 2.58 31.50 

X8 基地深度(m) 8.39 124.56 30.83 1.58 19.31 

X9 寬深比 0.23 7.46 1.02 0.08 0.97 

X10 是否為角地 0.00 1.00 0.27 0.04 0.44 

X11 至學校距離(m) 0.00 528.00 207.29 9.48 115.69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m) 4.00 564.00 152.62 8.50 103.73 

X13 時間變數 93.00 97.50 94.12 0.09 1.04 

1. 得標單價 

經本研究篩選案例統計後發現，單獨建築的 149 筆抵費地標

售價格最大值為每平方公尺 19.45萬元，最小值為每平方公尺 2.32

萬元，平均價格為每平方公尺 3.53萬元。 

2. 面積 

而在單獨建築的抵費地面積方面，面積最大為 19,429.25 平

方公尺，最小為 169.5平方公尺，平均每筆抵費地面積為 1444.19

平方公尺。 

3. 容積率 

在容積率方面，149 筆單獨建築的抵費地中，12 筆為中心商

業區用地，2 筆為鄰里商業區用地，53 筆為住一用地，68 筆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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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地，14 筆為住五用地，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容積率達 500%，

最小值為住一用地，容積率 120%，平均值為 183%。 

4. 建蔽率 

建蔽率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建蔽率為 70%，最小值為住一用

地，建蔽率 40%，平均值為 49%。 

5. 臨路數量 

臨路數量最多之抵費地面臨 4 條道路，最少為 1 條，平均每

筆單獨建築的抵費地面臨 1.41條道路。 

6. 最大路寬 

最大路寬為 40公尺，最小路寬為 6公尺，平均鄰路寬為 15.01

公尺。 

7. 鄰地權屬複雜度 

鄰地權屬複雜度最大值為 1，最小值為 0，鄰地權屬複雜度平

均值為 0.35。 

8. 主要道路面寬 

單獨建築的抵費地面鄰主要道路面寬，最大值為 250.14公尺，

最小值為 7.02公尺，平均值為 28.82公尺。 

9. 基地深度 

單獨建築的抵費地基地深度最深為 124.56公尺，深度最淺為

8.39公尺，平均深度為 30.83公尺 

10. 寬深比 

寬深比最大值為 7.46，最小值為 0.23，平均值為 1.02。 

11. 是否為角地 

是否具有角地性質作為虛擬變數，具角地性質者為 1，無角地

性質者為 0，149筆單獨建築的抵費地中有 40筆抵費地為角地。 

12. 至學校距離 

基地至重劃區內文中或文小用地最短直線距離，最遠距離為

528公尺，最近距離為 20，平均距離為 207.29公尺。 

13. 至公園廣場距離 

基地至重劃區內公園或廣場用地最短直線距離，最遠距離為

564公尺，最近距離為 4，平均距離為 152.62公尺。 

14. 時間變數 

149筆案例中，最早標售為 93年 1月 9日，最晚標售為 97年

8月 8日，時間變數最小值為 93，最大值為 97.5，平均值為 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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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獨建築案例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將選定的 13個變數利用 EXCEL將原本 558筆案例資料，以單

獨建築為條件篩選出 149 筆案例進行第二階段分群測試，因資料庫案例

數量已有異動，故需再進行相關係數分析，其中自變數 X1(面積)與 X7(主

要道路面寬)相關係數達 0.88868，自變數 X2(容積率)與 X3(建蔽率)相

關係數達 0.900203，其餘自變數相關度未超過 0.8，經過上述相關係數

分析後，本研究在單獨建築案例實證模型測試時，為避免線性重合問題

及減少自變數增加模型準確度，將分別以不同變數組合將相關度高之變

數分別納入測試，其相關係數分析如下表 4- 6: 

 

表 4- 6單獨建築案例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變數組合 

經過上述相關係數分析後，本研究在後續實證模型測試時，為避免

線性重合問題及減少自變數以增加模型準確度，第二階段單獨建築案例

之實證納入以篩選過後之 149 筆案例，，以不同變數組合將相關度高之

變數分別納入 4組模型，利用 STATA 11.2版軟體進行測試，其模型變數

組合如表 4- 7。 

四、 異質變異分析與模型配適度 

本研究利用 STATA 11.2 版軟體將以上述 4 組模型進行最小平方法

(OLS)線性迴歸與異質變異分析，由表 4- 8可發現 4組模型 Prob > chi

²值均為 0.0000，均小於 0.1，有異質變異的問題，為解決異質變異的問

題，本研究採一般化最小平方法(GLS)進行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如表4- 9。

在檢驗迴歸模型配適度上，判定係數(R²)模型 2-1 有 0.6311，模型 2-2

有 0.5726，模型 2-3 有 0.6264，模型 2-4 有 0.5732，而調整後的 R²，

模型 2-1有 0.6015，模型 2-2有 0.5383，模型 2-3有 0.5964，模型 2-4

有 0.5389，表示此 4組模型對每平方公尺得標單價具有解釋能力。 

X 1 X 2 X 3 X 4 X 5 X 6 X 7 X 8 X 9 X 10 X 11 X 12 X 13

X 1 1

X 2 0.756831 1

X 3 0.578019 0.900203 1

X 4 0.439193 0.380802 0.295071 1

X 5 0.403704 0.476863 0.474915 0.297881 1

X 6 -0.26661 -0.21648 -0.08752 -0.16704 -0.00517 1

X 7 0.88868 0.66547 0.462731 0.444319 0.324188 -0.27995 1

X 8 0.84269 0.684198 0.552061 0.285285 0.432058 -0.15293 0.625668 1

X 9 0.252812 0.168947 0.03811 0.280253 0.006348 -0.2076 0.606805 -0.14469 1

X 10 0.413295 0.440253 0.316967 0.56021 0.226819 -0.24971 0.493262 0.193474 0.49697 1

X 11 0.10328 0.232116 0.095142 0.158478 0.124659 -0.06999 0.169804 -0.02253 0.210639 0.109473 1

X 12 0.077121 -0.02532 -0.07155 -0.13566 0.029931 -0.12844 -0.02092 0.116244 -0.12885 -0.04643 -0.09813 1

X 13 -0.01833 -0.07682 -0.11541 -0.18074 -0.20766 -0.09094 -0.00605 0.068367 -0.05588 -0.02143 0.029475 0.2517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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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單獨建築案例實證變數組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應變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 ● ● ● 

自變數 

X1 面積（㎡） ● ● - - 

X2 容積率 ● - ● - 

X3 建蔽率 - ● - ● 

X4 臨路數量 ● ● ● ● 

X5 最大路寬(m) ● ● ● ● 

X6 鄰地權屬複雜度 ● ● ● ● 

X7 主要道路面寬(m) - - ● ● 

X8 基地深度(m) ● ● ● ● 

X9 寬深比 ● ● ● ● 

X10 是否為角地 ● ● ● ● 

X11 至學校距離(m) ● ● ● ●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m) ● ● ● ● 

X13 時間變數 ● ● ● ● 

●為納入模型實證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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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單獨建築案例 O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截距項 
-70.53323 

*** 
-69.69448 

*** 
-71.8317 

*** 
-70.13233 

*** 
(0.000) (0.000) (0.000) (0.000) 

面積（㎡） 
-0.000112 

 

-0.0000491 

 
- - 

(0.187) (0.585) 

容積率 
1.211359 

*** - 
1.157474 

*** - 
(0.000) (0.000) 

建蔽率 - 
8.573276 

*** - 
8.271377 

*** 
(0.000) (0.000) 

臨路數量 
0.151652 

 

0.0735099 

 

0.1094589 

 

0.038022 
  

(0.446) (0.73) (0.583) (0.858) 

最大路寬(m) 
0.0540902 

*** 
0.0535167 

*** 
0.055846 

*** 
0.0547483 

*** 
(0.000) (0.000) (0.000) (0.000) 

鄰地權屬複雜度 
0.1393213 

 

-0.05682 

 

0.1806397 

 

-0.0172866 
  

(0.678) (0.875) (0.592) (0.962) 

主要道路面寬(m) - - 
-0.000163 

 

0.0073069 
  

(0.987) (0.489) 

基地深度(m) 
0.001757 

 

0.0158851 

 

-0.01334 

 

0.000428 
  

(0.902) (0.295) (0.326) (0.976) 

寬深比 
0.0686361 

 

0.1329912 

 

-0.0495939 

 

-0.0885314 
  

(0.666) (0.441) (0.848) (0.749) 

是否為角地 
0.2793389 

 

0.6066167 
* 

0.2781864 

 

0.6203528 
* 

(0.392) (0.079) (0.4) (0.073) 

至學校距離(m) 
-0.0002492 

 

0.0013772 

 

-0.0003067 

 

0.0012585 
  

(0.794) (0.167) (0.75) (0.205)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24911 

** 
-0.0024618 

** 
-0.0026882 

** 
-0.002549 

** 
(0.019) (0.032) (0.011) (0.025) 

時間變數 
0.7560501 

*** 
0.7170082 

*** 
0.7761019 

*** 
0.7282689 

*** 
(0.000) (0.000) (0.000) (0.000) 

F值 21.31 16.69 20.88 16.73 

R-squared 0.6311 0.5726 0.6264 0.5732 

Adj R-squared 0.6015 0.5383 0.5964 0.5389 

 Prob > chi²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樣本數 149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Prob > chi² 值小於 0.1，有異質變異情形 。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影響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價格因素之研究-以新北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為例 

 

73 

表 4- 9 單獨建築案例 G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截距項 
-70.53323 

** 
-69.69448 

** 
-71.8317 

** 
-70.13233 

** 
(0.024) (0.032) (0.026) (0.036) 

面積（㎡） 
-0.000112 

 

-0.0000491 

 
- - 

(0.129) (0.5) 

容積率 
1.211359 

*** - 
1.157474 

*** - 
(0.000) (0.000) 

建蔽率 - 
8.573276 

*** - 
8.271377 

*** 
(0.000) (0.000) 

臨路數量 
0.151652 

 

0.0735099 

 

0.1094589 

 

0.038022 
  

(0.21) (0.556) (0.299) (0.735) 

最大路寬(m) 
0.0540902 

** 
0.0535167 

** 
0.055846 

** 
0.0547483 

** 
(0.01) (0.016) (0.011) (0.018) 

鄰地權屬複雜度 
0.1393213 

 

-0.05682 

 

0.1806397 

 

-0.0172866 
  

(0.602) (0.842) (0.523) (0.954) 

主要道路面寬(m) - - 
-0.000163 

 

0.0073069 
  

(0.98) (0.328) 

基地深度(m) 
0.001757 

 

0.0158851 
* 

-0.01334 

 

0.000428 
  

(0.823) (0.057) (0.252) (0.971) 

寬深比 
0.0686361 

 

0.1329912 

 

-0.0495939 

 

-0.0885314 
  

(0.537) (0.306) (0.783) (0.649) 

是否為角地 
0.2793389 

 

0.6066167 

 

0.2781864 

 

0.6203528 
  

(0.439) (0.118) (0.456) (0.111) 

至學校距離(m) 
-0.0002492 

 

0.0013772 
* 

-0.0003067 

 

0.0012585 
* 

(0.714) (0.073) (0.646) (0.086)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24911 

 

-0.0024618 

 

-0.0026882 

 

-0.002549 
  

(0.109) (0.123) (0.105) (0.129) 

時間變數 
0.7560501 

** 
0.7170082 

** 
0.7761019 

** 
0.7282689 

** 
(0.022) (0.034) (0.024) (0.039) 

F值 72.68 81.23 61.08 47.8 

R-squared 0.6311 0.5726 0.6264 0.5732 

Adj R-squared 0.6015 0.5383 0.5964 0.5389 

樣本數 149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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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 2-1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容積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1.211359，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 值為 0.0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540902，與預期符號+相符。 

3. 時間變數 P 值為 0.022，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7560501，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面積 P值為 0.12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臨路數量 P值為 0.2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602，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基地深度 P值為 0.823，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5. 寬深比 P值為 0.53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43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7.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714，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8.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10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六、 模型 2-2 變數檢定性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建蔽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8.573276，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 值為 0.016，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535167，與預期符號+相符。 

3. 基地深度 P 值為 0.057，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158851，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4.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073，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13772，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5. 時間變數 P 值為 0.034，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7170082，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面積 P值為 0.5，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臨路數量 P值為 0.55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842，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寬深比 P值為 0.30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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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11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123，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七、 模型 2-3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容積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1.157474，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 值為 0.01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55846，與預期符號+相符。 

3. 時間變數 P 值為 0.024，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7761019，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臨路數量 P值為 0.29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523，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主要道路面寬 P值為 0.9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基地深度 P值為 0.783，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5. 寬深比 P值為 0.53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45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7.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64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8.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105，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八、 模型 2-4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1. 建蔽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8.271377，

與預期符號+相符。 

2. 最大路寬 P 值為 0.018，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547483，與預期符號+相符。 

3. 至學校距離 P值為 0.086，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12585，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4. 時間變數 P 值為 0.039，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7282689，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1. 臨路數量 P值為 0.735，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2.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954，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3. 主要道路面寬 P值為 0.32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4. 基地深度 P值為 0.97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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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寬深比 P值為 0.64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6.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111，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7.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12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九、 小結 

經實證結果後發現，四個模型配適度均具解釋力，而有模型 2-1 有

容積率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最大路寬、時間變數等 2個自變數通過

檢定的 5%顯著水準，係數所顯示符號均與預期符號相同。 

模型 2-2有建蔽率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最大路寬、時間變數等

2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基地深度與至學校距離等 2 個自變

數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但其中基地深度與至學校距離這 2 個自變

數係數所顯示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 

模型 2-3有容積率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最大路寬、時間變數

等 2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係數所顯示符號均與預期符號相

同。 

模型 2-4有建蔽率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最大路寬、時間變數等

2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至學校距離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

準，但其中至學校距離的係數所顯示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 

在以單獨建築為案例進行實證後，4 組模型中以模型 2-2 的 R²達

0.5726，調整後的 R²也有 0.5383，且有 5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0%的顯著

水準，其中有 3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5%的顯著水準，1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9%的顯著水準，為 4組模型中效果最顯著的組合；而變數 X6(鄰地權屬

複雜度)在所有組合測試中仍未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將

以合併建築之案例在分群測試中繼續進行變數及案例條件的檢視與篩選，

分析此一變數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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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二階段合併建築案例實證 
為觀察鄰地權屬複雜度對於抵費地價格之影響性，本研究第二階段測

試採已建築之抵費地為案例，並以單獨建築或合併建築之案例分群進行實

證，在上一節以單獨建築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鄰地權屬複雜度對於

單獨建築行為的抵費地價格影響並不顯著，因此在將再以合併建築之案例

進行實證，經本研究調查與整理，標售後之抵費地與鄰地有申請合併建築

者為 189筆，其案例數足以進行實證分析。 

一、 合併建築案例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由經篩選抵費地相關資訊後，合併建築之抵費地有 189 筆資

料可作為案例資料庫，本研究再針對選定的變數及案例資料進行敘述統

計，結果如所示，並分述如下表 4- 10表 4- 5單獨建築之抵費地變數統

計分析表: 

 

表 4- 10合併建築案例變數統計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誤 標準差 

應

變

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189 

2.32 7.17 3.84 0.09 1.30 

自

變

數 

X1 面積（㎡） 133.17 2565.34 588.70 32.12 441.61 

X2 容積率 1.20 5.00 2.38 0.09 1.27 

X3 建蔽率 0.40 0.70 0.54 0.01 0.09 

X4 臨路數量 1.00 4.00 1.24 0.04 0.49 

X5 最大路寬(m) 6.00 40.00 12.96 0.53 7.25 

X6 鄰地權屬複雜度 0.00 1.00 0.43 0.02 0.31 

X7 主要道路面寬(m) 6.02 90.51 19.22 0.89 12.20 

X8 基地深度(m) 7.35 73.76 29.24 0.67 9.23 

X9 寬深比 0.14 4.12 0.79 0.05 0.73 

X10 是否為角地 0.00 1.00 0.14 0.03 0.35 

X11 至學校距離(m) 20.00 641.00 225.71 9.41 129.40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 437.00 124.31 6.29 86.47 

X13 時間變數 93.00 97.50 94.08 0.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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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標單價 

經本研究篩選案例統計後發現，已合併建築的 189 筆抵費地

標售價格最大值為每平方公尺 7.17 萬元，最小值為每平方公尺

2.32萬元，平均價格為每平方公尺 3.84萬元。 

2. 面積 

而在合併建築抵費地面積方面，面積最大為 2,565.34平方公

尺，最小為 133.17 平方公尺，平均每筆抵費地面積為 588.7 平方

公尺， 

3. 容積率 

在容積率方面，189 筆合併建築抵費地中，26 筆為中心商業

區用地，1 筆為鄰里商業區用地，34 筆為住一用地，72 筆為住二

用地，56 筆為住五用地，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容積率達 500%，最

小值為住一用地，容積率 120%，平均值為 238%。 

4. 建蔽率 

建蔽率最大值為中心商業區，建蔽率為 70%，最小值為住一用

地，建蔽率 40%，平均值為 54%。 

5. 臨路數量 

臨路數量最多之抵費地面臨 4 條道路，最少為 1 條，平均每

筆抵費地面臨 1.24條道路。 

6. 最大路寬 

最大路寬為 40公尺，最小路寬為 6公尺，平均鄰路寬為 12.96

公尺。 

7. 鄰地權屬複雜度 

鄰地權屬複雜度最大值為 1，最小值為 0，鄰地權屬複雜度平

均值為 0.43。 

8. 主要道路面寬 

合併建築之抵費地面鄰主要面寬，最大值為 90.51 公尺，最

小值為 6.02公尺，平均值為 19.22公尺。 

9. 基地深度 

合併建築之抵費地基地深度最深為 73.76 公尺，深度最淺為

7.35公尺，平均深度為 29.24公尺 

10. 寬深比 

寬深比最大值為 4.12，最小值為 0.14，平均值為 0.79。 

11. 是否為角地 

是否具有角地性質作為虛擬變數，具角地性質者為 1，無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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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者為 0，189筆已合併建築抵費地中有 27筆抵費地為角地。 

12. 至學校距離 

基地至重劃區內文中或文小用地最短直線距離，最遠距離為

641公尺，最近距離為 20，平均距離為 225.71公尺。 

13. 至公園廣場距離 

基地至重劃區內公園或廣場用地最短直線距離，最遠距離為

437公尺，最近距離為 0，平均距離為 124.31公尺。 

14. 時間變數 

189筆案例中，最早標售為 93年 1月 9日，最晚標售為 97年

8月 8日，時間變數最小值為 93，最大值為 97.5，平均值為 94.08。 

二、 合併建築案例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為觀察自變數X6(相鄰土地權屬複雜度)對抵費地標售價格之

特殊影響性，另將選定的 13個變數利用 EXCEL篩選出 189筆已合併建築

之案例進行第二階段分群測試，因資料庫案例數量已有異動，故再進行

一次相關係數分析，其中自變數 X2(容積率)與 X3(建蔽率)相關係數達

0.940819，其餘自變數相關度未超過 0.8，經過上述相關係數分析後，

為避免線性重合問題及減少自變數增加模型準確度，將 X2 及 X3 分別納

入模型進行測試，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如表 4- 11。 

表 4- 11 合併建築案例實證變數相關係數分析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變數組合 

經過上述相關係數分析後，本研究在後續實證模型測試時，為避免

線性重合問題及減少自變數以增加模型準確度，第二階段實證納入以篩

選過後之189筆案例，將相關度高之自變數分別納入2組模型，利用STATA 

11.2版軟體進行測試，其模型變數組合如表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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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第二階段測試變數組合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3-1 模型 3-2 

應變數 Y1 
得標單價 

（萬元/㎡） 
● ● 

自變數 

X1 面積（㎡） ● ● 

X2 容積率 ● - 

X3 建蔽率 - ● 

X4 臨路數量 ● ● 

X5 最大路寬(m) ● ● 

X6 鄰地權屬複雜度 ● ● 

X7 主要道路面寬(m) ● ● 

X8 基地深度(m) ● ● 

X9 寬深比 ● ● 

X10 是否為角地 ● ● 

X11 至學校距離(m) ● ● 

X12 至公園廣場距離(m) ● ● 

X13 時間變數 ● ● 

 

四、 異質變異分析與模型配適度 

本研究利用 STATA 11.2版軟體將上述 2組模型進行最小平方法(OLS)

線性迴歸與異質變異分析，由表 4- 13 可發現 2 組模型 Prob > chi²值

各為 0.0003及 0.0004，均小於 0.1，有異質變異的問題，為解決異質變

異的問題，本研究採一般化最小平方法(GLS)進行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如

表 4- 14。在檢驗迴歸模型配適度上，判定係數(R²)模型 3-1有 0.9482，

模型 3-2有 0.8432，即此 2個迴歸模型具解釋能力，而且調整後的 R²，

模型 3-1有 0.9447，模型 3-2有 0.8325，表示此 2組模型對每平方公尺

得標單價具有高度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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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合併建築案例 O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3-1 模型 3-2 

截距項 
-10.89891 

*** 
-14.43024 

*** 
(0.000) (0.001) 

面積（㎡） 
-0.0001361 

 

-0.0001957 
  

(0.2) (0.29) 

容積率 
0.9292137 

*** - 
(0.000) 

建蔽率 - 
10.06598 

*** 
(0.000) 

臨路數量 
-0.002079 

 

-0.0421415 
  

(0.974) (0.706) 

最大路寬(m) 
0.0275896 

*** 
0.0342447 

*** 
(0.000) (0.000) 

鄰地權屬複雜度 
-0.1575369 

** 
-0.2009432 

  
(0.035) (0.123) 

主要道路面寬(m) 
0.0144592 

** 
0.0166611 

* 
(0.011) (0.09) 

基地深度(m) 
-0.0059513 

 

0.0034384 
  

(0.126) (0.608) 

寬深比 
-0.1342607 

* 
-0.0322752 

  
(0.098) (0.818) 

是否為角地 
0.0365628 

 

0.0629949 
  

(0.754) (0.757) 

至學校距離(m) 
0.0007211 

*** 
0.0022109 

*** 
(0.000) (0.000)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01955 

 

-0.0012704 
** 

(0.494) (0.01) 

時間變數 
0.1294738 

*** 
0.1264717 

*** 
(0.000) (0.004) 

F值 268.44 78.84 

R-squared 0.9482 0.8432 

Adj R-squared 0.9447 0.8325 

 Prob > chi²   0.0003 0.0004 

樣本數 189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Prob > chi² 值小於 0.1，有異質變異情形 。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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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合併建築案例 GLS線性迴歸係數表(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 3-1 模型 3-2 

截距項 
-10.89891 

** 
-14.43024 

** 
(0.016) (0.015) 

面積（㎡） 
-0.0001361 

* 
-0.0001957 

  
(0.077) (0.297) 

容積率 
0.9292137 

*** - 
(0.000) 

建蔽率 - 
10.06598 

*** 
(0.000) 

臨路數量 
-0.002079 

 

-0.0421415 
  

(0.963) (0.667) 

最大路寬(m) 
0.0275896 

*** 
0.0342447 

*** 
(0.000) (0.000) 

鄰地權屬複雜度 
-0.1575369 

** 
-0.2009432 

  
(0.031) (0.119) 

主要道路面寬(m) 
0.0144592 

*** 
0.0166611 

  
(0.002) (0.138) 

基地深度(m) 
-0.0059513 

** 
0.0034384 

  
(0.039) (0.586) 

寬深比 
-0.1342607 

** 
-0.0322752 

  
(0.011) (0.828) 

是否為角地 
0.0365628 

 

0.0629949 
  

(0.718) (0.729) 

至學校距離(m) 
0.0007211 

*** 
0.0022109 

*** 
(0.002) (0.000) 

至公園廣場距離(m) 
-0.0001955 

 

-0.0012704 
* 

(0.707) (0.079) 

時間變數 
0.1294738 

*** 
0.1264717 

** 
(0.008) (0.043) 

F值 636.19 82.48 

R-squared 0.9482 0.8432 

Adj R-squared 0.9447 0.8325 

樣本數 189 

括弧內為該變數之 P值。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10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5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代表該變數值於 0.01顯著水準下，對抵費地標售價格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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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 3-1 變數檢定 

(一) 變數具顯著性 

5. 面積 P 值為 0.077，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01361，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6. 容積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9292137，

與預期符號+相符。 

7.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275896，

與預期符號+相符。 

8. 鄰地權屬複雜度 P 值為 0.03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1575369，與預期符號-相符。 

9. 主要道路面寬 P 值為 0.002，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

為 0.0144592，與預期符號+相符。 

10.基地深度 P 值為 0.039，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59513，與預期符號-相符。 

11.寬深比 P 值為 0.011，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1342607，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12.至學校距離 P 值為 0.002，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07211，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13.時間變數 P 值為 0.008，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1294738，與預期符號+相符。 

(二) 變數不具顯著性 

8. 臨路數量 P值為 0.963，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9. 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71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10.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70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六、 模型 3-2 變數檢定性 

(三) 變數具顯著性 

6. 建蔽率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10.06598，

與預期符號+相符。 

7. 最大路寬 P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342447，

與預期符號+相符。 

8. 至學校距離 P 值為 0，達到檢定的 1%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0022109，與預期符號-並不相符。 

9. 至公園廣場距離 P值為 0.079，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影響係

數為-0.0012704，與預期符號-相符。 

10.時間變數 P 值為 0.043，達到檢定的 5%顯著水準，影響係數為

0.1264717，與預期符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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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變數不具顯著性 

7. 面積 P值為 0.29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8. 臨路數量 P值為 0.667，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9. 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11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10.主要道路面寬 P值為 0.13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11.基地深度 P值為 0.586，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12.寬深比 P值為 0.828，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13.是否為角地 P值為 0.729，未達到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七、 小結 

經第二階段合併建築案例實證結果後發現，2 個模型配適度均具解

釋力，而模型 3-1 有容積率、最大路寬、主要道路面寬、至學校距離、

時間變數等 5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1%顯著水準，鄰地權屬複雜度、基地

深度、寬深比等 3個自變數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面積通過檢定的 10%

顯著水準，但其中面積、寬深比、至學校距離這 3 個變數的符號與研究

假設預期並不相符。 

模型 3-2 有建蔽率、最大路寬、至學校距離等 3 個自變數通過檢定

的 1%顯著水準，時間變數通過檢定的 5%顯著水準，至公園廣場距離通過

檢定的 10%顯著水準，但其中至學校距離這個變數的符號與研究假設預

期並不相符。 

上述 2組模型實證結果後發現，模型 3-1的 R²達 0.9482，調整後的

R²也有 0.9447，且有 9 個自變數達到統計 90%的顯著水準，其中有 8 個

自變數達到統計95%的顯著水準，5個自變數在達到統計99%的顯著水準，

為 2 組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組合；自變數(X6)鄰地權屬複雜度實證結果

是本研究第二階段實證中的重點指標，在模型 3-1 中，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031，達到統計 95%的顯著水準，且影響係數為-0.1575369，與

預期符號為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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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證結果分析 
經實證結果後發現，本研究第一階段以 558筆抵費地作為案例，在的

四個模型配適度均具解釋力，而其中以模型 1-3調整後的 R²達 0.7022，且

有容積率、最大路寬、基地深度、時間變數、寬深比、主要道路面寬、是

否為角地、至公園廣場距離等 8個自變數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是

第一階段測試中，最具代表性之組合，惟其中寬深比的係數所顯示的符號

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且自變數 X6在以 558筆抵費地案例進行實證後，其

結果並不顯著。 

而經過本研究對於所選取案例的條件進行篩選後，以是否建築為前提，

共取得 348 筆案例，並分別以單獨建築案例及合併建築案例進行第二階段

實證，實證結果發現在以單獨建築的 149筆抵費地為案例時，4組模型中以

模型 2-2調整後的 R²達 0.5383，且有建蔽率、最大路寬、基地深度、至學

校距離、時間變數等 5個自變數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但其中基地

深度與至學校距離的係數所顯示符號與預期符號並不相同，且變數 X6(鄰地

權屬複雜度)在單獨建築案例的組合測試中仍未通過檢定的 10%顯著水準。 

而在合併建築的 189 筆案例中，模型 3-1 調整後的 R²達 0.9447，且

有面積、容積率、最大路寬、主要道路面寬、鄰地權屬複雜度、基地深度、

寬深比、至學校距離、時間變數等9個自變數在10%的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

而自變數(X6)鄰地權屬複雜度 P值為 0.031，在 5%的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

且影響係數為-0.1575369，與預期符號為負相同，模型 3-1 為全部模型中

最具代表性的組合。 

但模型 3-1中面積與寬深比這兩個變數之影響係數分別為-0.0001361

與-0.1342607，代表該自變數與應變數呈現負相關，也就是面積與寬深比

越大，每平方公尺得標單價價格越低，而至學校距離其影響係數為

0.0007211，與應變數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距離學校越遠，每平方公尺得標

單價價格越高，這三個變數之影響係數與研究假設相反，本研究研判案例

係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的抵費地，在相類似街廓中，基地深度差

異並不大，當寬深比越大代表面寬越大，面積也越大，因此其影響顯著性

呈現相同走勢，而土地標售面積越大代表總價越高，在本研究範圍的抵費

地標售作業中，競標者在投標時需支付底價 10%的押標金，因此總價越高可

投標的門檻越高，競爭人數相對較少，故高總價產品呈現低單價的現象亦

可被解釋。 

而抵費地至學校距離與標售價格呈現正相關的現象，本研究分析後認

為，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甫開發完成時，且因該重劃區原屬山坡

地範圍，開發時為求解編，需設置足夠量體之滯洪池及出水口改工程，大

部分之滯洪量體均設置在文中小用地，且文中小僅屬用地取得，並未施作

任何設施及綠美化，學校闢建時程也因人口尚未引進而無具體進度，標售

抵費地當時為荒蕪之地，因此雖屬公共設施用地，但在開發初期與嫌惡設

施無異，故實證結果呈現抵費地距離學校越遠其標售單價越高，亦可以被

解釋。 

另外臨路數量、是否為角地、至公園廣場距離等 3個自變數並未達到

檢定的 10%顯著水準，本研究研判因該重劃區劃設有 43 個公園及廣場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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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且平均分布於重劃區內，因此在每筆基地的條件差異性不大，且模型

3-1係以合併建築為基礎進行案例分群測試，抵費地是否為角地並非合併之

要件，非角地之抵費地在與具角地性質之鄰地合併後，則均有角地性質，

臨路數量亦有可能隨合併後之基地型態而改變，因此在本研究中對於抵費

地標售價格的影響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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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蒐集了林口新市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及相關土地資訊

的一手資料，透過是否建築作為條件篩選，並以 189 筆合併建築之案例為

樣本，運用特徵價格模型，以每平方公尺抵費地標售單價作為應變數，選

取 13 個可能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應變數，利用 EXCEL 及 STATA 11.2 軟

體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一、 具影響性正相關因素 

抵費地的容積率、所面臨最大路寬、面臨主要道路面寬、至學校距

離及標售時間等五個因素對於抵費地標售價格具影響性，且呈現正相關

之影響；當基地增加一個百分比的容積率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 92.92%

的比率變動；基地面臨最大路寬增加一個百分比的路寬時，將對標售單

價產生 2.76%的比率變動；基地面臨主要道路面寬增加一個百分比的面

寬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 1.45%的比率變動；基地至學校直線距離增加

一個百分比的距離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 0.07%的比率變動；而標售年

期每增加一個百分比時，其引起抵費地標售單價相對變動程度之比率為

12.95%。  

二、 具影響性負相關因素 

抵費地的面積、鄰地權屬複雜度、深度、寬深比等四個因素對於抵

費地標售價格具影響性，且呈現負相關之影響，也就是基地增加一個百

分比的面積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0.01%的比率變動；鄰地權屬複雜度

每增加一個百分比時，其引起抵費地標售單價相對變動程度之比率為

-15.75%；基地深度增加一個百分比的深度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0.6%

的比率變動；每增加一個百分比的寬深比時，將對標售單價產生-13.43%

的比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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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政策建議 

市地重劃係一種自償性事業，開發者將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的原

有土地，透過土地交換分合，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抵費地，在都市計畫

規劃下，公共設施負擔為固定比例，開發費用為固定費用，若抵費地能

標售價格越高，可償還開發的工程費用、行政費用及貸款利息就越多，

財務上就越可行，亦可創造越多盈餘或降低抵費地比例而使土地所有權

人領回更多土地，因此，能知悉越多影響抵費地標售價格的因素，在土

地分配時加以考量相關條件，就越容易創造較高價值的抵費地。 

現今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區為加速開發時程及引進人口進駐，多有規

定大規模開發獎勵或開發時程獎勵，經本研究實證後發現，在林口新市

鎮第三期市地重劃區中，與鄰地合併建築的抵費地，其基地面積、容積

率、最大路寬、主要道路面寬、鄰地權屬複雜度、基地深度、寬深比、

至學校距離、標售時間等因素，對於抵費地標售之價格有顯著影響，因

此開發者在辦理土地分配作業時，除因原位次分配者外，其餘土地在土

地分配原則訂立與試分配時，應考量上述影響因素，在抵費地留設的區

位條件及辦理調整分配時加以考量，創造更高價值的抵費地。 

另外，重劃區公共設施興闢的完整程度亦會影響抵費地的標售價格，

本研究實證發現至學校用地的距離越遠其得標單價越高，與一般都市熟

成地區的學區周邊住宅區行情通常較好的現象相異，本研究推測主要與

公共設施未完全開闢且缺乏管理維護而成為嫌惡設施有關，因此建議在

開發完成初期，倘無立即興闢公共設施之需求，應尋找適當維護管理模

式，例如闢建簡易運動場所、簡易綠美化、設置臨時停車場等，除可增

加環境美觀外，也可降低維護管理成本。 

二、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取得大量一手資料進行研究，並獲得實證結果，但遺憾的

是本研究案例標售年代過久，部分資料仍難以完全掌握，例如土地所有

權人與得標者之間相互關係、單筆抵費地標售次數、投標數量之資料等，

倘能確實掌握這些數據，就可再進一步探究權屬相對關係對於抵費地標

售價格的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下列事項多加研究，

探討出更多更精確的抵費地價格影響因素: 

(一) 抵費地標售通常無法一次脫標，同筆抵費地可能多次標售方能標

出，標售次數越多代表交易成本越大，其影響程度為何值得進一

步探討。 

(二) 抵費地投標數量與其標脫價格所呈現之影響性亦值得研究，亦可

探討何種條件之抵費地可吸引較多之投標者青睞。 

(三) 抵費地標售的投標人不乏為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其參與競

標之意圖與後續土地開發利用行為值得探討，建議有參與實際開

發之後續研究者可蒐集相關資訊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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