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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房價是個受到長期重視的議題，有關研究不斷的進行中。本書為作
者多年來對房價研究之看法，也參考了眾多學者在房價方面的研究
，提供房價變化之因與果。此專書從房價的歷史數據變化開始，分
析房價如何形成，以及特殊之處，房價理論模型如何因此被建構
，從早期倚賴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不足，再引入行為經濟理論補充
，以心理層面去分析市場價格，也著重於高房價的原因、區域房價
偏離等問題，最後也分析當前高房價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中 文 關 鍵 詞 ： 房價、行為、原因、理論
英 文 摘 要 ： Real estate prices receive long-term attention in
academics. Research about real estate price never stops.
This book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s of authors over the
years on the real estate price studies, but also assembled
a number of scholars in thes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al estate price changes. This
book begins with the historical analyses of real estate
prices, analyzes how the real estate prices are formed, and
their specialty. We provide real estate price theory model
based on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and also further
explain by behavioral economic theory.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problem for high prices level, regional price
deviation, and finally analyz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high prices.
英 文 關 鍵 詞 ： real estate prices, behaviors, causes, theories

中文摘要
房價是個受到長期重視的議題，有關研究不斷的進行中。本書為作者多年來對房
價研究之看法，也參考了眾多學者在房價方面的研究，提供房價變化之因與果。
此專書從房價的歷史數據變化開始，分析房價如何形成，以及特殊之處，房價理
論模型如何因此被建構，從早期倚賴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不足，再引入行為經濟理
論補充，以心理層面去分析市場價格，也著重於高房價的原因、區域房價偏離等
問題，最後也分析當前高房價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關鍵字：房價、行為、原因、理論

Abstract
Real estate prices receive long-term attention in academics. Research about real estate
price never stops. This book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s of authors over the years on
the real estate price studies, but also assembled a number of scholars in thes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al estate price changes. This book
begins with the historical analyses of real estate prices, analyzes how the real estate
prices are formed, and their specialty. We provide real estate price theory model based
on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and also further explain by behavioral economic
theory.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problem for high prices level, regional price
deviation, and finally analyz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high prices.
Keyword: real estate prices, behaviors, cause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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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論
房價是個受大眾注意的重要議題，因為跟民生住的需求是直接關聯的，在台灣這
半個世紀以來，房價持續上漲，其中更經過了五次的房市景氣波動，從第一次的
1967-69 年間，第二次的 1972-73，第三次的 1977-1978，第四次是 1986-1989，
第五次則從 2004 至 2013。過去每次都有從供給與需求面產生的不同原因，而世
界上其他國家美國、英國、日本等同樣有如此房市景氣循環的現象，我們相信更
早，也就是在沒有政府房價統計資料之前，房價也是這樣的循環變化。對民眾來
說，房價變化影響住宅負擔能力，政府得在政策方面調控房價，但房價變化是兩
面影響的，因一方面有民眾希望不要高漲，影響負擔能力，另一方面，有資產的
希望房價能大漲為其創造財富。政府方面如何調控房價關係到智慧，基本上希望
避免劇烈波動造成經濟不穩定，民眾則多希望房價上漲不要超過其所能負擔，業
者希望市場能持續景氣，學術界則很好奇房價為何如此波動。
在學術界，房價是相當傳統但有趣的議題，一直不斷的再被研究，早期較多的期
刊文獻可以回朔到半世紀前，特別是英國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研究，之後美國西
元 2000 年後有較大幅度的房價上漲後，美國也產生了不少之研究。一個較小的
國家，譬如英國是較容易產生房價的劇烈波動與循環的現象，因此英國有不少的
文獻試著去建立計量經濟模型，早期譬如聯立方程式模型，之後研究則多使用較
簡化的單一線性模型來預測。近年來由於計量經濟的發展更為迅速，房價也存有
非線性的大幅波動，因此有很多的文獻採用非線性模型去估計預測。而在理論解
釋上，從早期的傳統經濟理論，也進入到行為經濟的解釋。
不動產有一個重要特性：投資與消費(自住)雙重性，影響到根本的房價行為。不
動產是個投資商品，也是個消費商品，因此假若以商品對待，房市的變化會影響
到民生。世界各國政府常常面臨民眾住宅負擔能力惡化之問題，因為房價常會脫
離一般所得水準，造成住宅負擔超出的情況，但為何房價會脫離所得，那就跟房
地產市場的投資與消費雙重性有關，因為不動產本身不僅可以居住，而且可以投
資，假若不動產只有基本消費特性，那長期來說房價與所得理論應會維持一個均
衡的情況，因為不可能房價會高過於民眾所能負擔，但房地產確有投資的功能，
市場甚至有投機的現象，加上市場資訊的不夠透明，價格很難被明確掌握，給予
投資人相當好的機會套利，也造成波動幅度常超過合理的狀態。因此在這樣在分
析一個這樣混合投資與消費的商品的時候，在研究上，事實上增加了理論模型周
延建構與實證分析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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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常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我們可以先檢視台灣，譬如台灣房價長期只漲不跌
嗎？房價變化大，很強的投資需求，價格突然倍數增加；市場空屋率那麼高，供
大於求，房價卻在漲；房價上漲速度遠超所得增加速度，為何房子買不起房價還
能繼續漲？房地產市場是不是有泡沫？合理房價是什麼？高房價在台北都會區，
南北房價差距越來越大；房價與租金偏離，房價一直上漲，租金卻沒漲。從這本
書中，可以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答案。
此專書集結作者多年對房價之研究，首先說明台灣與國際歷史房價變化，在房市
自住與投資理論之基礎上，以晚近發展的計量方法分析房價之變化行為與影響因
素，分析房價如何造成購屋負擔問題，分析地區房價差異擴大之因，對房價變化
更能掌握，在此書最後附上房價有關，作者之房價期刊研究、2010 年之前的重
要國際期刊文獻、2010 年後之蒐尋到之所有國際期刊文獻，以及歷年來之國內
文獻。
房價研究為不動產學門之基礎研究，本研究描述分析房價之理論與實證，有助於
深入了解房價變化的本質，可為房價模型建立及預測之參考，也可作為政策擬定
之參考工具，有助於掌握為來房價變化與住宅負擔問題。可供學術界、政府、業
者、民眾參考。

二、房價歷史發展與時序分析解釋
自 1966 至 2014 年近五十年間，台北房市出現五次較大的景氣波動，上漲與下跌
的頻率和幅度並非對稱，這個實質房價圖看到台灣台北地區的房價，是階梯式跳
躍式的上漲，跳到最高的時候，會稍微回檔一下，但幅度很小。但此房價數據若
取取對數，可以作百分比的比較，事實上可以發現，這五次中，其中一、二、三
及第五次的上漲幅度算差不多，第四次比較大。此這個歷史數據來看，台灣的房
地產場場的變化是是世界上算是個異數，很少有這樣變化的市場。可以有短期上
漲三倍的情況，或者台北房價好像高到一般人買不起的情況，業者還是說比其他
去區還低，還應該繼續漲，這些是怎麼一回事呢？所以首先要問：台灣房地產市
場是否脫離基本經濟理論，大家是不是有點無法解釋台灣或台北房價是這樣的，
基本的經濟理論，以上理論是否足夠解釋台灣房地產市場變化。過去的歷史來看，
全世界都是這樣解釋的，基本理論是沒錯的，但卻是無法完全解釋。
從一些國際房價歷史變化的觀察比較，可以讓我們對房價行為有較深入的了解，
我們採用了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作比較。從這些資料來看，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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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期上漲，伴隨著漲跌，平均來看漲幅比跌幅大，整體而言，這些國家房價都
有一個長期趨勢，加上循環變動，而循環變動的幅度還都是滿大的，房價上上下
下。房價長期趨勢是最基本因素在支持，譬如經濟成長，人口成長等，然世界各
國房價的變動，都不像人口與所得平緩的增加，表示房地產市場，人口與所得這
些因素的購屋自住是維持房價的趨勢，但另有闢如投資或投機的需求，則造成房
價大幅循環波動的原因。進一步分析循環變動發現，各國循環變動很大，而週期
不是固定的。美國的收縮期約 10-15 年，擴張期約 5 年；英國收縮期與擴張期由
短變長；香港則不太規則，可能因快速發展的國家會比較不一樣；而新加坡也不
太規則，這可能跟政府對市場控制很強，私有不動產比例低有關。
一般的時間序列可以拆解成：趨勢、景氣循環、季節循環、結構性轉變、以及特
殊事件。在趨勢方面，我們想知道長期趨勢如何，在景氣循環方面，我們希望知
道是否有固定的循環存在，多長，波度幅動多大，季節循環有哪些，市場的結構
性轉變如何發生，發生機率如何，對於特殊事件，也嘗試能估計發生的機率。

三、房價之理論與模型
房價理論模型可分成三大類，一是「使用成本模型」，該理論基於房價與租金兩
者在無套利空間下，二者存在均衡關係，因此藉由租金可反推合理的房價水準；
二是「供需理論均衡模型」，該理論認為房價受市場的供給及需求函數決定，因
此透過供需相關變數可建立房價均衡模型。三為「資產現值模型」
，該理論認為
將預期未來租金收益透過折現率可還原資產現值，而不同的理論模型各有其優缺
點，。

四、房價特徵分析
房地產有幾個重要特點影響到其價格的形成，首先不可移動性，不動產有區位的
價值，而且是獨一無二的，一般商品可以再製，但沒有不動產可以取代其他不動
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供給就是有限的，其次，是地區性市場，每個地區市場
有自己特性，而且國際不動產並不會直接的連動，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特性是，投
資與消費雙重性，房地產是個投資商品，也是個消費商品，這樣在分析一個這樣
混合投資與消費的商品的時候，在研究上，事實上增加了理論模型周延建構與實
證分析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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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地產本身與其市場的特性，造成房價長期的行為。在前章台灣房價的歷史
趨勢中，可以發現，當房價長期的趨勢是漲多跌少的，市場當中的交易者會發現，
晚幾年購屋所付出的成本高很多、房價的修正是短期現象，長期還是會上漲，若
手中無屋者，可趁短期修正時購屋，若手中有屋者，只要保持資金流動性，不要
被迫低價賣屋，就不會面臨損失。於是市場買進的力道愈來愈強，認賠出售的動
機也愈來愈薄弱，房市就更容易出現大漲，確很難下跌的情況。

五、影響房價之因素
早期房價均以線性迴歸模型來解釋，在共積理論(Cointegration Theory)發展之後，
建構之長期均衡(long-run equilibrium)模型解釋了長期的行為，長期方面，家庭所
得、建築成本與住宅供給，特別是所得是推動住宅價格長期上漲的重要因素，短
期動態(short-run dynamics)模型解釋了短期的變動，則是投資需求對住宅價格有
顯著影響，如貨幣供給額、股價都是重要影響因素。而此理論提供了更扎實房價
與影響因素之長期與短期關係。當然尚有其他因素未提及，譬如預期心理。
雖然以上述這些基本的理論模型用傳統的方法線性迴歸在實證，理論上是沒錯的，
但解釋能力並不高，而解釋能力不高，並不是基本理論不對，因為房價的變化是
很劇烈的，是種非線性的波動，影響因素與房價是非線性關係，所以影響因素與
房價的關係需要更仔細的探探討。房價的大幅上漲，常是投資需求強，造成短期
大幅波動，而資訊不透明更造成房價偏離均衡時，很難回到均衡。而另一方面，
由於經濟學假設大家都是理性的，但事實上投資者常常是不理性的，這個假設難
以解釋市場行為，因而行為經濟與財務開始發展，以非經濟，或是心理因素，來
解釋市場價格的波動。

六、房價之動態相關
房價的相關分析可以從房價間的相關性，或房價與其他資產價格的相關性來探究，
房價與其他資產的相關性，第一個角度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不動產價格(金融不
動產價格)的相關性，譬如房價與營建類股股價，或者不動產投資信託價格，第
二個角度是從房價與其他資產價格，最多是與股價進行分析，其次可以探究債券、
黃金、原油等等。而房價間的相關性，是指不同類型的房價相關，譬如住宅與商
業不動產價格的相關，或者房價的地區相關，譬如不同城市間房價的相關性，而
又可以分探討地區房價共移與地區房價的波及效果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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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房價之影響
過去關於房價的研究主要在於找出那些因素影響到房價的形成與變動，但房屋為
資產之一，會產生財富效果，而房價高漲也造成許多經濟與社會問題，因此也產
生了一些研究在探究房價之影響，但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八、結論
房價是個受到重視的議題，雖然有記載的期刊文獻可回朔到約半世紀前，但相信
專研這個議題的專家學者，恐怕已數百年，然迄今這個議題仍不段的被研究，有
學術期刊發表研究，可以印證房價不管在任何時期或者未來，都是一直會被重視
的。這本專書，是作者多年來對房價之研究累積，也集結了眾多學者在房價之研
究，作系統的整理，可以提供讀者想要了解房價變化與為何如此。此專書從房價
的歷史數據變化開始，分析房市與房價如何形成，以及特殊之處。理論模型如何
因此被建構，從早期倚賴傳統經濟學理論，卻未能解釋市場價值的情況，再引入
新發展行為經濟理論，從心理層面去分析市場價格，也著重於對當前高房價的問
題、地區經濟聚集造成區域房價差異等問題，最後也分析當前高房價造成的經濟
與社會問題
房價分析困難，是因為房價含有自住使用需求、投資需求、奢侈品需求、擁有感
的需求，房屋不是單純的消費品如手機，也是單純的投資商品如股票，而是上述
四個層面的所產生需求而形成的價格，沒有單純的經濟理論模型可以套用，也沒
有任何學者有能力可以數學模型化，其複雜的情況增加學術研究的難度，從經濟
與財務理論的角度出發去研究都會有弱點無法解決，理論模型周延建構與實證分
析難度均極高。
本專書也提到了很多不合理的房市現像，譬如房價長期只漲不跌嗎？市場空屋率
那麼高，供大於求，為何房價卻在漲？房子買不起房價還能繼續漲，為何房價上
漲速度遠超所得增加速度？為何南北房價差距越來越大？房價一直上漲，為何租
金卻漲不起來。從這本書中，讀者可以找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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