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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之影響

第一節 前言

土地交易總是存在許多交易成本，此交易成本過大會使得自願協商移轉的

機制失靈，阻礙資源有效配置以致土地常呈現低度利用。土地產權移轉的交易成

本，主要來自每一地主待價而沽的策略性行為，當一塊土地有多位共有人時，更

常見各個地主基於自利動機的機會主義行為，使交易雙方之間的談判或議價難以

達成一致性，以致建設商在尋求土地整合過程中往往耗費多時，方能成功取得土

地並進行開發。而這個高額的交易成本存在，使得更高效率的產權重新安排受到

阻礙，這正是 Coase（1960）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中所闡明的道理。然而，土

地產權重新安排相關問題的解決，實務上常是透過政府制定制度並裁判其中的糾

紛，這並非強調政府介入是具有效率的，但政府制定相關制度有助於降低土地市

場中的交易成本。

國內都市土地開發大多是政府運用市地重劃制度，以改變土地交易雙方的

自利動機，進而調節出一致性協議並實現合作利益，此合作利益實現也代表著經

濟活動的外部利益內部化，而外部利益的實現也會引起波及效果，使得鄰近重劃

區的地主為實現合作利益，有較高的意願與建設商協議開發，而成功的協議行動

將導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國內過去大多探討政府實施市地重劃的效益，其相

關文獻有林英彥（1980)、吳容明（1990)、謝靜琪（1995、2003)等，其中謝靜琪

（1995)運用特徵價格法探討市地重劃後土地價值的影響。邊泰明（2003)說明政

府辦理市地重劃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交易成本，但是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後對於建

設商土地開發行為影響的探討尚為缺乏。因此，本文將從藉由政府透過建立制度

強制參與土地市場交易活動，是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效果的前提下，以探討政府市

地重劃實施後及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兩者對於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分析。

在研究角度上，傳統的土地市場理論主要以需求面為主，有關土地供給及

其與土地開發行為間的關係，並未受到合理的重視（Evans, 1983；林森田，1996；

林子欽，2004)。而擁有資源的土地供給者與擁有生產技術的開發者之間的協調

一致，必定是在一定的市場規則與利益的激勵下，才會願意開發不動產及移轉土

地資源給市場需求者，於是這個市場規則的存在與市場價格的出現與變化將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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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問題。不過，在一個新興發展或成長中的地區，隨著人口經濟活動的增加

與複雜化，往往會帶來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則會使得有些機會成本

或利益的影響無法透過市場價格反應出來，本文將此現象稱之「空間外部性」

(spatial externalities)。空間外部性為空間經濟學中重要的概念，其強調都市空間結

構的形成取決於空間分佈個體的互動關係（Fujita et al., 1999；Irwin & Bockstael,

2002；Anselin, 2003a）。此外，Coase（1960）詮釋外部性的形成與存在，常不是

單向地一方影響另一方的問題，而是有「相互性」與「不穩定性」的現象。這個

問題也曾受到Harvey（2000）的注意，其將人口遷入所產生的外部性問題，視為

都市擴張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並有外溢利益與外溢成本之區別。當外

溢利益(如聚集利益)大於外溢成本(如擁擠與吵雜)時，其將產生正向的空間外部

性，土地價格會受到上漲的激勵作用；但當外溢成本大於外溢利益時，其將產生

負向的空間外部性，土地價格會有下降的壓力作用。

傳統有關外溢效果與住宅地價之關係，一般係建立特徵價格模型並用普通

最小平方法估計，其誤差項假設為獨立且相等的常態分佈，但此模型並未考慮到

其他相鄰的土地開發對該住宅地價有著空間相依性的關係，而此空間相依性的關

係也將產生空間自我相關的問題（Meen, 1996；鄒克萬等，2002）。由於本文需

考量空間相依下的空間外部性效果，故將運用空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並

結合 Box-Cox 函數轉換，以建構具有空間外部性的特徵價格模型。

綜合上述，本章將回答三個問題：首先，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後是否因交易

成本降低而存在正向的空間外部性？其次，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是否因交易成

本降低而存在正向的空間外部性？最後，分析各年度住宅土地屬性的特徵邊際價

格，以作為政府市地重劃實施及土地開發管理之依據。本章的理論模型以第二章

第三節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為主，本章的結構如下﹕第二節為實證

模式與變數，第三節為資料說明與特徵邊際價格，第四節為實證結果分析，第五

節為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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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實證模式與變數

一、特徵價格模式

本節主要在探討政府市地重劃實施及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兩者所產生

的空間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由於建設商在土地市場中具有主要的影響

力，故本文考慮建設商的土地開發特徵，以每一宗住宅土地價值為宗地特徵函數

及其他空間異質性的特徵，如基地面積、住宅樓地板面積、市中心可及性等。

Rosen（1974)提出特徵價格模式時，特別強調過去有關差異性財貨之研究，著重

於消費者行為而忽略生產者行為之研究。為彌補此一缺失，Rosen 將消費者與生

產者之決策行為同時納入特徵價格模型中，市場均衡價格是透過消費者與生產者

之交互作用決定。特徵價格函數是一縮減式（reduced form equation)，由於沒有

先驗資訊（prior information)可資利用，故在實際應用時，特徵價格函數型態之

設定是一純實證的問題（Cropper et al., 1988)。

本文嘗試以不同變數組合與線性(linear)、半對數線性(semi-log)、反對數線

性(inverse semi-log)、雙對數(log-log)、線性 Box-Cox、半對數線性 Box-Cox、反

對數線性 Box-Cox、雙對數 Box-Cox 等方式作實證分析，而其結果則以半對數線

性 Box-Cox 轉換函數的解釋能力最佳。因此，本文採用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並以半對數線性 Box-Cox 轉換函數作實證分析。有關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說明如下：

  


 





GARDENROADLRSTORERESIDENT

DEVELOPERDENSITYCBDAREANP

65432

1321ln
….…….（6-1)

其中 NP 為新建住宅土地單價、AREA 為基地面積、CBD 為市中心距離、

DENSITY 為鄰里人口密度、DEVELOPER 為建設商、RESIDENT 為住宅樓地板

面積、STORE 為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LR 為位於重劃區內、ROAD 為鄰里重劃

道路面積、GARDEN 為鄰里重劃公園面積等。lnNP 為被解釋變數並取自然對數

值、為截距項、及為各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ε為隨機誤差項、λ為 Box-Cox

轉換係數（註1）。

註1 本文公式（6-1）至公式（6-3）中，隨 λ、θ值的變化有不同的轉換（Greene，2000）。當 θ

為 0 時，NP 轉換為 lnNP；當θ不為 0 時，NP 轉換為




 1NP
；相同地，當λ為 0 時，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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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Cox 轉換函數係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估計（Greene,

2000)，但其忽略空間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因鄰里的土地宗地可能分享

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徵，其中有一些是無法觀察的。故評估此模型將產生許多空

間計量上的討論，尤其空間自我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可被預期的。假

設有些變數無法觀測，這些不能觀測的變數將在空間延遲項及空間誤差項中獲

得。有關空間計量模型包括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Anselin, 1988)，通常

為一線性迴歸模型，缺乏與函數型態之結合。最近，Baltagi & Li（2001)提出空

間延遲 Box-Cox 模型，其可同時考量空間及函數型態的轉換。有關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說明如下：

   


 





GARDENROADLRSTORERESIDENT

DEVELOPERDENSITYCBDAREANPWNP

65432

1321ln

……………………………………………………………………………………………（6-2）

上式係將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進行 Box-Cox 轉換，其中為

空間延遲係數、W 為 nn 空間加權矩陣（spatial weight matrix）、ε為隨機誤差項

及獨立常態分配，λ、θ為 Box-Cox 轉換係數、及為各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

空間延遲模型係為測試鄰近區域上的空間關係，將鄰近的外生變數向量加入

（6-2）式中，考慮被解釋變數的空間延遲效果。空間延遲(spatial lag)係指兩宗地

之間的空間分佈落差(distributed lag)，其並不包括宗地本身的土地單價，而是考

量鄰近宗地土地單價的加權平均。

空間延遲模型的最大特色係將鄰近的住宅土地價格視為解釋變數，並為空

間自我迴歸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的延伸模型。空間加權矩陣為反應鄰

近的空間互動關係，其為正向及非零(non-zero)的矩陣，並將對角線設定為零及

其他各列元素設定為零或一。在模型變數之間將產生一非線性關係，一般估計程

序係以最大概似法估計(Anselin, 1999)。藉由檢定空間延遲係數是否顯著異於

零，當其顯著異於零時，則表示空間延遲模型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

係。由於外部效果一般會發生在鄰近地區，故空間延遲模型考量鄰近住宅價格的

空間加權平均並作為解釋變數之一，此原理與不動產估價的方法相似，因此，空

間延遲模型為獲得鄰近外部效果的良好工具(Kim et al., 2003)。本文實證結果發

現，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較空間延遲模型的解釋力更佳。

由於 Baltagi & Li（2001)僅考量空間延遲 Box-Cox 轉換函數，並未考量空間

轉換為 lnX；當λ不為 0 時，X 轉換為




 1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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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關係的函數型態轉換，故本文將進一步考量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以使

空間誤差模型的解釋力提升。最後比較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以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等，以求得本文最適的實證模型。有

關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說明如下：

  

uW

GARDENROADLRSTORERESIDENT

DEVELOPERDENSITYCBDAREANP









 

**

ln

65432

1321

…（6-3）

上式係將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進行 Box-Cox 轉換，其中為

空間誤差係數、W 為空間加權矩陣、λ為 Box-Cox 轉換係數、u 為誤差項向量。

空間誤差模型係為測試空間自我相關是否存在於誤差項，在迴歸模型的誤差項

中，多加上一個誤差項自己本身與空間加權矩陣之乘積。空間誤差模型的最大特

色之一，係在誤差項中將干擾因子考慮進來，考慮模型中較不重要的變數，表示

空間自我相關存在於誤差項中。誤差項為非球型干擾分配 (non-spherical

distribution)，其變異共變異矩陣(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為非零的矩陣(Anselin,

1999)。u 為典型的獨立及相等分配（i.i.d），其變異共變異矩陣為零，u 為白噪音

(white noise)影響。一般估計程序係以最大概似法估計，藉由檢定空間誤差係數

是否顯著異於零，當其顯著異於零時，表示空間誤差模型中確實有干擾因子造成

空間自我相關。最後運用 Box-Cox 轉換函數，將使空間誤差模型的解釋力提升。

在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中，兩宗地之間的距離

關係是非常敏感的。當兩宗地的距離愈近時，其將呈現高度的空間相依性；但當

兩宗地的距離愈遠時，其將呈現較低的空間相依性。設 Dij 為宗地 i 及宗地 j 之間

的距離，D*為空間相依性存在下的最大距離。曾菁敏(2006)研究發現台南市新建

住宅土地價格，以相鄰半徑 200 公尺的解釋力最佳，鄒克萬等(2002)台南市都市

地價則以半徑 500 公尺的解釋力最佳。故本文嘗試以 200 公尺、300 公尺、400

公尺及 500 公尺等方式進行測試，並比較其 LIK 值最大、AIC 值最小，以及異

質性檢定（Breusch-Pagan test）。從表 6-1 實證結果得知，80 年之相鄰半徑（D*)

為 200 公尺，85 年之相鄰半徑（D*）為 300 公尺，90 年之相鄰半徑（D*）為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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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相鄰半徑之比較

80 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85 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90 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相鄰半徑

（公尺)

LIK（AIC) 異質性檢定 LIK（AIC) 異質性檢定 LIK（AIC） 異質性檢定

200 -1292.26

（2604.53)

83.17*** -355.85

（731.69)

652.49*** -101.29

（222.58）

431.13***

300 -1398.12

（2816.25)

83.61*** -305.29

（630.59)

556.06*** -179.07

（378.15）

457.08***

400 -1358.88

（2737.75)

64.41*** -322.14

（664.28)

473.53*** -137.9

（295.8）

520.48***

500 -1390.49

（2800.98)

69.51*** -381.21

（782.43)

419.67*** -158.3

（336.61)

545.65***

說明：***表示在 1﹪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

二、變數選取

從表 6-2 可以得到實證模式的變數說明，本章的應變數為新建住宅土地單

價(NP)，由於本章資料來源為使用執造上的新建住宅資料，其缺乏新建住宅的土

地價格，故以基地地號的公告現值作為替代，單位為元/平方公尺，並取自然對

數 lnNP。本章的資料年度為 80 年、85 年及 90 年使用執造資料，第五章的資料

年度為 93 年使用執造資料，此為兩章資料年度上差異之處。本文自變數可區分

為新建住宅屬性、區位屬性、市地重劃屬性等三類。新建住宅屬性包括建設商

（DEVELOPER)、基地面積(AREA)、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店舖住宅樓

地板面積 (STORE)等；區位屬性包括市中心距離 (CBD)、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市地重劃屬性包括位於重劃內(LR)、鄰里重劃道路面積(ROAD)、

鄰里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等。

本文的建設商（DEVELOPER)為虛擬變數，假設新建住宅為建設商參與開

發設定為 1，新建住宅為其他開發者（如地主）設定為 0。基地面積(AREA)為每

一筆新建住宅的基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並取 Box-Cox 轉換係數 AREA 。

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為每一筆新建住宅的住宅樓地板面積，單位為平方

公尺。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STORE)為每一筆新建住宅的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

單位為平方公尺。市中心距離(CBD)為至台南火車站的實際路網距離，單位為公

里，並取 Box-Cox 轉換係數 CBD 。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為新建住宅所在鄰

里的人口密度，單位為人/平方公里，並取 Box-Cox 轉換係數 DENSITY 。位於

重劃內(LR)為虛擬變數，假設新建住宅位於重劃區內設定為 1，新建住宅位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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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區外設定為 0。鄰里重劃道路面積(ROAD)為新建住宅位於重劃區內，其所在

鄰里的重劃道路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鄰里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為新建住

宅位於重劃區內，其所在鄰里的重劃公園面積，單位為公頃。

本文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係以當期建設商進行新建住宅的開發行為而

言，故以新建住宅屬性作為替代。楊宗憲（2003）建設商進行住宅市場的產品定

位過程中，會存在「跟隨者」與「區隔者」之差異，且「住宅面積」為產品定位

之關鍵因素之一。故本文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包括建設商個體互動關係及新建

住宅的開發量，建設商個體互動關係以建設商（DEVELOPER）變數替代，新建

住宅開發量係以基地面積（AREA）、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店舖住宅

樓地板面積（STORE）等變數替代。由於建設商的土地開發決策，會對相鄰建

設商產生外部性。例如，一建設商從事開發後，會吸引另一建設商進入市場開發。

當建設商群聚開發的外部利益大於外部成本時，其將產生正的空間外部性；但當

建設商群聚開發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時，其將產生負的空間外部性。故本文

將有建設商參與開發個案，以建設商（DEVELOPER)變數替代，並探討建設商

個體互動的空間效果。

Lin & Evans（2000)台灣的土地單價隨土地面積增加而遞增，一個主要的原

因是土地合併過程中所需要的成本。在市地重劃過程中土地因合併分配，地主將

其成本轉嫁予建設商，建設商再將其成本轉嫁予消費者，故土地單價與基地面積

呈正向關係，故基地面積(AREA)的預期符號為正。當建設商或地主所興建的住

宅及店舖住宅，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外溢的利益或成本，此須視外溢利益及外

溢成本之差異而定，故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及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

(STORE)的預期符號可能為正或負。依據單核心理論，土地單價與市中心距離呈

反向關係，隨市中心距離愈遠，土地單價愈低，故市中心距離(CBD)的預期符號

為負。本文係以實際路網進行量測，將可有效提高模型的解釋力(註2)。藉由政府

實施市地重劃及建設商的土地開發會帶動人口增加，並產生消費之正向外部性，

故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的預期符號為正。

政府在一定的地理空間範圍內實施市地重劃，可視為新的財產權制度安

排，且有助於提升財產權的配置效率。雖然市地重劃所經歷的調整過程，往往耗

費相當可觀的成本(註3)，但確可大幅降低建設商土地整合開發的困難性，並減少

註2 由於缺乏各年度的實際路網資料，故本文係以民國九十五年的實際路網量測，以計量每一筆
新建住宅至市中心的空間相對距離。

註3 邊泰明（2003）市地重劃雖然是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負擔的一種市地改良方式，然而在開發
過程中因政府部門為開發主體的角色，而必須承擔借貸資金的利息成本、開發過程中的行政
成本、市場搜尋成本、市場評估成本、監督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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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的不確定性，形成合理的發展預期，以及減少建設商與多方地主協議的

交易成本，這將產生正的外部性，故基地有政府在其中實施重劃制度(LR)的預期

符號正。市地重劃區的公共設施提供係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政府透過抵費

地出售以取得公共建設費用，故政府可以無償取得及興建公共設施。依據地方公

共設施效益之資本化效果（林森田，1996），一地區公共設施的提供，如道路及

公園興建，將對地價產生正的外部性，故鄰里重劃道路面積(ROAD)、鄰里重劃

公園面積(GARDEN)的預期符號正。

本文實證方式首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ArcView3.3 軟體，將每一筆新建住宅

建構其空間資料庫及屬性資料庫，再利用 Limdep8.0 計算各年度 Box-Cox 的轉換

係數，最後利用空間分析軟體 Geoda，計算新建住宅的空間加權矩陣，以求得各

年度特徵價格 Box-Cox 模型、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等估計結果。

表 6-2 變數說明表

屬性 變數 代號 變數備註

應變數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NP 新建住宅土地單價，以公告現值替

代，元/平方公尺，並取自然對數 lnNP

建設商 DEVELOPER 有建設商參與開發為 1，其他開發者

（如地主）為 0

基地面積 AREA 基地面積，平方公尺，並取 Box-Cox

轉換係數 AREA

住宅樓地板面積 RESIDENT 住宅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新建住宅屬性

店舖住宅樓地板面

積

STORE 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市中心距離 CBD 至台南火車站的實際路網距離，公

里，並取 Box-Cox 轉換係數 CBD

區位屬性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所在鄰里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並

取 Box-Cox 轉換係數 DENSITY

位於重劃區內 LR 有政府實施市地重劃為 1，其他為 0

鄰里重劃道路面積 ROAD 所在鄰里重劃道路面積，平方公尺

市地重劃屬性

鄰里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所在鄰里重劃公園面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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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說明與特徵邊際價格

一、資料說明

本節資料來源為台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及地政局重劃課，其所提供

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及九十年使用執照資料及台南市總計十三期市地重劃資

料。由於台南市自民國五十八年至八十六年間，完成市地重劃總面積達 1,381.44

公頃，佔台南市住宅、商業及公共設施用地比率達 58%，故市地重劃為政府介入

土地市場影響供給面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民國八十年以前完成安平（安平區)、

桶盤淺（南區)、上鯤鯓（南區)、竹篙厝（東區)、台南市新市區（安平區)、復

興路南寧（南區)、南寧（南區)等七期，完成重劃面積為 999.44 公頃，佔重劃總

面積為 72%。

至民國八十五年接續完成本淵寮（安南區)、虎尾寮（東區)、安順一（安南

區)、安順二（安南區)、土城（安南區)等五期，完成重劃面積為 259 公頃，佔重

劃總面積為 19%。民國八十六年又接續完成鄭子寮重劃區，完成重劃面積為 123

公頃，佔重劃總面積的 9%。本文受限於使用執照資料須以人工抄錄方式取得，

故僅選取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及九十年等三個年度資料進行實證研究。選擇該

三個年度資料的理由，是基於市地重劃開發完成比例較高，民國八十年完成

72%，民國八十五年接續已完成 91%，民國九十年則近乎完成 100%（總計十三

期市地重劃）。根據實地觀察發現，有許多的建設商選擇這些重劃區內從事住宅

產品開發，這提供了有建設商參與開發行為會對住宅價格產生何種影響的比較研

究機會。

為了明瞭住宅土地開發市場，本文僅選取新建住宅（包括店舖住宅）為研

究對象，經整理之後的有效資料共計 4,927 筆。從圖 6-1 可以獲得各年度新建住

宅及各期重劃區的區位分佈，從表 6-3 可以獲得各年度新建住宅變數統計，在此

針對幾項重要數據加以說明。首先，本文以里為空間單位進行分析，以每一筆新

建住宅所在鄰里為分析單位。在土地單價方面，從民國八十年至九十年間有逐年

增加趨勢，這十年期間地價增加率為 113%。

在建設商方面，新建住宅的申請件數上亦有逐年增加趨勢，這十年期間建

設商開發申請件數增加率為 130%。在面積方面，建設商所開發的基地面積及住

宅樓地板面積有逐年增加趨勢，但是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則變化較大，在民國九

十年店舖住宅樓板面積為最小。在重劃區方面，隨著市地重劃完成後，建設商選

擇在重劃區開發亦有逐年增加趨勢，這十年期間，建設商選擇在重劃區開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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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148%。在重劃道路及公園面積方面，雖然這段期間面積有所增減變化，但

重劃道路面積增加率為 151%，而重劃公園面積增加率則為 195%。

圖 6-1 台南市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九十年新建住宅及各期重劃區分佈圖

表 6-3 台南市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九十年新建住宅變數統計

變 數 名 稱 80 年平均值

(標準差)

85 年平均值

(標準差)

90 年平均值

(標準差)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11783.14(12850.42) 24085.24(19025.47) 25075.98(17486.24)

建設商 0.242 0.484 0.556

基地面積 182.06(376.43) 196.25(430.35) 201.07(424.94)

住宅樓地板面積 127.09(374.46) 239.04(1,919.83) 296.23(903.03)

店舖樓地板面積 231.46(1027.11) 386.50(2362.53) 109.68 (687.78)

市中心距離 5.48(2.64) 6.18(3.15) 5.11(2.6)

鄰里人口密度 0.91(1.18) 0.79(1.28) 0.86(0.86)

位於重劃區內 0.23 0.36 0.57

重劃道路面積 33191.93(93192.56) 27778.26(66767.51) 83381.02(107233.82)

重劃公園面積 0.61(1.86) 0.50(1.32) 1.80(2.39)

說明：建設商（DEVELOPER）及位於重劃區內（LR）為虛擬變數，故無標準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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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徵邊際價格

本文首先計算實證模式（6-1)式的特徵邊際價格，經由實證結果發現最適的

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為


iiii rZXNP 


 0ln ，X 為欲進行 Box-Cox 轉

換之變數、Z 為不進行 Box-Cox 轉換之變數（註4)。在特徵價格模型的函數型態

決定後，可利用特徵價格函數對單特徵進行偏微分，以估計住宅土地屬性的特徵

邊際價格。特徵邊際價格為每增加一單位特徵，相對會造成新建住宅土地單價

（NP）的影響。經由計算可求得實證模式（ 6-1)式的特徵邊際價格為
   

 

  11

ii
i

i NPX
X
NP

及  

 1

i
i

i NPr
Z

NP
。

有關（6-1)式 Box-Cox 轉換參數的估計，可以應用 OLS 估計方法反覆計算

而得，採用 OLS 方法求得最大概似估計值，最大對數概似函數為：

    



k

k
kNPKL

1

2
max ln1,ln

2
1

,  ………………………….（6-4）

其中   KSSR /,2  ，SSR 為殘差平方和，K 為觀察樣本數。因此只要代

入不同之值（如=0、=0.5、=1 等），應用 OLS 估計及值，再計算其

 ,maxL ，則可得到一組不同之（   ,,̂,̂, maxL ），然後選取  ,maxL 最大之

參數估計值。從表 6-4 得知 80 年實證模式的值為 0.55099、值為 0，85 年實

證模式的值為 0.5、值為 0，90 年實證模式的值為 0.5、值為 0。

從表 6-4 可以獲得各年度新建住宅土地屬性的邊際價格，在此針對幾項重要

數據加以說明。就建設商的邊際價格而言，建設商住宅開發每增加一件，新建住

宅土地單價減少 0.29 元至 1.01 元之間；此結果意味著隨建設商推案量增加，對

購屋者而言，相對效用較低，所願付出的價格也就越低。就市中心距離的邊際價

格而言，距離市中心每增加一公里，新建住宅土地單價減少 1.09 元至 2.0 元之間。

由於政府市地重劃實施完成以後，降低了土地開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並減少建

設商與地主之間的交易成本，故「位於重劃區內」的邊際價格，本文預期為正向

關係。由實證結果得知，就位於重劃區的邊際價格而言，新建住宅位於重劃區內

相對於非重劃區而言，三個年度的新建住宅土地單價皆為正向關係，符合預期。

但是，隨著政府各期市地重劃區完成，重劃區內建築用地面積增加下，新建住宅

註4 本文特徵邊際價格計算係以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如公式（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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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單價則從 3.85 降至 0.258 元之間。

表 6-4 台南市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九十年新建住宅土地邊際價格 單位：元

變 數 名 稱 80 年邊際價格

(彈性)

85 年邊際價格

(彈性)

90 年邊際價格

(彈性)

建設商 -0.775(-0.002) -0.289(-0.001) -1.01(-0.006)

基地面積 0.003(0.006) 0.0002(0.0003) 0.0008(0.002)

住宅樓地板面積 -0.002(-0.003) -9.9×10-5(-0.0003) -0.0003(-0.001)

店舖樓地板面積 0.0002(0.0004) 0.0002(0.0009) 0.0005(0.0006)

市中心距離 -2.0(-0.137) -1.281(-0.082) -1.089(-0.056)

鄰里人口密度 1.4(0.017) 1.336(0.012) 3.088(0.027)

位於重劃區內 3.85(0.011) 2.371(0.009) 0.258(0.001)

重劃道路面積 -1.8×10-5(-0.007) -3.6×10-7(-0.0001) 6.7×10-6(0.006)

重劃公園面積 0.0002(0.012) 4.8×10-5(0.002) 1.0×10-5(0.002)

 0.55099 0.5 0.5

 0 0 0

Lln -1926.509 -845.068 -344.181

rLln -3197.054 -1667.06 -812.712
2 2541.09*** 1643.98*** 937.06***

說明：1.***表示在 1﹪顯著水準下具顯著性。

2.、為 Box-Cox 轉換參數。

3. Lln 為 Box-Cox 迴歸式係數β，未受限制時最大概似值之對數值。

4. rLln 為 Box-Cox 迴歸式係數 r，受限制其值等於零時之最大概似值之對數值。

5. 2為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   rLL lnln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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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實證結果分析

表 6-5、表 6-6、表 6-7 可以獲得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表

6-8、表 6-9、表 6-10 可以獲得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估計結果，以下針對本文主要

的實證結果說明如下：

一、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檢驗

Rosen（1974）特徵價格理論的重要假設為屬性間互相獨立，本文首先依據

各屬性變數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從表 6-5 得知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

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如基地面積（AREA）與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

之相關係數為 0.39 並顯著，基地面積（AREA）與店舖樓地板面積（STORE）之

相關係數為 0.49 並顯著，表示當期兩變數之間具有顯著的低度或中度相關。由

實證結果得知，新建住宅土地價格（NP）與市中心距離（CBD）為顯著負相關，

相關係數呈高度相關。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為

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呈高度相關。

就 80 年度個別自變項共線性的檢驗，如重劃道路面積（ROAD）的容忍值

為 0.1、VIF 值為 9.8，表示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

問題緩和。如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的容忍值為 0.1、VIF 值為 8.9，表示重

劃公園面積（GARDEN）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緩和。因整體迴歸模

式的共線性值為 18.63，共線性值低於 30，故共線性問題緩和。本文基於控制變

數有限及資料屬性不同，故將市中心距離（CBD）、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

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等變數，於 80 年模型中進行分析。

從表 6-6 得知民國八十五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當

期基地面積（AREA）與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41 並顯著，以及基地面積（AREA）與店舖樓地板面積（STORE）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57 並顯著，表示當期兩變數之間具有顯著的中度相關。由實證結

果得知，新建住宅土地價格（NP）與市中心距離（CBD）為顯著負相關，相關

係數呈高度相關。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為顯著

正相關，相關係數呈高度相關。

就 85 年度個別自變項共線性的檢驗，如重劃道路面積（ROAD）的容忍值

為 0.1、VIF 值為 6.8，表示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

問題緩和。如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的容忍值為 0.2、VIF 值為 6.3，表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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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公園面積（GARDEN）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緩和。因整體迴歸模

式的共線性值為 20.4，共線性值低於 30，故共線性問題緩和。本文基於控制變

數有限及資料屬性不同，故將市中心距離（CBD）、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

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等變數，於 85 年模型中進行分析。

從表 6-7 得知民國九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當期

基地面積（AREA）與住宅樓地板面積（RESIDENT）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69

並顯著，以及基地面積（AREA）與店舖樓地板面積（STORE）之 Pearson 相關

係數為 0.19 並顯著，表示當期兩變數之間具有顯著的中度或低度相關。由實證

結果得知，新建住宅土地價格（NP）與市中心距離（CBD）為顯著負相關，相

關係數呈高度相關。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為顯

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呈高度相關。

就 90 年度個別自變項共線性的檢驗，如重劃道路面積（ROAD）的容忍值

為 0.3、VIF 值為 3.9，表示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

問題緩和。如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的容忍值為 0.2、VIF 值為 4.0，表示重

劃公園面積（GARDEN）與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緩和。因整體迴歸模

式的共線性值為 25.21，共線性值低於 30，故共線性問題緩和。本文基於控制變

數有限及資料屬性不同，故將市中心距離（CBD）、重劃道路面積（ROAD）與

重劃公園面積（GARDEN）等變數，於 90 年模型中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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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 lnNP

建設商

DEVELOPER

基地面積

AREA

住宅樓地板

面積

RESIDENT

店鋪樓地板

面積 STORE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1.000 -0.08*** 0.112*** -0.005 0.173***

建設商

DEVELOPER

-0.08*** 1.000 -0.015 0.03 0.094***

基地面積

AREA

0.112*** -0.015 1.000 0.388*** 0.494***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05 0.03 0.388*** 1.000 -0.077***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173*** 0.094*** 0.494*** -0.077*** 1.000

市中心距離
CBD

-0.75*** 0.064*** -0.1*** -0.064*** -0.125***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433*** 0.004 0.034* 0.071*** 0.072***

位於重劃區內

LR

0.277*** -0.037* 0.018 -0.002 0.118***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211*** 0.008 -0.028 -0.028 0.044**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251*** 0.03 -0.024 -0.027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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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市中心距離

CBD

鄰里人口密

度
DENSITY

位於重劃區

內 LR

重劃道路面

積 ROAD

重劃公園面

積 GREEN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0.75*** 0.433*** 0.277*** 0.211*** 0.251***

建設商

DEVELOPER

0.064*** 0.004 -0.037* 0.008 0.03

基地面積

AREA

-0.1*** 0.034* 0.018 -0.028 -0.024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64*** 0.071*** -0.002 -0.028 -0.027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125*** 0.072*** 0.118*** 0.044** 0.052**

市中心距離
CBD

1.000 -0.567*** -0.059*** -0.015 -0.039*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567*** 1.000 -0.235*** -0.302*** -0.286***

位於重劃區內

LR

-0.059*** -0.235*** 1.000 0.649*** 0.601***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015 -0.302*** 0.649*** 1.000 0.941***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039* -0.286*** 0.601*** 0.941*** 1.000

說明：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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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民國八十五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

lnNP

建設商

DEVELOPER

基地面積

AREA

住宅樓地板

面積

RESIDENT

店鋪樓地板

面積 STORE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1.000 -0.141*** 0.074*** 0.005 0.141***

建設商

DEVELOPER

-0.141*** 1.000 0.052** -0.007 0.113***

基地面積

AREA

0.074*** 0.052** 1.000 0.407*** 0.566***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05 -0.007 0.407*** 1.000 -0.02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141*** 0.113*** 0.566*** -0.02 1.000

市中心距離
CBD

-0.75*** 0.151*** -0.041* -0.063** -0.064***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563*** -0.175*** 0.023 0.003 0.052**

位於重劃區內

LR

0.202*** -0.027 0.038 -0.018 0.055**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194*** 0.015 0.019 -0.003 0.022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213*** 0.005 0.019 -0.004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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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1 民國八十五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市中心距離

CBD

鄰里人口密

度
DENSITY

位於重劃區

內 LR

重劃道路面

積 ROAD

重劃公園面

積 GREEN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0.75*** 0.563*** 0.202*** 0.194*** 0.213***

建設商

DEVELOPER

0.151*** -0.175*** -0.027 0.015 0.005

基地面積

AREA

-0.041* 0.023 0.038 0.019 0.019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63** 0.003 -0.018 -0.003 -0.004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064*** 0.052** 0.055** 0.022 0.027

市中心距離
CBD

1.000 -0.655*** 0.014 -0.061** -0.086***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655*** 1.000 -0.077*** -0.146*** -0.128***

位於重劃區內

LR

0.014 -0.077*** 1.000 0.549*** 0.498***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061** -0.146*** 0.549*** 1.000 0.916***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086*** -0.128*** 0.498*** 0.916*** 1.000

說明：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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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民國九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

lnNP

建設商

DEVELOPER

基地面積

AREA

住宅樓地板

面積

RESIDENT

店鋪樓地板

面積 STORE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1.000 -0.042 0.068** -0.009 0.159***

建設商

DEVELOPER

-0.042 1.000 -0.028 0.147*** 0.004

基地面積

AREA

0.068** -0.028 1.000 0.688*** 0.185***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09 0.147*** 0.688*** 1.000 -0.053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159*** 0.004 0.185*** -0.053 1.000

市中心距離
CBD

-0.739*** -0.042 -0.075** -0.023 -0.115***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631*** -0.072** 0.055 0.004 0.1***

位於重劃區內

LR

0.153*** 0.316*** 0.067** 0.09*** -0.032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101*** 0.311*** 0.001 0.134*** -0.025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159*** 0.336*** 0.023 0.138***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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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1 民國九十年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市中心距離

CBD

鄰里人口密

度
DENSITY

位於重劃區

內 LR

重劃道路面

積 ROAD

重劃公園面

積 GREEN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0.739*** 0.631*** 0.153*** 0.101*** 0.159***

建設商

DEVELOPER

-0.042 -0.072** 0.316*** 0.311*** 0.336***

基地面積

AREA

-0.075** 0.055 0.067** 0.001 0.023

住宅樓地板面

積 RESIDENT

-0.023 0.004 0.09*** 0.134*** 0.138***

店鋪樓地板面

積 STORE

-0.115*** 0.1*** -0.032 -0.025 -0.011

市中心距離
CBD

1.000 -0.547*** -0.146*** -0.177*** -0.286***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547*** 1.000 -0.04 -0.298*** -0.247***

位於重劃區內

LR

-0.146*** -0.04 1.000 0.67*** 0.65***

重劃道路面積

ROAD

-0.177*** -0.298*** 0.67*** 1.000 0.831***

重劃公園面積

GREEN

-0.286*** -0.247*** 0.65*** 0.831*** 1.000

說明：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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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為最適特徵價格模型

本文首先進行各年度是否存在空間外部性的統計檢定，設定虛無假說（H0）

為不存在空間自我相關，同時設定空間方格邊長（如 200 公尺或 300 公尺），並

決定空間加權矩陣（Wij）。本文實證結果發現，民國八十年空間相依性存在下

的最大距離為 200 公尺（表 6-1），並以此相鄰半徑作為空間加權矩陣之依據。

由於不同空間方格邊長的設定，會影響空間自我相關的顯著性，空間地價之自我

相關程度會隨著邊長距離之增加而下降；當增加到一定長度時空間自我相關即消

失，此即外部性的波及範圍（Chen, 2007）。從表 6-8 得知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的估計結果，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配適度為 65﹪，其Moran’s I為

0.51(註5)，達到 1﹪顯著水準，Moran’s I檢定拒絕 H0，表示當期存在空間自我相

關，需再進行一階空間模型檢定。

根據空間迴歸模型的判定效果，以 LIK(log likelihood)越大及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越小，表示此模型的配適度越高。在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

中，由於 LM-Lag 與 LM-Error 皆顯著，Roust LM-Error 與異質性檢定

(breusch-pagan)結果顯著，表示此模型拒絕虛無假設及殘差項具有異質性差異，

所以再進一步比較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估計結

果。在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67﹪，空間延遲係數為 0.07

且顯著，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

受到鄰近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在空間誤差 Box-Cox 模

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82﹪，空間誤差係數為 0.74 且顯著，表示在誤差項中有

干擾因子造成空間自我相關。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鄰近的次要因素影

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再進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 Box-Cox 模

註5 Moran(1948)以統計學的理論發展出全域型空間自我相關係數Moran’s I，主要在檢測研究

範圍內的空間相關程度，Moran’s I值介於-1 到 1 之間，大於 0 為正相關，小於 0 為負相關。

當對Moran’s I值進行顯著性檢定時，虛無假設為無空間自我相關存在，即 H0：Moran’s I=0，

如（6-4-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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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為空間自我相關係數Moran’s I值，Wij 為空間加權矩陣，NPi 為宗地 i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NPj 為宗地 j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NP 為所有宗地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平均值，i、j
為宗地別， ji  ，n 為觀察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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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1883.43、3788.87，而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1292.26、2604.53，由於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值較大及 AIC 值較

小，故 80 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解釋力最佳，並且在空間方格邊長 200

公尺範圍內為外部性的波及範圍。

民國八十五年空間相依性存在下的最大距離為 300 公尺，並以此相鄰半徑

作為空間加權矩陣之依據。從表 6-9 得知民國八十五年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估計

結果，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配適度為 63﹪，其Moran’s I為 0.60，達到 1﹪

顯著水準，Moran’s I檢定拒絕 H0，表示當期存在空間自我相關，需要進行一階

空間模型檢定。在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中，由於 LM-Lag 與 LM-Error 皆顯著，

Roust LM-Lag 與 Roust LM-Error 皆顯著，以及異質性檢定(Breusch-Pagan)結果顯

著，表示此模型拒絕虛無假設及殘差項具有異質性差異，所以再進一步比較空間

延遲 Box-Cox 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估計結果。

在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67﹪，空間延遲係數為 0.11

且顯著，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

受到鄰近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在空間誤差 Box-Cox 模

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83﹪，空間誤差係數為 0.78 且顯著，表示在誤差項中有

干擾因子造成空間自我相關。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鄰近的次要因素影

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再進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 Box-Cox 模

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772.0、1566.01，而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305.29、630.59，由於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值較大及 AIC 值較小，

故 85 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解釋力最佳，並且在空間方格邊長 300 公尺

範圍內為外部性的波及範圍。

民國九十年空間相依性存在下的最大距離為 200 公尺，並以此相鄰半徑作

為空間加權矩陣之依據。從表 6-10 得知民國九十年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估計結

果，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配適度為 64﹪，其Moran’s I為 0.58，達到 1﹪顯

著水準，Moran’s I檢定拒絕 H0，表示存在空間自我相關，需要進行一階空間模

型檢定。在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中，LM-Error 與 Roust LM-Error，以及異質

性檢定(breusch-pagan)等結果皆顯著，表示此模型拒絕虛無假設及殘差項具有異

質性差異，所以再進一步比較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的估計結果。

在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64﹪，空間延遲係數為

0.005，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

受到鄰近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在空間誤差 Box-Cox 模



空地開發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6-23

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82﹪，空間誤差係數為 0.68 且顯著，表示在誤差項中有

干擾因子造成空間自我相關。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鄰近的次要因素影

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再進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 Box-Cox 模

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344.14、710.28，而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101.29、222.58，由於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 LIK 值較大及 AIC 值較小，

故 90 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解釋力最佳，並且在空間方格邊長 200 公尺

範圍內為外部性的波及範圍。

由各年度的實證結果得知，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優於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而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又優於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民國八十年空

間誤差 Box-Cox 模型之多元共線性值為 18.63，民國八十五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之多元共線性值為 20.4，民國九十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之多元共線性

值為 26.73，顯示三個年度整體迴歸模式的共線性問題緩和，故本文將以空間誤

差 Box-Cox 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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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民國八十年台南市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模型估計
變數 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

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

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截距項 10.679（138.02）*** 9.969（90.45）*** 10.92（89.58）***

空間延遲係數 － 0.073（9.05）*** －

建設商 -0.087（-3.28）*** -0.087（-3.37）*** 0.121（4.13）***

基地面積 0.006（3.94）*** 0.006（4.17）*** -7.6×10-6（-0.01）

住宅樓地板面積 -0.0002（-5.35）*** -0.0002（-4.87）*** -7.8×10-5（-3.06）***

店舖樓地板面積 1.5×10-5（1.12） 1.6×10-5（1.19） 1.7×10-5（1.73）*

至市中心距離 -0.869（-40.92）*** -0.827（-38.71）*** -0.874（-23.29）***

鄰里人口密度 0.282（10.11）*** 0.255（9.26）*** 0.113（2.41）**

位於重劃區內 0.43（12.19）*** 0.385（11.02）*** 0.47（7.1）***

重劃道路面積 -2.0×10-6（-5.32）*** -1.8×10-6（-5.02）*** -2.1×10-6（-3.45）***

重劃公園面積 1.7×10-5（9.52）*** 1.6×10-5（8.91）*** 1.4×10-5（4.52）***

空間誤差係數 － － 0.741（50.9）***

LIK -1926.52 -1883.43 -1292.26

AIC 3873.03 3788.87 2604.53

LM-Lag 91.36*** － －

LM-Error 2750.1*** － －

Robust LM-Lag 0.26 － －

Robust LM-Error 2659*** － －

Adj R2 0.654 0.665 0.816

F 值 501.035*** － －

觀察值個數 2392 2392 2392

說明：1.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下，該係數值顯著的異於 0。

2.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t 值、空間延遲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z 值。

3.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並不是真的 R2 值，Anselin（2005:207）稱之為假

的 R2（pseudo- R2），最適的衡量方式則以 LIK 及 AIC 之值判定。本文將空間延遲模型

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計算至 Adj R2。

4.Box-Cox 轉換參數λ=0.55099、θ=0。

5.空間加權矩陣為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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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民國八十五年台南市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模型估計
變數 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

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

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截距項 11.103（149.29）*** 9.941（82.17）*** 11.059（105.75）***

空間延遲係數 － 0.112（12.02）*** －

建設商 -0.029（-1.41） -0.045（-2.29）** -0.034（-1.93）*

基地面積 0.0005（0.24） 0.0007（0.40） -0.0009（-0.67）

住宅樓地板面積 -9.3×10-6（-1.52） -1.0×10-5（-1.76）* -8.5×10-6（-2.09）**

店舖樓地板面積 2.3×10-5（4.06）*** 2.1×10-5（4.03）*** 2.0×10-5（5.84）***

至市中心距離 -0.646（-30.42）*** -0.595（-28.75）*** -0.565（-14.92）***

鄰里人口密度 0.249（8.19）*** 0.208（7.14）*** 0.106（3.26）***

位於重劃區內 0.241（9.51）*** 0.198（8.14）*** 0.119（2.87）***

重劃道路面積 -2.1×10-8（-0.05） -4.6×10-8（-0.12） 5.4×10-7（1.17）

重劃公園面積 4.9×10-6（2.55）** 4.5×10-6（2.44）** -9.7×10-7（-0.36）

空間誤差係數 － － 0.78（49.65）***

LIK -846.111 -772.003 -305.293

AIC 1712.22 1566.01 630.586

LM-Lag 134.83*** － －

LM-Error 2560.03*** － －

Robust LM-Lag 4.3** － －

Robust LM-Error 2429.5*** － －

Adj R2 0.633 0.665 0.832

F 值 312.764*** － －

觀察值個數 1631 1631 1631

說明：1.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下，該係數值顯著的異於 0。

2.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t 值、空間延遲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z 值。

3.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並不是真的 R2 值，Anselin（2005:207）稱之為假

的 R2（pseudo- R2），最適的衡量方式則以 LIK 及 AIC 之值判定。本文將空間延遲模型

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計算至 Adj R2。

4.Box-Cox 轉換參數λ=0.5、θ=0。

5.空間加權矩陣為 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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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民國九十年台南市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模型估計

變數 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

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

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截距項 10.496（99.56）*** 10.456（92.8）*** 10.837（81.47）***

空間延遲係數 － 0.005（0.98） －

建設商 -0.101（-3.87）*** -0.107（-4.01）*** -0.077（-2.91）***

基地面積 0.002（0.92） 0.003（1.03） 0.0002（0.11）

住宅樓地板面積 -3.2×10-5（-1.63） -3.3×10-5（-1.67）* -3.9×10-5（-2.35）**

店舖樓地板面積 5.3×10-5（2.88）*** 5.2×10-5（2.86）*** 8.1×10-5（6.68）***

至市中心距離 -0.494（-16.39）*** -0.493（-16.46）*** -0.559（-13.88）***

鄰里人口密度 0.575（13.62）*** 0.573（13.64）*** 0.429（7.37）***

位於重劃區內 0.026（0.71） 0.022（0.61） 0.02（0.39）

重劃道路面積 6.8×10-7（3.13）*** 6.8×10-7（3.17）*** -4.4×10-8（-0.11）

重劃公園面積 1.0×10-6（1.04） 1.0×10-6（1.01） 2.6×10-6（1.48）

空間誤差係數 － － 0.683（29.53）***

LIK -344.618 -344.139 -101.29

AIC 709.237 710.278 222.581

LM-Lag 0.967 － －

LM-Error 840.356*** － －

Robust LM-Lag 2.118 － －

Robust LM-Error 841.507*** － －

Adj R2 0.641 0.641 0.815

F 值 180.466*** － －

觀察值個數 904 904 904

說明：1.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下，該係數值顯著的異於 0。

2.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t 值、空間延遲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括弧內為 z 值。

3.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並不是真的 R2 值，Anselin（2005:207）稱之為假

的 R2（pseudo- R2），最適的衡量方式則以 LIK 及 AIC 之值判定。本文將空間延遲模型

及空間誤差模型的 R2 值計算至 Adj R2。

4.Box-Cox 轉換參數λ=0.5、θ=0。

5..空間加權矩陣為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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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建住宅具有正向及負向空間外部性

由圖 6-2 得知 80 年新建住宅土地價格Moran’s I散佈圖，由表 6-11 空間誤

差 Box-Cox 模型 Moran’s I的檢定結果，各年度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 Moran’s I

值介於 0.78 至 0.85 之間，表示空間中相鄰地區之屬性相似性高，此現象表示高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地區在空間中有聚集現象，且低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地區在

空間中亦有聚集現象。各年度建設商之Moran’s I值則介於 0.43 至 0.62 之間，表

示新建住宅為建設商開發之地區在空間中有聚集現象，且非建設商開發之地區在

空間中亦有聚集現象。依據地區型空間自我相關（Local Index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LISA），檢定聚集空間單元相對於整體研究範圍而言，其空間自

我相關程度是否具有顯著性。由圖 6-3、圖 6-4、圖 6-5 得知各年度建設商 LISA

的檢定結果，依據空間正相關（H-H)、空間負相關（L-H)、空間正相關（L-L)

與空間負相關（H-L)等不同定義，以實際了解建設商在空間上聚集分佈情況。

由表 6-8 民國八十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估計結果，就建設商的空間

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而言，建設商的估計係數為 0.12，達到 1﹪顯著水

準，表示建設商為開發者時對新建住宅地價之邊際影響為正向。由當期建設商的

Moran’s I值為 0.62，並由圖 6-3 當期建設商 LISA 的分佈情況，建設商開發地區

在空間中呈現聚集現象，顯示當期建設商群聚開發的外部利益大於外部成本，故

建設商個體互動的空間效果為正向。

就住宅樓地板面積而言，住宅樓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負向，表示住

宅樓地板面積供給量大於土地市場最適量，住宅樓地板面積產生開發量擁擠外部

性（congestion externalities）。由於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不會有意識的將外部

成本納入土地開發成本中，故純住宅個案的開發成本低於社會成本，使得純住宅

個案的市場地租和影子地租產生了差距，形成所謂市場失靈現象。店舖樓地板面

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正向，表示每增加一單位店舖住宅其土地單價也隨之增加，

店舖住宅的興建對於新建住宅地價具有正向外部性。至於基地面積對新建住宅地

價的影響，參數校估結果並不顯著。

由表 6-9 民國八十五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估計結果，就建設商的空

間外部性而言，建設商的估計係數為-0.03，僅達 10﹪顯著水準，表示建設商為

開發者時對新建住宅地價之影響為顯著負向。當期建設商的 Moran’s I值下降至

0.43，顯示當期建設商群聚開發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故建設商個體互動關

係為負向。住宅樓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負向，表示住宅的興建對於新建住

宅地價具有負向外部性。就店舖樓地板面積而言，店舖樓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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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正向，表示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低於土地市場最適量，建設商或地主可繼續

增加店舖住宅的興建個案，以達到土地市場最適量。至於基地面積對新建住宅地

價的影響，參數校估結果並不顯著。

由表 6-10 民國九十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估計結果，就建設商的空間

外部性而言，建設商的估計係數為-0.08，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建設商為開發

者時對新建住宅地價之影響為顯著負向。另外，住宅樓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

著負向，表示當期建設商或地主所興建的純住宅個案，對新建住宅地價具有生產

面的負面外部性。店舖樓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正向，表示每增加一單位店

舖住宅其土地單價也隨之增加，店舖住宅的興建對於新建住宅地價具有正向外部

性。至於基地面積對新建住宅地價的影響，參數校估結果依舊呈現不顯著。

觀察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及九十年等三個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

就建設商個體互動效果而言，分別呈現顯著正向、負向與負向空間外部性。由各

年度建設商的平均值得知（表 6-3），民國八十年至九十年開發者為建設商的平均

值呈現逐年增加趨勢，但隨著更多新建住宅為建設商開發之際，建設商個體互動

關係則呈現由正向轉負向現象，顯示存在空間的擁擠外部性，並且對新建住宅地

價產生負向影響。其次，住宅樓地板面積之參數估計，在三個年度為顯著負向，

表示當期建設商或地主進行純住宅供給量開發時，其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

利益，故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下降作用。最後，店舖樓地板面積之參數估計，在

三個年度為顯著正向，表示當期建設商或地主進行區域內的店舖住宅供給量開發

時，這些在空間上的資源投入後，所產生的外部利益會有助於新建住宅地價的推

升。不過，這些外部利益也會吸引更多建設商或地主參與地理空間的店舖住宅開

發，以分享外部利益，直到出現外部成本抵銷原來存在的外部利益之後，則外部

性就可能由正向轉為負向。

Coase（1960）於「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對外部效果有另一種更貼近社會實

況的詮釋，他是在批判庇古理論中「庇古稅」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Coase 的觀

點強調外部效果往往不是由一方影響另一方的單向問題，而是具有「相互性」的。

本文也發現加入時間因子之後，不同年度的正向與負向效果會產生變化，如由正

向轉為負向之不穩定狀況。因此，模型中有建設商參與開發卻對新建住宅地價出

現正向與負向的外部性，且在加入時間遞延發展的檢測觀察，發現外部效果的方

向性，會由正向轉為負向現象，驗證了外部效果的交互性並非是絕對單向的。前

述分析正足以證明 Coase 理論詮釋外部性的「相互性」與時間上「不穩定性」現

象。這也是國內相關文獻過去所未注意到的現象，也未能提出更切合實際社會現

象的詮釋。另外，在都市空間結構的理論模型中，有關個體互動關係甚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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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 Bockstael, 2002），故本文建設商個體互動效果可作為理論模型修正及

實務界開發之參考。

圖 6-2 台南市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土地價格Moran’I散佈圖

表 6-11 各年度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Moran’s I之檢定

變數 80 年Moran’I值 85 年Moran’I值 90 年Moran’I值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0.817*** 0.851*** 0.776***

建設商 0.619*** 0.431*** 0.588***

基地面積 0.181*** 0.082*** 0.176***

住宅樓地板面積 0.06*** 0.005* 0.266***

店鋪樓地板面積 0.045*** 0.024** 0.01*

市中心距離 0.935*** 0.962*** 0.882***

鄰里人口密度 0.922*** 0.813*** 0.885***

位於重劃區內 0.935*** 0.901*** 0.88***

重劃道路面積 0.95*** 0.878*** 0.934***

重劃公園面積 0.97*** 0.917*** 0.94***

說明：有***、**、與*之係數，分別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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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台南市民國八十年新建住宅為建設商興建之 LISA 分佈圖

圖 6-4 台南市民國八十五年新建住宅為建設商興建之 LISA 分佈圖

圖 6-5 台南市民國九十年新建住宅為建設商興建之 LISA 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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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地重劃具有正向及負向空間外部性

在民國八十年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中，位於重劃區內的估計係數為

0.47，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有政府實施市地重劃的區域範圍內，以及建設商

或地主選擇在重劃區內進行新建住宅開發，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正向外部性。

由於政府在特定地理空間內實施市地重劃制度之後，有助於各個地主間原本需耗

費交易成本的財產權整合上，可以獲得更有效率的重新安排；同時也整合出一定

數量的可建築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這使得建設商或地主從事土地開發的不確定

性降低，相對也節省了機會成本，故在重劃區內開發會對新建住宅地價反應出正

向的外部性。這也是為何許多建設商或地主會受到市地重劃制度的吸引，偏好於

重劃區內進行住宅開發之原因。在民國八十五年「位於重劃區內」的參數估計為

顯著正向，但至民國九十年「位於重劃區內」的參數估計結果並不顯著。

就重劃道路面積而言，民國八十年「重劃道路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負

向，表示重劃區的道路對於新建住宅地價產生負向外部性，也表示重劃區道路所

產生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重劃區道路面積的增加應可提高重劃區的交通可

及性及便利性，故原預期符號為正向，但實證的參數估計卻為負向。本文再透過

檢視台南市重劃區道路面積發現，民國八十年以前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的配

置，道路用地面積佔公共設施用地高達 58%，而過多的道路面積可能會引來更多

的車輛使用道路，相對也產生許多交通噪音及空氣品質污染問題，甚至吸引更多

的人口經濟活動出現，這對需要寧適環境、清新空氣且步行安全的住宅區，就可

能形成負向外部性，以致對於住宅地價產生下降的作用。如同 Sullivan（1985）

研究指出在都市經濟領域裡，開發量所產生的擁擠外部性將使公共設施及環境品

質下降，並進而使地價產生扭曲現象，一旦空間價格被扭曲後，經濟活動在空間

分佈便會引起無效率現象。至於民國八十五年及九十年「重劃道路面積」的參數

估計結果並不顯著。

就重劃公園面積而言，民國八十年「重劃公園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正向，表

示在重劃區內鄰里公園對於新建住宅地價產生正向外部性。至於民國八十五年及

九十年「重劃公園面積」的參數估計結果並不顯著。在區位屬性方面，各期至市

中心距離的估計係數為負值，達到 1%顯著水準，符合本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價

格與通勤成本之間具有替換關係(trade-off)。另外，由於本文係以實際路網進行

逐筆量測，故提供一非常良好的解釋力。就鄰里人口密度而言，三個年度「鄰里

人口密度」的估計係數為顯著正向，表示鄰里人口密度對於新建住宅地價具有正

向外部性，也表示當鄰里人口密度愈高，對於新建住宅的需求也愈高，故對於新

建住宅地價具有正向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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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國內關於政府市地重劃實施的實證研究，大多探討重劃前後土地價值變動

的差異，但忽略了市地重劃制度實施會對土地市場及經濟活動中的組織產生影

響，這些影響會透過外部性反應到土地的價值，市地重劃制度可能有助於降低土

地開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並減少建設商與地主之間的交易成本。過去對土地市

場的相關研究偏向需求面為主，較少探討建設商土地開發行為的影響。本文主要

從政府實施市地重劃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的觀點，探討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後及建

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所產生的空間外部性，兩者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

此外，實證研究運用了空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並運用 Box-Cox 函數轉

換，建構新建住宅土地的特徵價格模型。實證結果發現，空間迴歸 Box-Cox 模

型優於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又優於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故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對於空間外部性提供一良好的解釋力。

本文實證結果主要有三項，第一，就新建住宅對住宅地價之空間外部性分

析，有關建設商個體空間互動關係方面，三個年度分別呈現顯著正向、負向與負

向的空間外部性；顯示建設商最初聚集開發新建住宅會有正向空間外部性，但隨

著更多新建住宅為建設商開發之際，建設商聚集開發的空間互動效果則呈現由正

向轉負向，顯示存在空間的擁擠外部性，並且對新建住宅價格產生負向影響。三

個實證年度「店舖樓地板面積」的參數估計為顯著正向，表示當期店舖住宅開發

存在外部利益大於外部成本現象，以致店舖樓地板面積對新建住宅地價會產生正

向外部性。另外，三個年度「住宅樓地板面積」的參數估計則為顯著負向，表示

當期純住宅開發存在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現象，這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負向

外部性。

第二，就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地價之空間外部性分析，在民國八十年及八

十五年的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中，「位於重劃區內」的參數估計為顯著正向，

表示有政府實施市地重劃的區域範圍內，以及建設商或地主選擇在重劃區內進行

住宅開發，會對於新建住宅地價產生正向空間外部性。在民國八十年「重劃公園

面積」的參數估計為顯著正向，表示在重劃區內鄰里公園增加會對於新建住宅地

價產生正向空間外部性。另在民國八十年「重劃道路面積」的參數估計為顯著負

向，表示當期重劃道路面積增加會對於新建住宅地價產生負向空間外部性，原因

在於道路開發引來許多交通噪音及空氣品質污染問題，這對需要寧適環境、清新

空氣且步行安全的住宅區會形成負向外部性，並且引起新建住宅地價的下降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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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位於重劃區的特徵邊際價格之分析，新建住宅位於重劃區內相較

於非重劃區而言，其住宅土地單價呈正向關係，但隨著政府辦理各期市地重劃區

的完成，重劃區內建築用地面積逐漸增加下，新建住宅土地單價則從 3.85 降至

0.258 元之間。歸結前述實證結果發現，政府的市地重劃制度實施及完成開發後，

確實有助於降低私部門土地開發過程中的諸多不確定性，且制度下的利益機制更

有助於激勵建設商與地主之間，會在一種低交易成本的市場條件下，順利完成交

易活動，讓土地資源有更佳的利用效率，故有政府參與的重劃區範圍內，新建住

宅土地邊際價格呈現正向關係。

在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中，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後對新建住宅地價具有正

向外部性，但在重劃區道路方面卻產生負向外部性，而建設商個體互動關係則具

有正向及負向外部性，在長期下並呈現由正向轉為負向之現象。由於本文實證模

型中加入時間遞延發展的檢測觀察，進而驗證了外部影響是具交互性並非是單向

的，這也證明 Coase 理論詮釋外部性是具有「相互性」與「不穩定性」的實際現

象。另在都市空間結構的理論模型中，尚缺乏個體互動效果之研究，故本文加入

建設商個體互動之空間效果的檢測，可運用於理論模型修正及土地開發實務之參

考。台南市市地重劃實施期間長達二十八年，本文僅選取三個年度作為實證，建

議後續研究可長期觀察重劃區內土地市場的變化，以求得更為客觀的空間迴歸模

型。此外，本文缺乏重劃區內建設商與地主之間的實際交易資料，故無法實際計

算市地重劃實施後，建設商與地主之間交易成本的變動，建議後續研究可蒐集建

設商的土地交易資料，以求得更明確的實證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