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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綜合分析

第一節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影響分析

都市發展過程並非如計畫目標的順利且具有連續性，它經常是蛙躍式發展

甚至顯得有些凌亂且破碎。這樣的過程使得都市各處存在許多待開發與利用的空

地。然而，都市發展過程中，不論是規劃所留下的空地，或者是市場機能運作下

所產生的空地，空地都是一個過渡型的產物，在等待開發的過程中，它的效能幾

乎為零，甚至因為長期處於閒置的狀態，而有髒亂的負面效應產生。將閒置或未

利用的空地，或者土地上曾經有建築物的閒置土地，經由里長及鄰里義工的整理

後，並作為公共性的開放空間(open space)使用，這種將財產權（特指使用權）的

重新安排，有助於連結開放空間與公共財或共同財(collective goods)之間的潛在

關係，也有助於調節市場外部性到達下一個更佳的產出水準，並反應到住宅土地

價格之中。

有關空地的實證研究是值得進行的，唯有藉由科學的研究才能明確知道，

何種空地再利用的方式與內容，可以發揮良好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有關空地再

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的相關研究，主要將回答四個問題：第一，當空地再利用所

產生的開放空間效果，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有正面影響效果，不同類型的

空地再利用對於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有差異性，第二，空地再利用對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是否具有正面影響效果，公有及私有空地再利用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是

否具有差異性，第三，當空地開發作不同使用，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外溢利益

與成本，其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外溢效果，究竟是正向或是負向的影響，

第四，分析空地再利用的邊際效果，以作為政府推動空地管理及再生之依據。

一、 空地再利用的開放空間效果及住宅土地價格的邊際效果

本文第四章主要在探討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分析，有關住宅土

地價格係以 93 年及 94 年的住宅土地交易價格為主。由表 7-1 可以得知空地再利

用之影響效果，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及臨時停車場使用，其對於住宅土地價

格產生正的空間外溢效果，此表示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開放空間的外溢利益，其

大於空地管理維護的外溢成本。其次，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使用，民國九

十三年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但於民國九十四年的外部利益大於外部成本，

故就私有空地再利用的外溢效果而言，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使用的外溢效

果可由負向轉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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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影響效果

變數 93 年住宅土地價

格（第四章）

94 年住宅土地價格

（第四章）

93 年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第五章）

基地面積 0.035* － －

臨路寬度 0.223*** 0.14*** －

市中心距離 -0.242*** -0.40*** -0.314***

鄰里人口密度 7.7×10-6** 9.6×10-6*** 1.4×10-5***

公園面積 － － 0.024***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 － 6.0×10-6***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3.0×10-5*** － －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 2.1×10-5* －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6.5×10-5* 0.0007** －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 － 1.4×10-6**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 － -5.5×10-6***

說明：有***，**，與*分別表示該係數在 99﹪、95﹪與 90﹪的信賴區間。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不論是公有或私有空地再利用，其邊際價格相對偏低。

探究其原因，可能是空地再利用將來仍可開發作其他使用，現行的空地再利用為

暫時性使用，故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邊際價格相對偏低。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

園及臨時停車場使用，確實會對鄰里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提升作用，故政府仍應繼

續推動公有空地再利用的政策，以彌補鄰里的開放空間不足。本文實證結果也發

現，由於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使用，93 年會產生負的空間外溢效果，此

表示私有空地作為運動場使用，其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探究其原因，可能是

運動場使用所產生的噪音影響到鄰近居民，或者私有空地運動場的管理維護成本

大於外部利益，故政府須考量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問題。

二、空地再利用的開放空間效果及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邊際效果

本文第五章主要在探討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

影響分析，有關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係以 93 年新建住宅土地的公告現值作為替

代。由表 7-1 可以得知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影響效果，公有空地經投入

資源再利用後，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這表示空地再利

用作為開放空間之後，其延伸的外溢利益會大於空地管理維護的外溢成本。公有

空地再利用的型態，大多規劃設置為公園綠地、臨時停車場、運動場、簡易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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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廣場等，這些利用型態相對地增加了鄰里的開放空間，在未來仍有可能開發

作為其他使用，故為暫時性的開放空間。由於潛在的轉用功能多元，也可說是可

開發性不會受到閉鎖，這種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產生正

面影響效果，同時，鄰里的公園面積愈大，反應在該鄰里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也

愈高。

在永久性開放空間方面，公園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將增加為 517.28 元。在空地再利用方面，公有空地再利用對於該鄰里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每平方公尺增加為 0.129 元。將開放空間的邊際價格作一比較可知，

永久性開放空間(如鄰里公園)的邊際價格高於可開發性空間(如公有空地再利用)

的邊際價格，公園的邊際價格較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則高出 4010 倍之

多。由實證結果得知，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相對偏低。探究其原因，可能

是空地再利用為暫時性使用，故邊際價格偏低。由於公有空地再利用確實可對鄰

里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產生正向效果，故政府應繼續推動空地再利用政策，以彌補

鄰里的開放空間不足之外。另外，政府仍應加強管理維護永久性的開放空間(如

鄰里公園)，進而提升鄰里新建住宅土地價值。

三、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外溢效果

鄰里土地開發使用的型態的不同，會對週邊住宅用地有何種影響？這個問題

的實證研究，可以有助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使用項目或使用內容的相依性，

或是相衝突性，有進一步清楚的認識。本研究發現，當鄰里土地開發作為住宅使

用時，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形成正的空間外溢效果，這表示鄰里住宅土地開發

的外溢利益(如聚集經濟的便利性)大於外溢成本(如擁擠或吵雜噪音外部性)，這

對新建住宅地價也產生正面資本化效果。但當鄰里的空地開發作為工廠使用時，

會對新建住宅土地產生負的空間外溢效果；即鄰里工廠土地開發的外溢成本(如

環境污染)大於外溢利益(如就業機會)，此表示工廠使用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負

面資本化效果。

近代的智慧型都市規劃理念中，強調土地使用應存在適當的混合使用，這個

「適當」的邊際條件在哪呢？本文透過實證研究發現，例如空地開發作為工廠使

用，而逐漸對新建住宅土地產生負的空間外溢效果時，就是政府部門必需對土地

作為工廠使用應有管制，政府此時可結合營建管理制度來加以調節，以避免環境

外部成本逐漸擴大而失控，或適時銷彌外部成本，這在強調都市環境永續發展的

目標下，可作為一種具體且微觀調控的管制工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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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地再利用的邊際效果，作為政府推動空地管理與再生之依據

人在都市空間中的活動是多元而複雜，專家式的都市規劃過程往往是有限理

性的，因為，在規劃土地開發利用的內容上是，專家的市場資訊極為有限，以致

規劃的土地使用與現況的土地使用，往往有相當的落差，這個落差存在與解決，

需要在實證研究中多加探討。本文透過實證的邊際效果分析，有助於我們在投入

與產出之間的決策行動，有更週延的理性。Geoghegan（2002）的研究發現，永

久性開放空間（如公園）相對於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如私人擁有的農地或森林）

更具有價值性。因此，都市開放空間的有無、規模的大小、公有與私有的差異、

住宅用地距離開放空間的遠近等，皆會對都市內住宅土地價格造成影響。

本文實證發現，永久性開放空間的邊際價格確實高於可開發性開放空間的

邊際價格，如鄰里公園的邊際價格相對於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高出 4010

倍之多，這個施行成效遠大於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這個證據可讓政府部門清楚

認知，規劃各種永久性開放空間對都市發展、居民生活及居民財產價值等方面，

可帶來良好的潛在影響。故從前述觀點，台南市政府推動公私空地再利用的環境

政策，除了值得高度肯定外，這個公共制度也確實發揮良好的誘因。未來政府部

門在各種永久性開放空間的維護與管理，可以更積極投入資源以誘發及增進更大

的都市總利益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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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地重劃制度調節空間外部性與交易成本之影響分析

一種土地開發制度的激勵作用是簡單而重要的，有了激勵作用往往可以改

變潛在交易雙方在成本與利益上的思考，進而反應在行為決策上。政府的市地重

劃制度，在調節土地市場的交易成本，以及修正空間外部利益與外部成本方面，

具有重要的經濟作用。然而，實務上土地產權移轉交易存在各種的交易成本，這

使得開發者在整合土地產權存在高度困難，只要有一地主存有極大化自利動機的

機會主義行為，或不願合作的策略性行為，這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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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耗費多時，方能成功

取得土地並進行開發。否則，建設商就會放棄該筆土地的開發意願。若缺乏建設

商在技術與資源投入，許多都市地區的土地開發過程，常顯得有些凌亂或破碎。

故良好的土地開發制度往往是低度交易成本的，制度誘因會改變資源實質上的利

益與成本，激勵握有不同資源技術的交易雙方展開有效率交換，有效率的產權重

新安排將促使資源擴展更大的用途，當然這是在各種開發者參與競爭過程所體現

出來的。

雖然，土地產權重新安排相關問題的解決，實務中經常是透過政府制定制

度並裁判其中的糾紛，這並非本文強調政府介入是具有效率的，但政府制定相關

制度在調節或降低土地市場交易成本的功能，是市場機制運作的重要基礎。本文

則透過較科學的實證研究，以便能體察真實的情況。這個研究過程主要在回答三

個問題：第一，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後是否因交易成本降低而存在正的空間外部

性？第二，建設商的土地開發行為是否因交易成本降低而存在正的空間外部性？

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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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在降低交易成本及誘導正向空間外部性發揮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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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利益與成本的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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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透過制度實施過程所帶來的誘因，良好地實現

內部化。外部利益實現的波及效果值得重視，這會誘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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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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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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行為者是重要的媒介者，他們的開

發使用行為，透過自有資源與技術的投入，改變了土地的市場價值，同時也會產

生外溢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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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其他鄰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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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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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地重劃實施後對於土地市場所

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實證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地價之空間外部性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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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激勵建設商投入資源參與土地開發及誘發空間外部性效果的治理

有效率的制度，往往能激勵市場參與者爲獲取資源利益而展開競爭，競爭

會讓開發者不斷改進產品或發現低成本方法來增進產出，於是建設商之間的持續

競爭，也就不斷反應在資源利用效率的增進，這是本文探討建設商個體空間互動

關係反應在空間外部效果的邏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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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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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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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7-2 空間外部性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效果，有關建設商個體空

間互動關係方面，80 年、85 年及 90 年分別呈現顯著正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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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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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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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85 年及 9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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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80 年、85 年及 90 年「住宅樓地板面積」的參數估計為

顯著負向，但 93 年「住宅樓地板面積」的參數估計則為顯著正向。當期住宅樓

地板面積的估計係數為顯著負向，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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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商或地主的土地開發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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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livan（1983)將擁擠外部性區分為開發量

擁擠外部性與開發強度擁擠外部性兩種，此等外部性均會造成公共設施的不足及

環境品質的下降，並使經濟活動在空間分佈上產生不效率。

表 7-2 空間外部性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效果

變數 80 年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

（第六章）

85 年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

（第六章）

90 年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

（第六章）

93 年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

（第五章）

建設商 0.121*** -0.034* -0.077*** －

市中心距離 -0.874*** -0.565*** -0.559*** -0.314***

鄰里人口密度 0.113** 0.106*** 0.429*** 1.4×10-5***

公園面積 － － － 0.024***

公有空地再利

用面積

－ － － 6.0×10-6***

住宅樓地板面

積

-7.8×10-5*** -8.5×10-6** -3.9×10-5** 1.4×10-6**

店舖樓地板面

積

1.7×10-5* 2.0×10-5*** 8.1×10-5*** －

工廠樓地板面

積

－ － － -5.5×10-6***

位於重劃區內 0.47*** 0.119*** － －

重劃道路面積 -2.1×10-6*** － － －

重劃公園面積 1.4×10-5*** － － －

說明：有***，**，與*分別表示該係數在 99﹪、95﹪與 90﹪的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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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的市地重劃制度，反應在新建住宅價格的邊際效果

若不是完善的市場價格機制制度存在，價格要聯繫市場交易雙方的資源是

困難的，而政府建構的市地重劃制度，將資源擁有者分散又各自獨立的能力聯繫

在一起，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這個作用反應在住宅產品價格的增減影響為何？

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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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關於開發者位於重劃區開發產品的特徵邊際價格分析，發現新建住

宅設於重劃區內相較於非重劃區而言，其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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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區範圍在住宅土地邊際價格呈現正向關係。

四、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為最適特徵價格模型

由表 7-3 可以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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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實證年度最適的特徵價格模型為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空地再

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二個實證年度最適的特徵價格模型為空間誤差模

型。「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最適的特徵價格

模型為空間誤差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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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考慮到模型中次要的變數，表示空間自我相關存在於誤差項中。

由本文實證結果可知，在空間誤差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中，空間誤差係

數()皆為正向並顯著，表示在誤差項中有干擾因子造成空間自我相關，住宅土

地價格及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鄰近次要因素影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由此可

知，本文在後續研究方面，仍須加強並蒐集更多有關影響住宅土地價格之資料，

以使空間迴歸模型的控制變數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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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住宅土地及新建住宅土地之最適特徵價格模型

實證分析 空地再利用對住宅

土地價格之影響

（第四章）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

土地開發對新建住

宅土地價格之影響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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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最適模型 93 年空間誤差模型 93 年空間誤差模型 80 年 空 間 誤 差

Box-Cox 模型

94 年空間誤差模型 85 年 空 間 誤 差

Box-Cox 模型

90 年 空 間 誤 差

Box-Cox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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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台南市空地管理制度實施，填補了都市計畫與實務現況之間的空地利用問

題，這個制度呈現了兩大功能，一是作為開放空間之後的良好外溢效果；二是促

使空地地主學習妥善利用閒置的資源，或是如何再利用的動機受到鼓舞，這在未

來可形成一定程度的自發性市場機制，以彌補都市規劃在理性工具運用上的缺

失。此外，這也說明了政府多思考有效率的公共制度推動，有時候比自身直接投

入資源，會更節省成本，這也包括各種交易成本。對都市空間資源的再配置，也

有間接引導與推到都市整體利益的改善。

政府依據傳統專家式的都市規劃，在建構土地使用分區內容及實施土地開

發制度（如市地重劃），往往顯得資訊有限，而做出有限理性的決策與方案。當

許多想極大化自利動機的地主，經常偏離都市計畫制度的約束時，實務上就會呈

現土地使用的不連續、片段或破碎，這對都市發展及財政資源的配置效率，通常

會有不利的影響，這個課題也值得透過實證研究，以了解未來可調解的土地使用

方向與內容。

在都市的土地開發制度上，市地重劃的制度誘因，以及在公私財產權效率

的影響程度如何？需要透過多方實證研究才能了解。本文透過實證研究得知，政

府實施市地重劃制度，對公私有財產權的資源效率產生許多良好影響，也顯現著

政府建立的土地制度在補充市場機制不足之處，發揮了良好的功能，主要在資源

利用的誘因與競爭激勵上，本文的實證結論，有助於政府部門清楚了解市地重劃

制度在調節財產權效率的內在邏輯，讓這個制度研究上能更貼近都市社會實際狀

況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