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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開發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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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傳統的都市經濟理論，都市發展的模式主要取決於地租的差異，而地

租高低差異，則是取決於區位上距離市中心遠近所導致的通勤成本高低。因此，

理論上，都市發展應該是呈現一連續的型態，由市中心向外逐次遞減，但都市的

現況並非如此（劉小蘭、陳維斌，1996）。實際上，在市中心區仍保有許多空地

(vacant land)未開發，就直接跳躍至市區以外的土地發展，形成所謂的蛙躍式發

展（leapfrog development），有別於 Alonso(1964)所提的都市發展模式。都市蛙

躍發展會產生各種經濟外部性，以致近年來探討都市內開放空間（如閒置空地）

或已開發空間（如市地重劃區的土地開發)之利用受到關注（Sorensen, 2000；

Bowman & Pagano, 2004）。但都市內開放空間或已開發空間之利用也會帶來外部

性，這個外部性影響的觀察，往往可以從其住宅土地價格產生的增減變化呈現出

來。於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於各種空間利用（特別是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地開發）

之後的外部性呈現，會對住宅土地價格形成何種影響的內在邏輯關係進行探討。

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不論是理性規劃賦予的新產權安排（如土地使用分區

的變更），或是自由競爭機制的土地產權交易活動，都可能留下一些待開發或若

干轉換用途的空地，這些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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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空地週邊的里長

及里民整理後，並作為公共性的開放空間(open space)使用，這等於將現有閒置

的空地財產權型態，做了一種相容於當前週邊環境而呈現更多類型的利用內容，

這也就是將財產權（特指使用權）型態做了重新安排。而空地再利用的財產權價

值在這過程會出現變化，新市場價值的浮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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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註1 若市場中有一些個體受到這些髒亂負面效應的影響，例如生活在空地或閒置土地週邊的居

民，他們極有可能在預期一種交易成本不高且利益優於成本的情況下，當事人（包括居民、

政府代理人的里長與所有權人）可透過自願性協商與談判，由其中一方（如受負面影響的里

民及里長），施與少許的勞務與資本，將閒置與未利用的空地，或者土地上曾經有建築物的

閒置土地，進行環境美化或改良後具有某種使用功能（如公園、停車場），進而成為公共性



第一章 緒論

1-2

早期文獻曾探討都市公園及綠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研究發現住宅

距離公園或綠帶愈遠，住宅土地價格也愈低（Kitchen & Hendon, 1967）。最近的

研究則發現，不同類型的開放空間及其不同規模下，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亦有

所不同。Cheshire & Sheppard（1995）在公私有不同權屬的差異上發現，公有及

私有的開放空間，兩者在不同規模下對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的顯著性。

Geoghegan（2002）的研究更發現，都市中被劃定為永久性的開放空間（如都市

公園或綠帶），相較於具有潛在多元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如私人擁有的農地或

森林），這些永久性的開放空間往往具有更佳的外溢效益與價值。因此，都市開

放空間的有無、可轉用機會的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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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空地再利用」定義為公有及私有閒置或未利用的土地，或者土地

上曾經有建築物的土地，地主願意暫時提供作為該鄰里開放空間的使用（如作綠

地公園、臨時停車場及簡易運動場等）。由於空地將來仍可開發使用，故空地再

利用屬於短暫性及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developable open space）。本文假設公有

及私有空地再利用，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會產生正向的空間外溢效果。因

此，本文第一個想要驗證的問題是永久性開放空間（如都市鄰里公園）及具有潛

在多元的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如公有及私有空地再利用），不同類型的開放空間

對於鄰里住宅地價及新建住宅地價是否具有差異性，以及這樣的差異性是否反應

出正面效應，這個正面效應能顯著地推動該鄰里的住宅土地價值及新建住宅土地

價值提升。

台南市最初基於有效防治登革熱病媒蚊蟲的滋生，逐漸重視行政轄區範圍

內的公有與私有閒置空地的清理與管理問題，於是有了促進空地再利用的想法，

後來則具體的於民國九十二年制定實施「空地管理自治條例」。台南市空地管理

自治條例(註2)，運用容積獎勵、稅捐減免、以及罰款等治理機制，期望誘導空地

的開放空間(open space)使用。此種透過自願性協商、談判進而合作的空地財產權（特指使用

權）的重新安排，由封閉使用轉為開放使用或半開放使用，有助於連結開放空間與公共財或

共同財(collective goods)之間的潛在集體利益，被誘發呈現於市場經濟中，使得外部性（特

別是外部成本）能在當事人之間的自願協商下，得到一個更佳的外部性產出水準，並反應在

住宅土地價格之中。

註
2
台南市政府為營造適合居住的生活環境，依「台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台南市市

有空地認養維護管理辦法」規定，推動空地認養設置綠地公園、臨時停車場、運動場、簡易

藝文活動廣場等。依台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空地指全部或部分閒置、荒

廢之土地，及建物四周全部或部分未利用之土地。空地再利用係將閒置的公私有空地，暫時

規劃作為綠地公園、臨時停車場、簡易運動場及簡易藝文中心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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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善盡管理維護責任，以提昇都市環境品質；同時也鼓勵地主將建築前的空

地，提供作為綠地或其他公共設施使用，以補足鄰里公共設施之不足(王明蘅等，

2005)。因此，空地如何利用不僅受到都市規劃者越來越多的關注，空地利用的

影響也將反應在都市的住宅土地價格上。

當空地不再閒置或終止養地階段，越來越多的開發者積極投入資源，將土

地開發為更高利用價值的建築物時，若每一開發者皆追求最高自身利益，將建築

物量體的開發極大化時，由於開發者無須考量鄰里公共設施的負擔，且無須考量

開發個案對鄰里所產生的外部利益與成本，這時將容易引起外部性問題(Smith et

al., 2002)，有學者將此部分稱為空間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Fujita et al.,

1999）。由於相鄰的土地會有一種空間上的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這種空

間相依性往往會產生外溢（spillover）的利益或成本（Harvey, 2000）。當外溢利

益(如聚集經濟)大於外溢成本(如擁擠外部性)時，其將產生正的空間外溢效果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但當外溢成本大於外溢利益時，其將產生負的空間外溢

效果。

爲了瞭解空間相依性的具體影響，Irwin & Bockstael（2002）運用空間計量

分析，驗證了開放空間具有正向效果及土地開發具有負向效果，而最有價值的住

宅宗地為開放空間數量最大化及土地開發數量最小化。傳統競價地租理論

（bid-rent theory）雖揭示了商業使用的地租會是最高；其次為住宅使用；再其次

為工廠使用，但該理論並未提及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空間外溢效果對地價之變

動影響。因此，本文第二個想要驗證的問題是鄰里性空地開發作為住宅、店舖及

工廠等使用，不同土地開發類型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有差異性，以及不

同土地開發類型產生的空間外溢效果。

本文有關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實證分析，以及空地再利用及鄰里

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實證分析，主要以 Geoghegan（2002）的理論模

型為基礎，研究範圍以台南市為例，運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空間延遲模

型（spatial lag model）以及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等，分別建構住

宅土地價格及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特徵價格模型（hedonic pricing mod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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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及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以建構

具有空間外部性的特徵價格模型。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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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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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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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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三個想要

驗證的問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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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對於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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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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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 市地重劃可區分為公辦市地重劃（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自辦市地重劃（依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本文市地重劃係指公辦市地重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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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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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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土地價格會有下降的壓力作用。

傳統有關外溢效果與住宅土地價格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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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有空間相依性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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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關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實證，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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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架構主要將制度因素（如空地管理自治條例及市地重劃條例）、個

人決策效果（如建設商個體互動關係）、空間外部性效果與住宅土地價值變化等

因素，做了理論層面與實證層面的探討與整合。本文主要運用特徵價格模型、空

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等進行實證研究，這在國內有關住宅土地價格實證問

題的分析，也做出了一些突破與實務貢獻。在空間計量分析方面，目前在空間計

量的理論模型上，已推導出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釋力，但尚缺

乏有關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的理論模型推導與實證。本文進一步將空間誤差

模型與 Box-Cox 函數予以結合，並驗證出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具有良好的解

釋力，故在空間計量分析上也做出了突破與貢獻。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之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以下四點：

（一）從空間外部性理論的觀點，探討空間利用的外部性變化，對住宅土地價格

所產生的空間外溢效果影響。

（二）閒置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開放空間效果，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

有正面影響效果；其次，公有及私有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否具有差

異性，並分析空地再利用的邊際效果，以作為政府推動空地管理與再生之

依據。

（二）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開放空間效果，其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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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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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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析空地再利用及鄰

里土地開發的邊際效果，以作為政府推動空地管理及土地開發管理之依

據。

（四）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觀點，基於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制度有助於

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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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析各年度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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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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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一）理論與文獻回顧：本文有關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以及空地

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理論架構，主要以 Geoghegan（2002）的理論模

型為基礎，假設消費者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及空地再利用具有開放空間性

質，將開放空間區分為永久性開放空間（permanent open space）及可開發

性開放空間，並將模型擴充考量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空間外溢效果。本

文有關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理論架構，主要是從新制度經

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觀點，基於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制度有助於降低交易成

本的前提假設，探討政府市地重劃實施及建設商土地開發行為所產生的空

間外部性，反應在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由於住宅土地價格為許多特徵所組成，特徵價格模型假設異質

的住宅財貨為一束特徵所組成，將均衡交易價格視為不同性質的不動產交

易特徵，並為統計模型的簡化式。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特徵價格模型進

行估計。

1.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實證分析：此部分實證研究的特徵價格模

型選取上，除基地面積、臨路寬度、市中心距離等採用對數對數（log-log）

外，由於某些變數最小值為零不宜取對數，故其餘變數將採用半對數線

性（semi-log）函數的型式。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估計，其

次，使用空間迴歸模型中的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及空間誤

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進行實證，並將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

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等分析比較，最後以求得最適的迴歸模型。

2.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實證分析：依理論基礎建立實證模式，在

實證模型選取上，除基地面積及市中心距離採用對數對數外，由於某些

變數最小值為零不宜取對數，故其餘變數將採用半對數線性函數的型

式。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並以空間迴歸模型中的空間延遲模型

及空間誤差模型進行實證，並將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

誤差模型等分析比較，最後以求得最適的迴歸模型。

3.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實證分析：依理論基礎建立實證模

式，在實證模型選取上，除基地面積、市中心距離、鄰里人口密度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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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Box-Cox 轉換函數外，由於某些變數為虛擬變數或最小值為零，故其

餘變數將採用半對數線性 Box-Cox 函數。首先以一般迴歸 Box-Cox 模型

估計，並以空間延遲 Box-Cox 模型及空間誤差 Box-Cox 模型進行實證，

最後以求得最適的迴歸模型。

二、資料說明

（一）有關空地再利用與住宅土地價格資料，主要為內政部地政司民國九十三年

及九十四年住宅土地買賣實例資料，以及台南市政府民國九十二年及九十

三年公有空地及私有空地管理資料。由於台南市為全台率先實施空地管理

自治的縣市，故本研究空間範圍以台南市為主。本文僅考慮鄰近的住宅土

地價格，暫不考慮鄰近的建物價格。

（二）有關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資料，主要為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使用執

照資料、民國九十二年公有及私有空地管理資料、以及民國九十二年公園

綠地資料等，本文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係以每一筆使用執照上的基地地號，

以基地地號的公告現值作為替代。本文僅考慮新建住宅的土地價格，暫不

考慮新建住宅的建物價格。

（三）有關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資料，主要為台南市民國八十年、

八十五年及九十年使用執照資料，以及台南市總共十三期市地重劃資料，

住宅土地價格係以每一基地地號的公告現值作為替代，故本文時間範圍以

民國八十年、八十五年及九十年為主。本文僅考慮新建住宅的土地價格，

暫不考慮新建住宅的建物價格。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分為八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第二章為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主要在說明本研究的

理論架構。第三章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之分析架構，主要在說明制度、空

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三者之關係。第四章為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

響，主要在說明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效果。第五章為空地再利用與

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主要在說明一空地作為再利用或開發

後，其對於鄰里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效果。第六章為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

與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主要在說明政府市地重劃實施及建設商

土地開發行為所產生的空間外部性，反應在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第七章為



空地開發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1-9

綜合分析，第八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文第五章的實證分析為第一階段完成，第六章的實證分析為第二階段完

成，第四章的實證分析為第三階段完成，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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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流程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空間外部性理論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

理論

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

市地重劃理論

實證模式與變數

資料說明與分析

實證結果分析

綜合分析

結論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