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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空間外部性相關理論

空間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為空間經濟學中重要的觀念（Fujita et al.,

1999），其主要在探討相鄰空間中的經濟外溢效果。在區域科學中，也有長期研

究並發展為核心觀念。有別於傳統理論中每一經濟個體為獨立的，其主要在探討

個體間互動關係。Akerlof（1997）研究指出，有關社會互動關係須有明確的模型

說明其空間關係。因此，近來在公共政策、都市及不動產經濟、環境資源經濟等

領域中，已將區位、空間互動及空間外部性等觀念納入於模型中。由於空間外部

性著重於一真實型態並考量空間效果，故現行主要的計量方法為空間計量經濟學

（spatial econometrics）（Anselin, 1999）。在其他社會科學中如人口統計學，也開

始從空間觀點探討空間模型中的鄰里效果（Abbot, 1997; Sampson et al., 2002）。

近來，有關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個議題：一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

將空間視為一整體因素；二是空間外部性的理論建立；三是空間外部性的方法

論；四是在一般經濟研究中空間分析方法等（Anselin, 2003b）。上述第一個議題

主要在說明將時間與空間因素整體考量的重要性，例如實際路網距離計算（社會

距離、經濟距離）較傳統距離方格為優。由於現行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發

達，有利於評估空間資訊價值，故空間分析可解釋社會互動的行為模型。第二個

議題主要在探討空間是否如 Alonso 理論為連續的或不連續的，以及空間規模、

空間聚集、考量時間與空間的動態均衡解等。第三個議題在說明現行土地使用模

型及住宅市場模型，已考量空間外部性的特徵及定義，其主要理由有三：（1）由

於地理統計技術及網絡分析，有助於處理高度不規則的空間資料；（2）住宅市場

模型中價格機能決定，仍須考量鄰近外部性的影響；（3）在實證研究中，能將真

實的經濟個體資料建構在地理資料庫等。第四個議題在說明特徵模型與空間分析

兩者整合的相關研究，例如空間分析工具（包括地理資訊系統）的重要性、空間

模型的定義及均衡條件等。

將地理上相鄰的空間與不斷發展利用的時間動態相互結合，將有助於更貼

近事實並解釋現實動態的各種現象變化。由於空間因素對於社會互動與外部性具

有重要的影響力，故未來研究方向主要在解決模型中不連續或連續的均衡解。空

間外部性產生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將此外部性，可以有效地在市場中交易完成。

另外，人類經濟活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隨著某些人口經濟活動及某項

土地開發利用在質量的增加與複雜化，往往會對周圍既存的經濟主體造成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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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或損失，這就形成了外部性，本文將此現象稱之「空間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由於外部性的存在，也使得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或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的影響，無法透過市場價格反應出來。

以「空間外部性」的外部成本為例，當都市中一定範圍的土地規劃若做商

業使用，對於居住在周邊的住戶，則會有遭致噪音吵雜及交通擁擠的外部成本；

如為純住宅使用，對於至市中心就業的人，則會有交通時間耗費及購買交通工具

支出的外部成本。空間外部性之所以未能被反應出來，就新制度經濟理論的觀

點，是市場存在過大的交易成本所致，故當這些外部性要能反應在人類經濟活動

中，也就是外部性的內部化，則必須依賴一種制度規則（如市地重劃制度），以

降低交易成本（激勵人的交易動機與協調交易內容），進而將這些利益或成本透

過市場交易活動反應在住宅土地價格的變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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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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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理論架構

本節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理論架構，主要引用基本的住宅區位選

擇模型，有關土地使用的空間經濟模型具有豐富歷史，其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

單核心模型（the monocentric model），另一是公共財政及空間寧適模型（the public

finance/spatial amenities model）。有關都市空間結構的單核心模型，其土地使用

分佈為無任何特徵的平原並圍繞於市中心（CBD），在地租梯度遞減及交通成本

遞增之間取得均衡（Alonso, 1964；Muth, 1969）。在單核心模型中，蛙躍的土地

將呈現環狀及圍繞於市中心，並暫時作為農業或空地使用；此蛙躍效果為短暫

的，在預期價格變化之後，尚未開發地區最後將變更使用（Mills, 1981）。

原始的理論認為通勤成本與區位價格具有替換關係(trade-off)，故通勤距離

視為必要的解釋變數。然而，道路並不是完全的外生變數，至少一部分係隨著土

地開發而興建，道路的興建係為降低通勤成本並與土地開發的土地予以聯繫。故

本文為加強模型說明的真實性，可及性定義為沿著交通路網的距離(即衡量實際

路網距離將優於直線距離)，交通路網的重要性與土地密度、價值梯度之間的決

定具有一致性(Hoch and Waddell, 1993；McMillen, 1996)。若進一步考量動態單核

心模型（the dynamic monocentric model），此模型更具現實及複雜性。動態單核

心模型依據地主的短視（myopic）或預知（foresight）情況，以解釋都市非連續

或蛙躍的發展(Anas et al., 1998)。

有關公共財政及空間寧適模型為消費者選擇其居所會考量地方稅捐課徵及

公共設施水準，消費者以腳投票（vote with their feet）的方式，以反映個人的偏

好與公共設施的需求程度（Tiebout, 1956）。亦即，地方公共設施提供與稅捐課徵，

其將影響消費者住宅區位選擇。藉由公共設施提供，例如公園、運動場、停車場

等非嫌惡性設施提供，對地價具有正面資本化效果（positive capitalization effect）

(林森田，1996)。但此模型並未考慮外部性的問題，故其土地使用分佈及公共設

施提供是具有效率的。當鄰里的土地進行開發時，可能對周遭生態環境造成負面

影響，同時產生開發量及開發強度的擁擠外部性（congestion externalit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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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liva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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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理論模型以 Geoghegan（2002）為基礎(註1），假設消費者具有相同

的效用函數，除延續 Geoghegan 將開放空間分為永久性開放空間及可開發性開放

空間外，並將模型擴充考量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空間外溢效果。本文理論模型

說明如下：

max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 SSSHZUU ,,,, （2-1）

s.t.   HSSSPZPxTY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HZ ,, （2-2）

Z 為非新建住宅的綜合性財貨、H 為新建住宅土地、Spermanent 為新建住宅土

地所在鄰里的永久性開放空間、Sdevelopable為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可開發性開

放空間、Sdevelopment 為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土地開發量。假設消費者擁有相

同所得 Y，並在市中心就業，每一新建住宅與 CBD 的距離為 x，T（x）為距離

x 的通勤成本，PZ 與 PH 為綜合性財貨及新建住宅土地的單價。故在均衡下，消

費者擁有一相同的效用水準U ，每一消費者為達到U ，租金支付 R。消費者效用

水準及競租函數分別說明如下：

  USSSHRxTYU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  ,,,, （2-3）

 UYxSSSHRR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 ,,,,,, （2-4）

本文假設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開放空間有兩類，一是永久性開放空

間，例如鄰里公園及綠地；另一是可開發性開放空間，例如公有空地再利用及私

有空地再利用，其暫時作為公園、停車場、運動場等，將來有可能開發作為其他

使用。開放空間為公共財或共用財，非一新建住宅所有者所個別擁有。假設消費

者偏好更多的開放空間及較少的土地開發，並預期消費者對於永久性開放空間具

註
1
在 Geoghegan（2002）的理論模型中，影響消費者效用的變數包括非住宅綜合性財貨、住宅

樓地板面積、私人庭院、基地周圍的永久性開放空間及具可開發性開放空間等。本文實證模

型的應變數為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故將影響消費者效用的變數修正為非新建住宅的綜合性財

貨、新建住宅土地、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永久性開放空間、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可

開發性開放空間、新建住宅土地所在鄰里的土地開發量等。有關新建住宅土地變數為使用執

照上新建住宅的基地面積，基地面積包括主建物的基地面積、公共設施的基地面積(如公寓

大廈的中庭花園)、退縮地及保留地等，本文新建住宅土地變數包括私人庭院部分，故未獨

立考慮 Geoghegan 的私人庭院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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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價值。消費者願意支付更多的公有及私有開放空間，開放空間對於新建

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本文假設鄰里土地開發作為住宅、店舖住宅(包

括辦公室)、工廠等使用，因鄰里土地開發將產生外溢的利益及成本，外溢利益

為居住、購物及就業的便利性及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cs)，外溢成本為

土地開發所產生的擁擠外部性，例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吵雜噪音等。當鄰里

土地開發的外溢利益大於外溢成本時，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形成正面外溢效

果；但當鄰里土地開發的外溢成本大於外溢利益時，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形成

負面外溢效果。利用 Lagrange 方法，可將（2-1）、（2-2）式以 Lagrange 函數表

示為：

     HSSSPZPxTYSSSHZUL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HZ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  ,,,,,, 

（2-5）

由一階條件中，我們可得：

0











S
P

H
S
U

S
L H （2-6）

將上式整理後，我們可得各屬性變數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偏微分。亦即，

各住宅屬性的邊際願意支付（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也就是其隱含價格

（implicit price）。

S
U

HS
PH









1

（2-7）

其中1/λ為單位效用的貨幣價值及各屬性的邊際效用，二者的乘積為各屬性

變數的邊際價格（marginal price）。利用上式，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特徵函數的縮

減式（reduced form）表示為：

  tdevelopmenedevelopablpermanentH SSSHfP ,,, （2-8）

其中 ε為誤差項。為驗證上述的理論模型，本文將於實證模型中建構新建

住宅土地的特徵價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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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理論架構

本節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之理論架構，主要從制度、交易成

本與外部性，三者之間關係進行探討。土地市場的交易活動殊異於一般商品的交

易，因為土地具有非同質的特性，僅有相對較少的買方及賣方參與市場交易，買

賣雙方對於標的物訊息有限，尤其對於未來可利用的潛在價值之相關訊息更是不

充分，因此，土地市場為不完全競爭市場。由於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土地所有

者會在土地待價而沽的階段，尋求更高的獲利機會而願意完成土地交易，故在一

定範圍內且某一特定用途的土地，其土地供給曲線是呈現正斜率的（Neutze,

1987）。但是，也會發現在缺乏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下，地主之間對價格訊息的

觀點則具差異性。每位地主都想極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將難以整合地主間一致性

願意出售土地的行動，這導致了市場交易的阻礙，我們可以將此種情況視為存在

極大的交易成本，這也使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受到影響。從新制度經濟的觀點，

視為交易成本影響了財產權的分配，進而影響了資源利用的配置效率。故在財產

權私有化的經濟體系中，當土地所有人都存在極大化個人自利行為，又缺乏一種

有效制度規則來協調買者與賣者之間交易活動的成本，這個交易成本的存在，阻

礙了土地資源作為其他更佳用途的可能性，使得最有效利用者無法透過市場價格

機能取得土地，這也意味著存在一種空間資源配置利用下的外部性問題。

當個人決策表現在地理空間上的經濟活動，就變成一種賣者不賣，買者到

處尋求機會的現象；簡言之，是存在一種交易成本阻礙了人類聚集活動的有效

性，這在都市經濟活動就會呈現分散化發展之現象。都市發展的分散化好不好

呢？Ohls & Pines（1975）從效率的觀點，由於分散化發展在未來將具有更多彈

性，故分散化發展不一定會是最差。但 Jenks 等人（1996）從環境資源永續性觀

點，都市分散化發展往往會帶來更多環境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問題，故都市分散

化發展會引起環境外部性問題，所以，最近研究認為緊密都市（compact city)是

具有較佳永續性的。而在都市朝向緊密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都市規劃與土地開

發制度具有重要的協調與激勵作用，這個制度作用有助於協調不同利益的分工參

與者的成本能夠降低，也能激勵個人在利益機制下願意合作，並有助於化解個人

間獨立行事所產生的衝突（Kasper & Streit, 1998）。

以市地重劃制度為例（如圖 2-1 所示），政府在一定地區內實施市地重劃後，

不但土地產權重新調整與分配，同時在土地利用的潛在價值上也有所影響；此

外，不相容土地干擾的外部性內部化，政府提供公共設施服務，讓交易雙方產生

新利益的預期，而這種預期潛在的利益類似價格機制，會誘導交易雙方展開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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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同意的協商，這使得存在公共領域中的利益能夠內部化（外部利益內部

化）。Coase（1937, 1960）指出產權界定與安排會影響市場交易者的交易成本，

於是如何界定與安排產權就顯得特別重要。所以，近來研究在交易成本的理論基

礎上，證明了政府制度的制定對產權安排與交易成本具有直接性影響（Adams et

al., 2005）。North（1990）更認為建構一套制度是重要的，它可以減少人類互動

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故政府透過市地重劃制度的設計，

讓地主願意進行交換、分割或合併的協議，也讓建設商形成合理預期，更讓地主

與建設商互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能夠降低，為交易雙方創造合作條件並形成新利

益的合理預期，制度具有降低買賣雙方交易成本的作用，也有助於增進土地資源

有效利用。

近來許多文獻將 Coase 的交易成本論結合到規劃理論中，Alexander（1992)

提出規劃的交易成本理論，將規劃與交易成本的觀念結合並應用在制度結構與制

度安排的相關規劃問題探討。由於交易成本與實質生產成本不同，交易成本是關

於完成交易這一過程所產生的成本（Lai, 1994)。公私部門對於土地開發過程可

類比為一種生產及交易的過程，其中土地究竟要做何種開發利用是需要許多市場

資訊交換，而取得資訊就延伸出交易成本。在一個土地開發過程中，土地最佳利

用的價值，會受到市場資訊取得的影響，所以蒐集經濟活動資訊的交易成本往往

會影響土地做何種利用的價值（Buitelaar, 2004)。為何蒐集土地開發的市場資訊

會存在交易成本？這需要回到新制度經濟理論對「經濟人」的假設，該理論認為

基於人會有機會主義行為，且獲取完全資訊的成本往往高得驚人，因此，認為市

場交易參與者是有限理性且資訊是不完全的，這就引起了雙方交易活動的交易成

本。交易成本可區分為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s)及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s)

(註2)，資訊成本為資訊需求成本，例如建設商蒐集土地市場資訊的成本；制度成

本為創設及執行制度所產生的成本，例如政府公告市地重劃辦理範圍及時期，並

與重劃區內土地所有人進行協商市地重劃辦理的內容，這個協商過程就存在交易

成本。近來有關交易成本的研究，也應用在市場過程及政府角色的相關議題

（Williamson & Masten, 1999；Webster & Lai, 2003)，這些文獻提供更切合實際市

註2 Buitelaar（2004）說明生產成本包括製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包括資訊成本與制度

成本。有關交易成本的認定及衡量並不是例行性的工作，目前尚無人作如此嘗試並達成完整

滿意的結果。相關研究也認為衡量交易成本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交易成本最小化理論，在

實證上的效度依然是不清楚的。交易成本理論視為一驗證性理論（positive theory)是有爭議

的，一是交易成本衡量的問題，另一是假設制度朝向最小的交易成本（如效率），但是許多

制度對於高度無效率時則是允許的。不論衡量與否，交易成本具有高度啟發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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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問題的有用觀點，但是相關實證性研究仍嫌不足。

一般政府對於土地市場供給面的干預有兩種類型，一是以土地規劃方式控

制開發，如保護區設置及都市擴張控制等；二是實施強制性購買、土地徵收、市

地重劃等方式以力圖增加土地供給（Evans, 1999）。在德國係實施強制性購買，

在日本因民眾強烈反對土地徵收，故日本實施市地重劃完全是自願性。在 1955

至 1975 年之間，日本住宅及城市開發委員會共實施六次市地重劃，市地重劃面

積佔都市土地供給的 20﹪，重劃面積包括發展區土地及限制發展區土地，在限

制發展區土地，可因土地限制發展而有效阻止都市外圍的開發（Sorensen, 2000)。

在市地重劃實施後，土地所有人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可能在當時出售或作為一

種資產繼續持有以期待價而沽。在都市發展過程中，經濟活動的複雜性引發交易

上的資訊不充分及不對稱，故政府制定制度對於土地市場交易者的規範，可形成

合理預期，在參與者自利動機的決策下，無形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並且也降低了

交易成本。政府在土地規劃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但政府的理性規劃不一定完

全有效，因政府藉由市地重劃增進土地供給，而地主的自利動機也會影響土地供

給，導致市地重劃的土地供給與都市發展間，不一定是符合資源配置效率。為何

政府運用市地重劃制度卻不一定爲都市住宅發展帶來立即顯著的影響？市地重

劃為政府都市建設的重要工具，但市地重劃實施後對於土地市場的影響效果，是

個值得實證的課題，也值得探討其內在邏輯的相關問題。

台灣地區市地重劃是典型的地權調整制度，在土地開發市場中被廣泛的運

用，惟土地開發必然產生外部性（externalities)。當外部性為正效果時，都市整

體的社會效益增加；但當外部性為負效果時，都市整體的社會效益減少。外部性

可依土地開發活動的屬性，區分為生產與生產外部性（production &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生產與消費外部性（production &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消費

與消費外部性（consumption &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以及消費與生產外部性

（consumption &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等四種類型（Pearce, 1984)(註3)。由於本

文僅考慮政府實施市地重劃制度及建設商採取土地開發行為所產生的外部性，以

及鄰里人口對於公共設施及住宅的需求，故將外部性界定為生產與消費外部性。

當市地重劃區的公共設施服務量固定下，隨著建設商開發量體增加及引來的人口

經濟活動，逐漸會有外部性產生。擁擠外部性（congestion externalities)便與土地

開發量有密切關係，建設商土地開發會產生擁擠外部性，係因在土地開發過程

註3 生產與生產外部性是指建設商的某一生產行為對另一建設商或另外許多建設商的生產可能
曲線產生了有益或有害的影響，生產與消費外部性是指建設商的生產行為對不包含在其生產
函數中的個人效用產生外部影響，消費與消費外部性是指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對其他消費者的
效用水準產生外部影響，消費與生產外部性是指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對建設商的生產可能曲線
產生外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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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爲了極大化其開發利潤，通常會將土地資源超額利用，這些超額利用所產生

的外部成本未納入土地開發成本中，例如都市的住宅開發案，建設商通常會將鄰

街道的土地做商店賣場設計（商店售價會高許多），這就引來許多未在預期規劃

內的活動人口與車輛。而土地開發產生的擁擠外部性使得土地市場地租（market

rent)和影子地租（shadow rent)產生不一致的現象，也就是土地開發私人成本和社

會成本產生了差距（Solow, 1973)，其中誰得到好處？誰受到損害？是值得探討

的。Sullivan（1983)更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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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的福利經濟學中，一般均假設外部性為開發者所忽略，導致社會淨

產出與私人淨產生不一致(Heikkila, 2000)。以生產面之負面外部性為例（如圖 2-2

所示），PMC 表示建設商於開發時所負擔的私人邊際成本，而 SMC 表示土地開

發的社會邊際成本，通常建設商在開發時未將可能造成的擁擠外部成本計入，因

此社會邊際成本往往高於私人邊際成本。藉由成本曲線與需求曲線之交會，可分

別求得建設商利潤最大的土地開發量 Q1，及社會福利最大的土地開發量 Q*。由

此可知，當建設商未考量土地開發所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將會造成土地過度開

發，並使社會全體產生△ABC 的社會福利損失，形成所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現象（Mills, 1989）。以消費面之正面外部性為例（如圖 2-3 所示），PMB

表示土地市場的私人邊際利益(私人需求曲線)，而 SMB 表示土地市場的社會邊

際利益(社會需求曲線)。由於市地重劃區的公共設施係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

擔，都市中其他人依然可以享受市地重劃公共建設的好處，故社會邊際利益大於

私人邊際利益。藉由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之交會，可分別求得土地所有權人利益

最大的公共設施量 Q1，及社會福利最大的公共設施量 Q*。由此可知，公共設施

的提供將產生正面外部性，並使社會全體產生△DEF 的社會福利。

土地空間的開發使用往往會有外部性，外部性卻又具有相對性，當它對某

甲是正的外部性時；可能對某乙卻是負的外部性，而正向或負向的空間外部性需

要更科學的方式來驗證。隨著空間計量經濟學在 1970 年代崛起及地理資訊系統

技術進步（黃紹東，2004；黃瓊瑩、蔡佳明，2004)，有關空間外部性問題可藉

由空間迴歸模型獲得檢測。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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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在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為了檢

測土地市場開發過程中的外部性影響問題，本文將建構具有空間外部性的特徵價

格模型，以作為本文的實證模型。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2-10

圖 2-1 市地重劃制度功能及其對建設商土地開發行為影響

資料來源:修正自盧現祥（2003）。

圖 2-2 生產面之負面外部性 圖 2-3 消費面之正面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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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空間外部性理論，主要作為第四章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

之影響、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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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論基礎。本章

第二節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的理論架構，主要作為第四章空地再利用對住

宅土地價格之影響，及第五章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

影響的實證模型基礎。本章第三節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的理論架

構，主要作為第六章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之影

響的實證模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