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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之分析架構

第一節 制度、個人決策與空間外部性

人類的思考決策與行為結果，大多是依循一個明確的市場制度而為的，故

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就在於有利個人形成如何有效配置資源的合理預期，同

時也富有約束及激勵個人行為的誘因，讓個人能在制度約束的條件下，追求自利

動機的極大化。都市空地再利用的法令制度，就具有這樣的經濟效應，所以本研

究將探討在一個空地再利用制度約束與激勵條件下，都市中的經濟人行為決策與

互動所形成的空間外部性，在內部化的過程中，會如何反應在住宅土地價格的變

動，而主要的三個研究目的也是在這樣的邏輯下，進行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包括

（1）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2）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地開發對新建

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3）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對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一、制度與個人行為決策

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經濟制度是交易活動的重要基礎，因為，在一個特

定的制度環境下，市場交易雙方就可以在此種規則下，形成合理預期與可能的結

果，且此種結果只要是能夠節約成本的，這個過程與結果會不斷的重複且持續下

去。因此，市場各種制度與規則的存在，也就表示存在各種資源的配置有了初步

的原則，它會促使市場資源的利益分配不斷在市場中被交易及擴散開來，使得整

體社會利益有了柏拉圖效率的改善，因此，一個制度對資源的配置往往有著深遠

的影響，這也表示財產權的安排對於資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影響性。

財產權制度的形成與作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派關注的一個重點，新制度學者

將「財產權」定義為在一個使用資源項目上，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於是對於資源

被不斷交易的過程，也可視為產權關係被轉換的過程，於是就引岀另一個值得探

討的問題，一項市場制度會怎樣影響個人決策行為，這個邏輯讓本研究發現，都

市中無所不再的各種空地閒置雜亂或極低度利用，這往往會對鄰地造成不良的外

部性，而改善的良法可能是建構一種富有誘因的市場制度，如空地再利用相關獎

勵辦法，就能促使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願意投入少許資源來改善。新制度經

濟論學派不斷地以制度與市場效應之間的邏輯為研究焦點，論證這些經濟制度的

存在與重要性，而個人基於自利動機下，只要人與人能有持續交易活動，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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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關心彼此的利益會有何改變，只要我們依照常規的交易活動就能增進整體利

益。這個內在邏輯關係，Coase（1937，1960）更清楚的指出，市場經濟制度能

夠良好發揮效應就會與交易成本產生密切關係，制度的功能必需有效地降低交易

成本，市場運作才能是富有效率的。

二、制度、交易成本與外部性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觀點，很好的連結了制度與交易成本之間的關係，而實

際到市場中去觀察，可以發現許多市場都能夠良好運作著，就如新制度經濟學強

調只要市場自由競爭與充分的協商機制，每個人基於自利動機下的行動會影響他

人的利益，無形中也能夠帶來整體利益的增進，當然，促進交易活動的前提是低

廉的交易成本。都市建築物的獎勵停車位設置、建築物退縮留設開放空間、閒置

空地做為臨時停車或開闢為花園步道等，都是有了獎勵制度辦法下，所有權人在

自利動機下，願意投入更多資源來興設停車空間及各種開放空間（如運動步道、

通道、公園、花園等）。但是，有些市場的經濟活動並不全然是美好的，每個人

基於自利動機下的行動經常會影響他人的利益或成本，而且有些利益你無法獲

得，有些損失你卻無法尋求彌補，更重要的是你經常無法察覺它對你的影響。這

種個人行為對他人產生影響或有了效應，有時有利、有時卻不利，但是卻不包括

在個人決策的思考中？在環境資源的問題是極為常見的，這個未能包括在個人決

策思考中，卻會對他人產生影響的部分，在 Pigou（1952）所揭示的福利經濟理

論，將其稱之為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這些外部性的存在與產生外溢影響，主要是缺乏一種特別的市場制度，阻

礙了交易活動或內部化這些效應。Williamson(1971)曾經定義「內部化」是指企

業組織對市場交易的替代。另其指出市場是否存在外部性，應進行兩方面考察：

第一，是否進行了可靠、明確和適當的產權安排；第二，損害的成本和收益的會

計費用是否真實。若假設產權安排是清楚的，則損害的收益與成本的精確估算將

是困難的。如甲是否對乙產生影響？若是，則影響有多大？這個過程會有不同的

爭論，但是若能有方法將其內部化，則這些問題的長期爭論將可避免，代價將降

低許多。故在實證的層次上，討論外部性的相關影響及反應在制度中的外部性能

夠內部化，將是重要的。

三、外部性解決的爭議

面對市場中無所不在的外部性問題，Pigou（1952）的福利經濟理論觀點，

提出了外部性解決方法的政府干預論觀點。不過政府政策經常受利益團體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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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依賴政府擬訂對策往往並不能良好的解決問題。以 Coase（1937，1960）為

主的新制度經濟學之協商機制論觀點，提出另一種思維來解決，期望透過建構制

度的途徑來影響行動者的行為。而自由協商機制能夠發揮效果，則必須基於協商

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也讓我們體驗到過度強調政府功能的觀點並不妥，更值得

關注的是一個市場制度能夠發揮的效果與影響。沿著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論點，可

得知一個市場經濟制度扮演著重要的基礎與功能，其中對於成本的影響（降低交

易成本）是重要的。交易成本的觀點在分析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交易活動的成

本，是富有良好的解釋的，富有效率的制度往往可以良好的連結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依賴關係，這就可誘使人們所擁有的資源，能夠有效率的交易，當然這個過程

可以理解為制度誘因形成良好地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四、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

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不論是理性規劃機制或自由競爭市場機制過程，都會

有一些待開發利用的空地，故空地是一個過渡型的產物，在等待開發的過程中，

空地資源利用的效率幾乎為零，甚至因為長期處於閒置的狀態，而有髒亂的負面

效應產生。這種經濟活動在一定空間上對周圍經濟主體造成了額外的收益或損

失，也就可稱之為空間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在傳統都市經濟的觀點，

兩者區位的空間距離越近，此兩者的相關性就越高，一方的土地價格也就會受到

另一方密切的影響。這種空間相互依賴性（spatial dependence）的判定，究竟是

如何相互作用的，需要不一樣的理論與方法來檢測，而空間計量分析（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在此方面的應用逐漸受到重視。基於空間存在的相互依賴

性與異質性（相鄰土地皆是有所差異的），一個都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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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於民國九十二年制定實施「空地管理自治條例」，運用建築容積獎

勵、稅捐抵免或減免、以及罰款等治理機制，期望誘導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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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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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里民整理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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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

減。本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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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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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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

透過台南市的實證觀察與研究，探討一個都市內的空地再利用制度實施，所引起

的空間外部性，會對鄰近住宅土地價格產生何種影響，這是本文第四章所要實證

的。

人類活動的聚集，也是導致空間外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都市中的

開放空間（open space），在種類上有所差異時，如永久性開放空間（如鄰里公園）

及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如公有及私有空地再利用）兩種不同類型的開放空間，會

有怎樣的空間外部性效應形成，這個效應又會對該鄰里的新建住宅土地價值有何

種影響，以及當鄰里性的空地開發作為住宅、店舖及工廠等使用，這樣不同土地

開發類型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以及不同土地開發類型產生的空間外部

效應的影響，會不會有明顯的差異，這是本文第五章所要實證研究的。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核心論點，強調透過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若能讓個

人將各種對他人產生的影響，也考慮到自己的決策中，並且能在市場中持續不斷

交易，這個制度就能發揮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於是該學派強調市場有交易就會

有交易成本存在，而制度運作也會有交易成本（也可稱制度成本），只要交易成

本不會大到阻礙交易的進行，則這個市場制度就是相對有效率的。在都市發展過

程中的土地交易總是存在大大小小的交易成本，例如土地所有權人的待價而沽心

態、交易一方想極大化自身利益而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整合共有地所有權

人的議價與議約成本。這些高額的交易成本存在，往往使得更高效率的產權交易

與產權重新配置受到阻礙，實務上，土地產權重新安排相關問題的解決，常是藉

由政府制定制度激勵交易雙方願意排除困難完成交易，這也就將原來無人願意交

易或無法達成交易的部分，也就是外部性引起市場的那一部分，透過制度激勵而

內部化到雙方可預期的潛在利益之中。

因此，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依賴政府所制定的各種土地開發制度，對於相鄰

之已開發土地與未開發土地之間的，在土地使用所引起的空間外部性，能夠內部

化的激勵，對於握有待開發土地的土地所有權人之間，願意朝向一致性協議並實

現合作開發的外部性利益，能夠達成內部化的激勵。前述的想法就促使本研究想

進一步實證，政府的市地重劃制度在激勵土地交易市場降低交易成本後的空間外

部性效應，建設商受制度激勵參與土地開發後的空間外部性效應，反應在新建住

宅土地價格的相關影響上，會不會有顯著的差，這是本文第六章所要實證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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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之分析架構

一、理論架構

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是因為交易而存在的，而影響交易的因素是相當複雜

的，這是因為人類的行為是充滿許多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往往會因為環

境條件的改變而有所變化，這其中制度因素具有相當比例的重要性。例如，台南

市於民國九十二年制定空地管理自治條例，將都市內的閒置土地、荒廢土地及建

物四周全部或部分未利用之土地，界定為空地。有了空地管理制度，除約束空地

地主善盡管理維護責任外，也提供容積獎勵誘因來促進空地地主願意投入資源再

開發利用。空地閒置與荒廢而造成空間外部效應，極類似 Coase（1960）其「社

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論證的問題，只有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

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故藉由探討空地再利用制度的實施

與激勵，空地地主有了內部化空間外部效應的動機，而紛紛將空地開發利用之

後，改善了都市內環境品質之後，反應在都市住宅土地價格的漲跌，是否有明確

的差異。

本文雖然運用了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觀點來進行理論探討，但新制

度學派的理論應用比較強調治理，對於測量的部分較不足，故本文運用特徵價格

模型、空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等，進行實證研究，以突破新制度經濟學在

理論應用的限制。而在全文整合方面，本研究主要將制度因素、個人決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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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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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1 可以得知制度、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三者之關係，以及本文

整體分析架構。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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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為全台率

先實施空地管理自治的縣市，故本研究的對象及空間範圍將以台南市為主，進行

實證研究。此外許多都市空地的利用無法有效提升，主因在於缺乏富有激勵誘因

的制度，來促進個別地主或共有地主之間，願意在可預期的潛在利益基礎上進行

產權整合或合作開發，故本研究也將觀察市地重劃制度的實施，對於空地產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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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後的開發利用，會對住宅地價產生何種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如表 3-1 說明各

章的實證對象、實證變數及預期符號等。

（一）有關空地再利用與住宅土地價格資料，應變數所需的住宅土地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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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

三大類自變數資料，如住宅土地屬性、區位屬性及可開發性開放空間等，

是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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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而得。本文自變數包括基地面積(AREA)、臨路寬度(WROAD)、市中心

距離(CBD)、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公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1)、

制
度
／
規
則

空
間
外
部
性

住
宅
土
地
價
格
改
變

資
源
利
用
的
成
本
與

利
益
變
化

空地再利用對
住宅土地價格
影響(實證一)

理論架構
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

實證模型與方法
特徵價格模型∕空間計量分析

圖 3-1 制度、空地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之關係

實證

研究

理論

探討

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
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影響(實證二)

空間外部性、交易
成本與市地重劃
對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影響(實證三)

對資源擁有者決策影響

‧激勵公私有地主再利

用空地。

‧激勵建設商及地主投

入資源參與土地開發

資源擁有者

決策與行為

資源價值改變

與結果

制度

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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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2)、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1)、私有

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2)、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1)及私有空地

運動場面積(SPORT2)等，共計十項自變數。

（二）有關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資料，應變數所需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主要為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使用執照上的新建住宅資料，而新建住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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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的五大類自變數資料，如新建住宅土地屬性、區位屬性、永

久性開放空間、可開發性開放空間、鄰里土地開發等五類屬性，是依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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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自變數包括基地面積

(AREA)、市中心距離(CBD)、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鄰里公園面積

(GREEN)、公有空地再利用(VACANT1)、私有空地再利用(VACANT2)、

鄰里住宅開發(Nei_RESIDENT)、鄰里店舖開發(Nei_STORE)、鄰里工廠

開發(Nei_FACTORY)等，共計九項自變數。

（三）有關空間外部性、交易成本與市地重劃資料，應變數所需的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由於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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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主要來自台南市民

國八十年、八十五年及九十年使用執照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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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自變數包括建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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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舖住宅樓地板面積 (STORE)、市中心距離 (CBD)、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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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九項自變數。

三、研究方法

基於有效判別各空間屬性的外溢效果，會對於住宅土地價格產生何種影

響，本文透過建立特徵價格模型（hedonic pricing model)，並結合空間迴歸模型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進行估計檢測與判定。由於相鄰的土地開發對該週

邊住宅地價的作用，可能存在空間相依性的關係，此種空間相依性關係就可能存

在變數之間存在空間自我相關的問題，這也就是空間相依性會產生「空間外部性

效應」。本文主要將運用空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以建構具有空間外部性

的特徵價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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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文實證變數及預期符號彙整表
實證 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

地價格之影響

（CHAP4）

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

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之影響

（CHA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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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6）

應變數 93年及94年住宅土地

價格

93 年新建住宅土地價

格

80 年、85 年及 90 年新

建住宅土地價格

自變數 基地面積（＋） 基地面積（＋） 建設商（＋/—）

臨路寬度（＋） 市中心距離（—） 基地面積（＋）

市中心距離（—） 鄰里人口密度（＋） 住宅樓地板面積

（＋/—）

鄰里人口密度（＋） 公園面積（＋） 店舖住宅樓地板面積

（＋/—）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

市中心距離（—）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

鄰里人口密度（＋）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

位於重劃區內（＋）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

（＋/—）

鄰里重劃道路面積

（＋）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

鄰里重劃公園面積

（＋）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

（一）特徵價格模型

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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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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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實證分析：

本文的應變數為住宅土地價格，在實證研究的特徵價格模型選取上，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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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臨路寬度、市中心距離等採用對數對數（log-log）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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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應變數為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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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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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應變數為新建住宅土地價格，並依理論基礎建立實證模式。在實證

模型選取上，將採用半對數線性 Box-Cox 轉換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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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迴歸模型

由前述分析可知，人類在空間上施與的資源投入會引起空間潛在價值的變

化，這個變化就是空間外部性，而它又如何對住宅土地價格產生作用，這需要透

過實證研究來得知。傳統的統計理論是在觀測值皆為獨立的假設下，進行變數的

估計與檢定，但是對於具有空間交互（spatial interaction）影響的變數，必需考

量另一種實證研究方法。空間計量分析對於變數間含有空間交互作用問題的判別

與估計，提供較為有效的理論與方法。

Whittle（1954）最早提出空間自我迴歸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其公式如下：

  PWP ** ………….………..………………………………………（3-1）

其中 P 為住宅土地價格、為空間自我迴歸係數、W 為空間加權矩陣（spatial

weight matrix）、為誤差項向量。Anselin（1999）延續 Whittle（1954）、Ord（1975）、

Anselin（1988）及Anselin & Bera（1998）等研究，將空間自我迴歸模型擴充為

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及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並將空

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稱為空間迴歸模型（spatial regression model）（Anselin,

2003a）。



第三章 空間外部性與住宅土地價格之分析架構

3-10

1.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Anselin（1999）提出的空間延遲模型，其公式如下：

  XPWP **

~iid N（0, 2 ）............................................................................................................（3-2）

其中為空間延遲係數、X 為影響住宅土地價格特徵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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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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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住宅的土地價格視為

解釋變數，並為空間自我迴歸模型的延伸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實證上藉由檢定空間延遲係數是否顯著異於零，當空間延遲係數異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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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外溢效果一

般會發生在鄰近地區，故空間延遲模型考量鄰近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加權平

均並作為解釋變數之一，此原理也與不動產估價的方法相似。因此，空間延遲模

型為獲得鄰近外溢效果的良好工具（Kim et al., 2003）。本文為進一步測試空間相

依性是否存在誤差項中，最後再進行空間誤差模型估計。

2.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Anselin（1999）提出的空間誤差模型，其公式如下：

uW
XP






**

u ~ iid N（0, 2 ）............................................................................................................（3-3）

其中為空間誤差係數、u 為誤差項向量。空間誤差模型模型係為測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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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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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空間誤差係

數異於零時，表示空間誤差模型中確實有干擾因子造成空間自我相關。在空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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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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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3-2 可以得知空間迴歸模型檢定過程，首先執行一般迴歸模型，此一

般迴歸模型須有每筆資料的 X 及 Y 座標，所以可計算整體模型的Moran’I值。

其次，以 LM 檢定 LM-Error 及 LM-Lag 是否顯著，若 LM-Error 及 LM-Lag 皆顯

著，再以 Robust LM 檢定 Robust LM-Error 及 Robust LM-Lag 是否顯著，若 Robust

LM-Lag 顯著，則執行空間延遲模型，若 Robust LM-Error 顯著，則執行空間誤

差模型。若以 LM 檢定只有一個顯著時，當 LM-Error 顯著則執行空間誤差模型，

當 LM-Lag 顯著則執行空間誤差模型。若以 LM 檢定均不顯著，則採用一般迴歸

模型結果。有關空間迴歸模型檢定過程主要為空間異質性檢定、殘差項空間相依

性檢定、空間相依性檢定等（Anselin, 2005:109)。

（1）空間異質性檢定

透過 Breusch–Pagan 檢定進行空間異質性檢定，虛無假設為無異質性差異，

若 Breusch–Pagan 結果顯著，則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迴歸模型中的殘差項具有異

質變異。

（2）殘差項空間相依性檢定

LM-Lag 及 LM-Error 係以 Lagrange Multiplier 檢定（LM test），測試空間迴

歸模型的誤差項，虛無假設為空間迴歸模型的誤差項無空間相依性存在。依據

LM test 的判斷準則，若 LM-Lag 較 LM-Error 顯著，而 Roust LM-Lag 顯著及

Roust LM-Error 不顯著，則空間延遲模型為最適模型。反之，若 LM-Error 較

LM-Lag 顯著，而 Roust LM-Error 顯著及 Roust LM-Lag 不顯著，則空間誤差模

型為最適模型。

（3）空間相依性檢定

Robust LM-Lag 及 Robust LM-Error 係以概似比檢定方式，測試空間延遲模

型及空間誤差模型是否具有空間相依性，虛無假設為空間延遲係數無相依性存

在，即 H 0：ρ= 0；與空間誤差係數無相依性存在，即 H 0：λ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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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空間資料庫及屬性資料庫，再利用空間分析軟體 Geoda，計算住宅土地價格的

空間加權矩陣，最後以求得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模型、空間誤差模型等之

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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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空間迴歸模型分析過程

資料來源：修正自 Ansel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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