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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

第一節 前言

空地的再利用提供經濟成長及都市地區不同範圍的復原機會，不論是人口

成長快速的城市而言，其有能力擴張城市的政治邊界；或者對於人口減少及固定

邊界的城市而言，空地對於提供許多經濟發展策略而言，其依然為具競爭性的一

重要資產。空地可以創造工作機會、增加稅收、改善交通設施及吸引居住者，就

智慧型成長的議題而言，都市空地再利用的政策，提供都市作更高密度使用及減

少都市往郊區綠帶發展的機會。

從不動產開發者的觀點而言，空地增加都市工業、商業及住宅開發的需求，

但在廣闊且成熟的土地上仍未開發使用。目前多數城市未能處理空地產權的問

題，這是不正確的。實際上，許多城市不管其大小及地理區位，擴張許多的資源

以嘗試減輕有關空地產權的公共阻礙。然而，制定規章及管理空地通常導致短期

的困境，而不是長期解決的辦法。如美國城市中到底存在有多少的都市空地?

Pagano ＆ Bowman (2000)研究指出，美國將近有四分之一的世紀，未對空地作

過綜合性及系統性的研究，故有關美國最新的空地數量則無法得知。

目前美國也缺乏空地存在的正式及標準的定義，美國普查資料僅有空屋資

料，但缺少空地及非住宅結構的資料。Pagano ＆ Bowman (2000)以問卷調查方

式，調查美國人口十萬人以上的都市，在問卷中清楚說明本研究所謂的空地係

指：「空地包括公有及私有未使用或閒置的土地，或者土地上曾經有建築物，但

現在已被閒置或毀滅之土地而言」。在這次調查中，政府機關須調查可利用空地

的數量，包括未開發的土地，如街道、通行權、溼地等。何謂有用的空地?美國

Phoenix 市有些土地使用分區，將農業使用視為空地(因為這些宗地作種植的作物

僅是一暫時的使用)。但在美國 Jacksonville 市，大多農地不能視為空地(因為該市

法律對於農地變更作其他使用較為困難)。

現行美國許多城市未有一套可信賴的方法，以收集有關空地的資訊。如 44

個城市中並未依賴GIS 進行追蹤調查，而有關空地的訊息係來自於鄰里的消息等

非正式的回饋。尤其在較老舊城市，當地方政府立法執行時，空地財產通常不是

一重要的問題，空地產權通常分散於多數個體之中，其在協調過程中並未有歷史

性。在調查的 99 個城市中，各宗空地面積並不是相當大、分佈在較差的區位、

有 45﹪具有特殊的形狀，有關空地面積的大小（size）、形狀（shape）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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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為多數空地所面臨的問題。有 28﹪受訪者認為抑制空地的投機目的

為持有空地的目的之一。

反觀我國有關空地的定義為，依據土地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凡編為建築用

地，未依法使用者，為空地。空地權屬分為公有及私有，公有空地包括國有空地

及市有空地。台南市為全國首創空地再利用與再生的城市，民國九十二年制定空

地管理自治條例，依據台南市空地空屋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空地係指全部或部

分閒置、荒廢之土地，及建物四周全部或部分未利用之土地。空地管理的目的係

期望誘導空地地主善盡管理維護責任，藉由空地再利用也將反應在都市的住宅土

地價格上，進而提昇都市環境品質。故本章將運用空間計量分析及地理資訊系

統，以探討空地再利用對於空地所在鄰里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效果。

綜合上述，本章將回答三個問題：首先，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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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利用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是否具有差異性？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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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理論模型以第二章第二節空

地再利用理論模型為主，本章結構如下﹕第二節為實證模式與變數，第三節為資

料說明與分析，第四節為實證結果分析，第五節為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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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地再利用之實證模式與變數

一、特徵價格模型

特徵價格模型為統計模型的簡化式，將均衡交易價格視為不同性質的不動產

交易特徵。特徵價格模型有相當多文獻引用，在近期都市經濟學家使用此模型探

討開放空間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Bolitzer and Netusil, 2000；Luttik, 2000；

Morancho, 2003）。因為不動產為許多特徵所組成，例如住宅大小、鄰里特徵、市

中心可及性等。一般而言，特徵價格模型假設異質的住宅財貨為一束特徵所組

成。為評估此模型，假設土地市場為均衡，因此市場交易為許多買方及賣方的均

衡價格。由於特徵價格模型無法以經濟理論提供經驗模式（Cropper et al., 1988），

本文嘗試以線性（linear）、對數對數（log-log）、對數線性（log-linear）、半對數

線性（semi-log）等方式作實證分析。本文實證結果發現，以半對數線性型式的

解釋能力最佳，且其共線性數值較低（特徵值小於 30），故本文將採用半對數線

性之函數型式。

在實證模型選取上，除基地面積、臨路寬度、市中心距離等採用對數對數外，

其餘變數將採用半對數線性函數的型式。依據 Rosen（1974）的理論，其價格變

數為土地單價。本節將依據（2-8）式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如公有空地或私有空

地)再利用部分建立實證模型，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squares

method, OLS）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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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為住宅土地單價並取自然對數、AREA 為基地面積並取自然對數、

WROAD 為臨路寬度並取自然對數、CBD 為市中心距離並取自然對數、Density

為鄰里人口密度（註1）、GREEN1 為公有空地公園面積（註2）、GREEN2 為私有

空地公園面積、PARK1 為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2 為私有空地臨時停

車場面積、SPORT1 為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2 為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等。

註1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鄰里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將使整體模型共線性提高，如 93 年鄰里人口
密度取自然對數後，CI 值為 45.883，屬於中度共線性;94 年鄰里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後，CI
值為 45.694，屬於中度共線性，故經由測試結果，鄰里人口密度以不取自然對數為最適。

註2 由於公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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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2）、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1）及私有
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2）等，最小值為 0，故不能取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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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觀察樣本數，為截距項， 1至 10 為各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本文實證年

度為 93 年及 94 年度，故 t 分別為 93 年及 94 年，t-1 分別為 92 年及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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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將產生無效率的參數估計及標準誤的偏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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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加權矩陣及誤差項的結構中獲得。本文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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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

普通最小平方法作一分析比較，最後以求得最適的迴歸模型。有關空間延遲模型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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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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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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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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的延伸模型。其中 P 為住宅土地價格向量、為空間延遲係數、W 為 nn

空間加權矩陣（spatial weight matrix）、為獨立及相等分配的誤差項向量（i.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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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likelihood）估計（Anselin,

1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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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空間誤差模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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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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為空間誤差

係數、W 為空間加權矩陣、u 為誤差項向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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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pendence）；但當兩宗地的距離愈遠時，其將呈現較低的空間相依性。

二、變數選取

從表 4-1 可以得到實證模式的變數說明，本文的應變數為住宅土地交易單價

(P)，資料來源為內政部地政司的土地交易價格（註3），本文只選取住宅區的土地

交易單價（註4），並取自然對數 lnP。本文的自變數可區分為住宅土地屬性、區

位屬性、可開發性開放空間等三類屬性。住宅土地屬性為基地面積(AREA)、臨

路寬度(WROAD)，區位屬性為至市中心距離(CBD)及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

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包括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GREEN1)及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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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2)

等六項自變數。

本文的基地面積(AREA)為住宅土地移轉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並取自然

註 3 本文資料來源為內政部地政司房地產交易價格資料庫，其中的土地交易價格，

http://www.land.moi.gov.tw。

註4 本文住宅土地交易單價計算，如 93 年台南市中西區文賢路（臨安路一段與西和路之間），土

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移轉面積為 91 平方公尺，總價為 580 萬元，故住宅土地單價為 6.37

萬元。



第四章 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

4-6

對數 lnAREA。臨路寬度(WROAD)為臨街地面前的道路寬度，或者連接裡地的

道路寬度，單位為公尺，並取自然對數 lnWR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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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自然對數 lnCBD。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為每一鄰里的人口密度，單位為人/平方公里。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GREEN1)為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私有空地公

園面積(GREEN2)為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公有

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1)為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停車場面積，單位

為平方公尺。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2)為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

停車場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1)為鄰里公有空地

再利用作為運動場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2)為鄰

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Lin & Evans（2000)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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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買賣的交易過程中，土地

所有權人將其交易成本轉嫁予買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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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單核心理論，地價與市中心距離呈反向關係；

即隨市中心距離愈遠，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愈低(註5)，因此預期符號為負。依據

需求理論，人口密度愈高對於住宅土地需求愈高，故鄰里人口密度與住宅土地交

易價格呈正向關係；即鄰里人口密度愈高，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愈高。由於公有

空地再利用及私有空地再利用具有將來可開發性及開放空間性質，故兩者面積愈

大，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愈高，因此預期符號為正；即公有或私有空地公園、公

有或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以及公有或私有空地運動場等面積愈大，住宅土地的

交易單價愈高(註6)，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實證方式首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ArcView3.3 軟體，將每一筆住宅土地建構其空間資料庫及屬性資料庫，再利用空

間分析軟體 Geoda(註7)，計算住宅土地的空間加權矩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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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5 本文以民國九十六年的實際路網進行量測，由於未有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四年的實際路網資
料，故以民國九十六年的實際路網作為替代。

註6 在實務上，住宅區位選擇會受到前期開放空間的影響，故本文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及私有空

地再利用面積，則選取前期資料作為替代，並假設前期開放空間的變數對住宅土地價格具有

影響性。

註7 Geoda 為空間分析軟體，請參見 http://geoda.uiu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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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數說明表

屬性 變數 代號 變數備註

應變數 住宅土地單價 P 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萬元/

平方公尺，並取自然對數 lnP

基地面積 AREA 住宅土地移轉面積，平方公

尺，並取自然對數 lnAREA

住宅土地屬性

臨路寬度 WROAD 臨街地面前的道路寬度，或

者連接裡地的道路寬度，公

尺，並取自然對數 lnWROAD

市中心距離 CBD 市中心實際路網距離，公

里，並取自然對數 lnCBD

區位屬性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鄰里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GREEN1 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

園面積，平方公尺，前期資

料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GREEN2 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

園面積，平方公尺，前期資

料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PARK1 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

時停車場面積，平方公尺，

前期資料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PARK2 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

時停車場面積，平方公尺，

前期資料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SPORT1 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

動場面積，平方公尺，前期

資料

可開發性開放空間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SPORT2 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

動場面積，平方公尺，前期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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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地再利用之資料分析

一、資料說明

本節資料來自內政部地政司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四年土地交易實例資料、

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民國九十二年及九十三年公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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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以藉此資料的特殊性，探討公私

有空地再利用的不同屬性，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的開放空間效果，並用來驗證第

二章第二節的理論模型，此乃本文目的之一與貢獻所在。

從圖 4-1 得知空地未利用前的狀態，從圖 4-2 得知空地整理活化後為綠地公

園(註8)。從圖 4-3 得知空地未利用前的狀態，從圖 4-4 得知空地整理活化後為臨

時停車場(註9)。從圖 4-5 得知空地未利用前的狀態，從圖 4-6 得知空地整理活化

後為簡易運動場(註10)。從圖 4-7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二年空地再利用分佈，從

圖 4-8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空地再利用分佈。從表 4-2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

二年公私有空地整理情形，空地規劃作為簡易運動場的面積最大、其次為臨時停

車場、綠地公園等，而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大於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從表 4-3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公私有空地整理情形，空地規劃作為綠地

公園的面積最大、其次為臨時停車場、運動場等，而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仍大於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私有空地的土地所有權人平均為 1.4 人，最多則高達 8 人

以上，可見其產權複雜性。由於公有空地包括國有及市有的空地，在執行上較易

推行，但私有空地由於產權複雜性，在推動空地再利用上較為困難，必須借助里

長及鄰里居民的力量，鼓勵私人閒置土地有效利用。故本文將空地再利用區分為

公有及私有空地再利用，以探討不同權屬下空地再利用的空間外部效果。

二、樣本特性

為了明瞭空地再利用對鄰里住宅價格的影響，本文僅選取住宅土地為研究

對象，經整理之後民國九十三年有效資料為 358 筆、民國九十四年有效資料為

註8圖 4-1 及圖 4-2 的土地坐落為台南市中區郡王里樹林街二段(台南女中宿舍旁)，面積為 458 平
方公尺，空地所有權人同意里辦公處認養綠美化，經費由里辦公處負責，並由里內環保義工
負責整理環境。

註9圖 4-3 及圖 4-4 的土地坐落為台南市東區崇明里崇明路 698 號，面積為 954 平方公尺，空地所
有權人為崇明國小，空地髒亂由所有權人整理成停車場由所有人自行負責維護事宜。

註10圖 4-5 及圖 4-6 的土地坐落為台南市東區和平里東門路三段 226 巷 26 號旁，面積為 631 平方
公尺，空地所有權人為國有財產局，由里長協調所有權人代為整理為簡易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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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筆。從表 4-4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土地市場的一些特性，在此針對幾項

重要數據加以說明。台南市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差異甚大，從每平方公尺 0.3 萬

元到每平方公尺 13.33 萬元，平均每平方公尺 2.91 萬元，全距高達每平方公尺

13.03 萬元，標準差為每平方公尺 1.61 萬元。由於本文以里為空間單位進行分析，

以每一筆住宅所在鄰里為分析單位，當某一筆住宅所在鄰里並無空地再利用時，

其鄰里的公有或私有空地再利用則為零，故公有空地公園面積、私有空地公園面

積、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等，最小值為零。

在公有空地公園面積平均為 1681.5 平方公尺，在私有空地公園面積平均為

258.5 平方公尺。由此可知，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

利用作為公園的平均面積則高達 6 倍之多。在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平均為

1455 平方公尺，在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平均為 107.5 平方公尺，故公有空地

再利用作為臨時停車場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停車場的平均面

積則高達 13 倍之多。在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平均為 5531.5 平方公尺，在私有空

地運動場面積平均為 393.7 平方公尺，故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的平均面積

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的平均面積則高達 14 倍之多。

從表 4-5 得知台南市民國九十四年土地市場的一些特性，台南市住宅土地單

價差異甚大，從每平方公尺 0.47 萬元到每平方公尺 10.35 萬元，平均每平方公尺

3.14 萬元，全距高達每平方公尺 9.88 萬元，標準差為每平方公尺 1.49 萬元。在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平均為 3794.7 平方公尺，在私有空地公園面積平均為 703.8 平

方公尺，故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的平

均面積則高達 5 倍之多。在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平均為 907.1 平方公尺，在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平均為 298.1 平方公尺，故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停

車場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停車場的平均面積則高達 3 倍之

多。在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平均為 134.3 平方公尺，在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平均

為 4.3 平方公尺，故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

為運動場的平均面積則高達 31 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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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空地雜草叢生髒亂活化前 圖 4-2 空地整理活化後—綠地公園

圖 4-3 空地雜草叢生髒亂活化前 圖 4-4 空地整理後—臨時停車場

圖 4-5 空地雜草叢生髒亂活化前 圖 4-6 空地整理後—簡易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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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台南市民國九十二年空地再利用分佈圖

圖 4-8 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空地再利用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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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台南市民國九十二年公私有空地再利用整理情形彙整表

整理情形 / 區別 東區 南區 中西區 北區 安南區 安平區 合計 總計

公有

(註11)

0.2282 4.5598 0.4149 1.1913 0.0205 2.0680 8.4827綠地公

園

私有 0.2809 0.6806 0.0244 0.5294 1.3809 0.1345 3.0307

11.5134

公有 1.7145 1.8744 2.8826 3.2119 0.2892 0.5434 10.516臨時停

車場 私有 1.5966 0.8291 0.8694 0.7795 0.05 0.4033 4.5279

15.0439

公有 0 0 0.0122 0.2316 0.6397 14.0562 14.9397簡易運

動場 私有 0.36 0.1229 0.0075 0.4801 1.4917 0.0498 2.512

17.4517

公有 0 0 0 0 0 0 0簡易藝

文活動

廣場

私有 0 0.2082 0 0 0 0 0.2082

0.2082

面積合計(公頃) 4.1802 8.275 4.211 6.4238 3.872 17.2552 — 44.2172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2003，《台南市政府加強空地規劃處理情形彙整表》。

表 4-3 台南市民國九十三年公私有空地再利用整理情形彙整表

整理情形 / 區

別

東區 南區 中西區 北區 安南區 安平區 合計 總計

公有 2.064 18.7079 5.4296 3.8754 1.3859 6.7901 38.2529綠地公

園 私有 0.4154 1.0874 0.1114 1.1643 3.0923 0.9934 6.8642

45.1171

公有 2.5241 5.1017 3.8468 5.4498 2.13 1.9752 21.0276臨時停

車場 私有 3.8736 2.8509 2.4136 1.4953 2.4482 0.6166 13.6982

34.7258

公有 0.1331 3.8716 0.1341 0.6009 2.9236 14.3362 21.9995簡易運

動場 私有 0.3600 0 0.0075 0.5990 1.8795 0.0498 2.8958

24.8953

公有 0 0 0 0 0 0 0簡易藝

文活動

廣場

私有 0 0.2082 0 0 0 0 0.2082

0.2082

面積合計(公頃) 9.3702 31.6195 11.9341 13.1874 13.8595 24.7613 — 104.9464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民政局，2004，《台南市政府加強空地規劃處理情形彙整表》。

註11 公有空地包括國有空地及市有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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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民國九十三年連續變數統計

變 數 名 稱 極小值 極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土地單價 P 0.3 13.33 2.91 1.61

基地面積 AREA 1.1 31651.27 574.37 2436.99

臨路寬度 WROAD 4 55 16.62 8.09

市中心距離 CBD 0.68 14 4.73 2.39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363.55 48423.66 11589.08 7791.05

公有空地綠地公園面積 GREEN1 0 21934 1681.52 3645.61

私有空地綠地公園面積 GREEN2 0 5182.68 258.49 1072.52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 PARK1 0 29795.77 1454.97 6156.97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 PARK2 0 7394 107.45 523.73

公有空地簡易運動場面積 SPORT1 0 82794 5531.52 17192

私有空地簡易運動場面積 SPORT2 0 4801.21 393.67 1264.21

表 4-5 民國九十四年連續變數統計

變 數 名 稱 極小值 極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土地單價 P 0.47 10.35 3.14 1.49

基地面積 AREA 7 12290 487.9 1072.79

臨路寬度 WROAD 5 55 17.06 9.45

市中心距離 CBD 0.67 13.5 4.64 2.49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185.98 46829.61 10375.37 7919.69

公有空地綠地公園面積 GREEN1 0 31766 3794.69 6706.05

私有空地綠地公園面積 GREEN2 0 25125 703.79 2444.55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 PARK1 0 13108 907.12 1931.41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 PARK2 0 5409.78 298.14 803.92

公有空地簡易運動場面積 SPORT1 0 14103 134.34 831.81

私有空地簡易運動場面積 SPORT2 0 1189 4.25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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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空地再利用之實證結果分析

從表 4-6、表 4-6-1、表 4-7、表 4-7-1 可以得到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

關分析，從表 4-8、表 4-9 可以得到住宅土地價格的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

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之估計，以及從表 4-10、表 4-11 可以得到空間延遲模型及

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價格結果。以下分別針對本文四個主要的實證結果進行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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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及表 4-6-1 得知 93 年住宅土地特徵

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住宅土地價格（lnP）與市中心距離（lnCBD）為

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呈中度相關（註12），公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1）與私

有空地運動場面積（SPORT2）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呈中度相關。本文實證

結果也發現，私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2）與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1）

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則呈高度相關。

因 93 年整體迴歸模式的共線性診斷，條件指數（conditional index）為 25.35，

由於條件指數低於 30，屬於共線性問題緩和。就個別的自變項共線性的檢驗，

如私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2）容忍值為 0.02、VIF 值為 59.9，表示私有空地

公園面積（GREEN2）與其他自變項有明顯共線性。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

（PARK1）容忍值為0.02、VIF值為60.11，表示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1）

與其他自變項有明顯共線性。本文基於控制變數不易取得，並探討公私有空地再

利用之空間外部性差異性，故將私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2）與公有空地臨時

停車場面積（PARK1）於模型中進行分析。

從表 4-7 及表 4-7-1 得知 94 年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住

宅土地價格（lnP）與市中心距離（lnCBD）為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呈中度相

關。因 94 年整體迴歸模式的的共線性診斷，條件指數為 22.63，由於條件指數低

於 30，屬於共線性問題緩和。

註12 邱皓政（2004）相關係數 0.10 以下為微弱或無相關，相關係數於 0.10 至 0.39 之間為低度相
關，相關係數於 0.40 至 0.69 之間為中度相關，相關係數於 0.70 至 0.99 之間為高度相關，相
關係數為 1.0 為完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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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民國九十三年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住宅土地價

格 lnP

基地面積

lnAREA

臨路寬度

lnWROAD

市中心距離

lnCBD

鄰里人口密

度DENSITY

公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1

住 宅 土 地

價格 lnP

1.000 -0.023 0.128** -0.593*** 0.365*** 0.083

基地面積

lnAREA

-0.023 1.000 0.079 0.172*** -0.181*** 0.064

臨路寬度

lnWROAD

0.128** 0.079 1.000 -0.060 0.019 -0.045

市中心距

離 lnCBD

-0.593*** 0.172*** -0.060 1.000 -0.432*** -0.028

鄰 里 人 口

密度

DENSITY

0.365*** -0.181*** 0.019 -0.432*** 1.000 -0.005

公 有 空 地

公園面積

GREEN1

0.083 0.064 -0.045 -0.028 -0.005 1.000

私 有 空 地

公園面積

GREEN2

-0.002 0.019 -0.137*** -0.033 0.046 -0.071

公 有 空 地

臨 時 停 車

場面積

PARK1

0.011 0.021 -0.137*** -0.049 0.057 -0.053

私 有 空 地

臨 時 停 車

場面積

PARK2

0.042 -0.047 -0.058 -0.135** 0.152*** -0.029

公 有 空 地

運 動 場 面

積 SPORT1

0.001 0.133** -0.007 0.162*** -0.189*** 0.001

私 有 空 地

運 動 場 面

積 SPORT2

0.033 0.066 -0.024 -0.124** -0.082 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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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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民國九十三年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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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2

住宅土地價

格 lnP

-0.002 0.011 0.042 0.001 0.033

基地面積

lnAREA

0.019 0.021 -0.047 0.133** 0.066

臨路寬度

lnWROAD

0.137*** -0.137*** 0.058 -0.007 -0.024

市中心距離

lnCBD

-0.033 -0.049 -0.135** 0.162*** -0.124**

鄰里人口密

度 DENSITY

0.046 0.057 0.152*** -0.189*** -0.082

公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1

-0.071 -0.053 -0.029 0.001 0.694***

私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2

1.000 0.991*** -0.042 -0.055 -0.075

公有空地臨

時停車場面

積 PARK1

0.991*** 1.000 -0.031 -0.076 -0.073

私有空地臨

時停車場面

積 PARK2

-0.042 -0.031 1.000 -0.066 -0.054

公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1

-0.055 -0.076 -0.066 1.000 -0.076

私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2

-0.075 -0.073 -0.054 -0.07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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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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民國九十四年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住宅土地價

格 lnP

基地面積

lnAREA

臨路寬度

lnWROAD

市中心距離

lnCBD

鄰里人口密

度DENSITY

公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1

住 宅 土 地

價格 lnP

1.000 0.052 0.207*** -0.576*** 0.316*** 0.179***

基地面積

lnAREA

0.052 1.000 0.099** 0.160** -0.055 0.074

臨路寬度

lnWROAD

0.207*** 0.099** 1.000 -0.093 0.064 -0.065

市中心距

離 lnCBD

-0.576*** 0.160*** -0.093 1.000 -0.351*** -0.155***

鄰 里 人 口

密度

DENSITY

0.316*** -0.055 0.064 -0.351*** 1.000 -0.217***

公 有 空 地

公園面積

GREEN1

0.179*** 0.074 -0.065 -0.155*** -0.217*** 1.000

私 有 空 地

公園面積

GREEN2

-0.164*** -0.083 -0.011 0.253*** -0.229*** -0.149***

公 有 空 地

臨 時 停 車

場面積

PARK1

0.088 0.073 -0.007 0.043 -0.143*** 0.240***

私 有 空 地

臨 時 停 車

場面積

PARK2

0.135*** 0.015 0.003 -0.237*** 0.001 0.257***

公 有 空 地

運 動 場 面

積 SPORT1

-0.024 0.035 0.017 0.115** -0.097 0.081

私 有 空 地

運 動 場 面

積 SPORT2

0.047 -0.033 -0.025 -0.042 0.023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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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空地再利用對住宅土地價格之影響

4-18

表 4-7-1 民國九十四年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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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2

住宅土地價

格 lnP

-0.164*** 0.088 0.135*** -0.024 0.047

基地面積

lnAREA

-0.083 0.073 0.015 0.035 -0.033

臨路寬度

lnWROAD

-0.011 -0.007 0.003 0.017 -0.025

市中心距離

lnCBD

0.253*** 0.043 -0.237*** 0.115** -0.042

鄰里人口密

度 DENSITY

-0.229*** -0.143*** 0.001 -0.097 0.023

公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1

-0.149*** 0.240*** 0.257*** 0.081 -0.037

私有空地公

園面積

GREEN2

1.000 0.140*** -0.077 -0.025 0.097

公有空地臨

時停車場面

積 PARK1

0.140*** 1.000 0.033 0.379*** -0.031

私有空地臨

時停車場面

積 PARK2

-0.077 0.033 1.000 -0.031 0.005

公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1

-0.025 0.379*** -0.031 1.000 -0.011

私有空地運

動場面積

SPORT2

0.097 -0.031 0.005 -0.0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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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開發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4-19

二、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之比較

從表 4-8 得知 93 年住宅土地價格的一般迴歸模型及空間迴歸分析結果，普

通最小平方法的配適度為 30﹪，其Moran’s I為 0.32，p 值顯著，表示有空間自

我相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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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elin, 2003)。在普通最小平方法的模型中，由於 LM-Lag 與 LM-Error 皆顯

著（註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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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空間

誤差模型的估計結果。

在空間延遲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38﹪，空間延遲係數()為 0.35 且顯

著，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亦即，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鄰近

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並且具有正向關係。在空間誤差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44﹪，空間誤差係數()為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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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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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

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205.45、434.91，

而空間誤差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190.33、402.67，由於空間誤差模型的 LIK

值較大及 AIC 值較小，故空間誤差模型的解釋力最佳。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

空間誤差模型優於空間延遲模型，而空間延遲模型優於普通最小平方法，故 93

年度將以空間誤差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從表 4-9 得知 94 年住宅土地價格的一般迴歸模型及空間迴歸分析結果，普

通最小平方法的配適度為 37﹪，其Moran’s I為 0.22，p 值顯著，表示有空間自

我相關，需要進行一階空間模型檢定。在普通最小平方法的模型中，由於

LM-Lag、LM-Error、Roust LM-Lag，以及 Roust LM-Error 等結果顯著，表示此

模型拒絕虛無假設，所以再進一步比較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估計結

果。在空間延遲模型中，其模型配適度為 42﹪，空間延遲係數()為 0.29 且顯

著，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在空間誤差模型中，其模型配適

度為 44﹪，空間誤差係數()為 0.62 且顯著，表示在誤差項中有干擾因子造成空

間自我相關。再進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

註13Anselin(2005：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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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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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82.55、389.10，而空間誤差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176.97、375.95，由於空

間誤差模型的 LIK 值較大及 AIC 值較小，故 94 年度空間誤差模型的解釋力最佳。

三、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誤差模型

從表 4-8 得知 93 年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誤差模型結果，以及從表 4-10 得知

其參數估計與預期符號的關係。在空地再利用方面，公有空地公園面積(GREEN1)

的估計係數為 3.0×10-5，z 值為 2.94，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

示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綠地公園使用，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

即公有空地再利用作為綠地公園使用，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

果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SPORT2)的估計係數為

-6.5×10-5，z 值為-1.85，達 90﹪統計顯著水準，與預期不符。表示私有空地再利

用作為運動場，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具有負面影響效果，即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

運動場，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具有負的空間外溢效果。

由於公有空地及私有空地的再利用，規劃設置為公園綠地、臨時停車場、

運動場、簡易藝文活動廣場等，使該鄰里的開放空間增加，但其將來可能開發作

為其他使用，故本文將其定義為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由實證結果得知，公有空

地再利用作為綠地公園使用，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產生正的空間外溢效果，此表

示開放空間的外溢利益大於空地管理維護的外溢成本。當空地再利用對於鄰里住

宅土地具有正面影響效果，其將有助於提升住宅土地價值。但私有空地再利用作

為運動場使用，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則產生負的空間外溢效果，此表示空地管理

維護的外溢成本大於開放空間的外溢利益。由於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簡易運動

場，雖可提供鄰里居民的運動空間，但是政府與地主的協商成本、里長號召鄰里

義工整理髒亂空地，以及後續的經營管理維護等成本，其外部成本已大於鄰里居

民免費使用此開放空間的外部利益，故政府須重新思考私有空地再利用外部成本

的問題。

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基地面積(AREA)的估計係數為 0.035，z 值為 1.78，

達 90﹪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基地面積愈大，住宅土地單價

愈高。由於本文住宅土地單價為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此表示在土地買賣的交易

過程中，土地所有權人會將其交易成本轉嫁予買方，故土地單價與基地面積呈正

向關係。Lin & Evans（2000)研究發現，台灣的土地單價隨土地面積增加而遞增，

本文與 Lin & Evans 實證結果相同。臨路寬度(WROAD)的估計係數為 0.223，z

值為 4.51，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土地臨街路寬愈大，

住宅土地單價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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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CBD)的估計係數為-0.242，z 值為-4.4，達 99%

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土地價格與通勤成本之間具有替換關係

(trade-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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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的估計係數為 7.7×10-6，z 值為 2.28，達 95%統計顯著

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鄰里人口密度愈高，住宅土地價格愈高。亦即，鄰里

人口密度愈高對於住宅土地需求愈高，故住宅土地價格愈高。

從表 4-9 得知 94 年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誤差模型結果，以及從表 4-11 得知

其參數估計與預期符號的關係。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面積(PARK1)的估計係數為

2.1×10-5，z 值為 1.9，達 90﹪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公有空地再利

用作為臨時停車場，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即公有空地再利用

作為臨時停車場，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私有空地運動場

面積(SPORT2)的估計係數為 0.0007，z 值為 2.2，達 95﹪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

究預期。表示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

果，即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其對於鄰里住宅土地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

就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而言，由於私有空地運動場於前期為負向效果，但

於本期則轉為正向效果，表示本期開放空間的外溢利益大於空地管理維護的外溢

成本。由實證結果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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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臨路寬度(WROAD)的估計係數為 0.14，z 值為 2.78，

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土地臨街路寬愈大，住宅土地

單價愈高。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CBD)的估計係數為-0.40，z 值為-6.52，

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住宅土地價格與通勤成本之間具有替

換關係(trade-off)。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的估計係數為 9.6×10-6，z 值為 3.03，

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鄰里人口密度愈高，住宅土地價格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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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民國九十三年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之估計
解釋變數 普通最小平方法 空間延遲模型 空間誤差模型

截距項 0.782(4.56)*** 0.444(2.74)*** 0.446(2.37)**

空間延遲係數 － 0.348(9.32)*** －

基地面積 0.029(1.38) 0.027(1.40) 0.035(1.78)*

臨路寬度 0.148(3.49)*** 0.137(3.47)*** 0.223(4.51)***

市中心距離 -0.396(-8.76)*** -0.294(-6.8)*** -0.242(-4.4)***

鄰里人口密度 1.7×10-5(4.98)*** 1.3×10-5(4.15)*** 7.7×10-6(2.28)**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2.6×10-5(2.71)*** 2.0×10-5(2.21)** 3.0×10-5(2.94)***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3.1×10-7 (0.002) -3.3×10-6(-0.02) -0.0002(-0.84)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3.6×10-6(-0.12) -4.4×10-6(-0.15) 3.4×10-5(0.94)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5.5×10-5(-1.15) -6.2×10-5(-1.4) -6.3×10-5(-1.6)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3.4×10-6(2.25)** 1.9×10-6(1.35) 7.1×10-7(0.39)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7.5×10-5(-2.61)*** -6.2×10-5(-2.32)** -6.5×10-5(-1.85)*

空間誤差係數 － － 0.724(30.74)***

LIK -226.50 -205.45 -190.33

AIC 475.01 434.91 402.67

LM-Lag 36.927*** － －

LM-Error 46.634*** － －

Robust LM-Lag 2.13 － －

Robust LM-Error 11.837*** － －

Adj R2 0.30 0.38 0.44

F 值 16.45*** － －

觀察值個數 358 358 358

說明：1.有***，**，與*分別表示該係數在 99﹪、95﹪與 90﹪的信賴區間。

2.最小平方法的括弧內為 t 值、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括弧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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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將其值直接與最小平方法的 R2 值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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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加權矩陣為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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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民國九十四年普通最小平方法、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之估計
解釋變數 普通最小平方法 空間延遲模型 空間誤差模型

截距項 0.841(5.0)*** 0.681(4.23)*** 0.881(4.60)***

空間延遲係數 － 0.291(7.75)*** －

基地面積 0.045(2.23)** 0.036(1.90)* 0.022(1.16)

臨路寬度 0.165(3.88)*** 0.114(2.82)*** 0.14(2.78)***

市中心距離 -0.502(-11.07)*** -0.396(-8.83)*** -0.40(-6.52)***

鄰里人口密度 1.1×10-5(3.71)*** 7.3×10-6(2.61)*** 9.6×10-6(3.03)***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3.6×10-6(1.03) 8.0×10-7(0.25) 6.6×10-6(1.55)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1.3×10-5(1.4) 6.9×10-6(0.8) 5.9×10-6(0.67)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3.5×10-5(2.88)*** 2.4×10-5(2.11)** 2.1×10-5(1.86)*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1.7×10-5(-0.64) -1.6×10-5(-0.63) -4.2×10-6(-0.16)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2.8×10-5(-1.03) -2.0×10-5(-0.77) -3.4×10-5(-1.36)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0.0006(1.88)* 0.0009(2.93)*** 0.0007(2.21)**

空間誤差係數 － － 0.621(19.2)***

LIK -198.98 -182.55 -176.97

AIC 419.96 389.10 375.95

LM-Lag 29.24*** － －

LM-Error 30.51*** － －

Robust LM-Lag 5.16** － －

Robust LM-Error 6.43** － －

Adj R2 0.37 0.42 0.44

F 值 24.76*** － －

觀察值個數 397 397 397

說明：1.有***，**，與*分別表示該係數在 99﹪、95﹪與 90﹪的信賴區間。

2.最小平方法的括弧內為 t 值、空間延遲模型及空間誤差模型的括弧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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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將其值直接與最小平方法的 R2 值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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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加權矩陣為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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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效果

本文邊際效果分析主要為邊際價格及彈性分析，在各特徵變數的邊際價格

計算方面，除基地面積（lnAREA）、臨路寬度（lnROAD）、市中心距離（lnCBD）

等變數為各估計係數與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除上各特徵變數平均值之乘積（註
14），其餘變數為估計係數與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之乘積。各特徵變數的彈性計

算方面，係以估計係數與各特徵變數平均值之乘積，再除以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

（註15）。

從表 4-10 得知 93 年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價格結果，在空地再利用方面，公

有空地再利用作為綠地公園使用，其對於該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每平方公尺增加

為 0.87 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其對於該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每平方

公尺則減少為 1.89 元。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基地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住

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191 元。臨路寬度每增加一公尺，住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2484 元。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每增加一公里，住宅土地價格將減少為

4932 元。鄰里人口密度每一平方公里增加一人，住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0.22 元。

就各特徵變數的彈性結果分析，在空地再利用方面，每一鄰里的公有空地

公園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5.41﹪。但是，每一

鄰里的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減少

2.74﹪。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每一基地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

宅土地價格增加 20﹪。每一臨路寬度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

價格增加 62.42﹪。在區位屬性方面，每一市中心距離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

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減少 37.04﹪。每一鄰里人口密度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

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7.73﹪。

從表 4-11 得知 94 年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價格結果，在空地再利用方面，公

有空地再利用作為臨時停車場使用，其對於該鄰里住宅土地價格，每平方公尺增

加為 0.66 元。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運動場使用，其對於該鄰里住宅土地價格，

每平方公尺增加為 21.98 元。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臨路寬度每增加一平方公尺，

住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1622 元。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每增加一公里，

註14 對數對數函數的邊際價格計算，如基地面積 AREAP /1  。半對數函數的邊際價格計算，

Pi  。

註15 各特徵變數的彈性計算，如基地面積 PE
AREA

 1 ，有關 AREA 係以基地面積平均值替

代，E(P)係以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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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土地價格將減少為 8933 元。在鄰里人口密度方面，每平方公里增加一人，

住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0.3 元。

就各特徵變數的彈性結果分析，在空地再利用方面，每一鄰里的公有空地

臨時停車場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1.84﹪。而每

一鄰里的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0.29﹪。在住宅土地屬性方面，每一臨路寬度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住

宅土地單價增加 36.72﹪。在區位屬性方面，每一市中心距離每變動百分之一，

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減少 54.43﹪。每一鄰里人口密度每變動百分之一，

將會導致每一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9.64﹪。

表 4-10 民國九十三年空間誤差模型之邊際效果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平均值 邊際價格

（元）

彈性 預期符號

基地面積 0.035 5.332 191.006 0.2 

臨路寬度 0.223 2.612 2484.703 0.6242 

市中心距離 -0.242 1.428 -4931.858 -0.3704 －

鄰里人口密度 7.7×10-6 9365.355 0.224 0.0773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3.0×10-5 1681.519 0.873 0.0541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0.0002 258.489 -5.820 -0.0554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3.4×10-5 1454.97 0.989 0.053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6.3×10-5 107.452 -1.833 -0.0073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7.1×10-7 5531.524 0.021 0.0042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6.5×10-5 393.672 -1.892 -0.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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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民國九十四年空間誤差模型之邊際效果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平均值 邊際價格

（元）

彈性 預期符號

基地面積 0.022 5.498 125.657 0.1170 

臨路寬度 0.14 2.710 1622.08 0.3672 

市中心距離 -0.40 1.406 -8933.144 -0.5443 －

鄰里人口密度 9.6×10-6 10375.369 0.301 0.0964 

公有空地公園面積 6.6×10-6 3794.693 0.207 0.0242 

私有空地公園面積 5.9×10-6 703.794 0.185 0.0040 

公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2.1×10-5 907.022 0.659 0.0184 

私有空地臨時停車場

面積

-4.2×10-6 298.144 -0.132 -0.0012 

公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3.4×10-5 134.344 -1.068 -0.0044 

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 0.0007 4.254 21.98 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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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空地為都市重要的資產（assets），其可作為都市未來發展的預留空間，故有

關空地調查及資訊建立為政府首要工作。將現行荒廢的空地再利用為綠地公園、

臨時停車場、以及簡易運動場等，可補足鄰里開放空間不足及解決環境衛生問

題。本文實證結果發現，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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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93 年私有空地再利用作

為運動場使用，其對於住宅土地價格則產生負的空間外溢效果，此表示當期的空

地管理維護的外溢成本大於開放空間的外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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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實證結果發現，將私有空地再利用作為簡易運動場，雖可提供鄰里居民運動空

間，但由政府與地主協商成本、里長號召鄰里義工整理髒亂空地，以及後續的經

營管理維護等成本，其外部成本已大於鄰里居民免費使用此開放空間的外部利

益，故政府須考量私有空地再利用的外部成本大於外部利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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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影響到鄰近居民，或是私有空地運動場的管理維護

成本大於外部利益，故政府可以深度訪談鄰近居民，以了解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

外部成本問題。由於 93 年私有空地運動場面積與公有空地公園面積呈現中度相

關，本文基於控制變數有限，故將兩者同時置於模型中，以致私有空地再利用作

為運動場使用，前後期呈現不穩定現象，故建議後續研究時只可考量其中一變

數，以使變數於前後期呈現穩定狀態。

最後，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較私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為高，故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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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

分析得知，空地再利用作為公園及臨時停車場使用，公有空地的邊際價格及彈

性，相對於私有空地的邊際價格及彈性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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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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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的開放空間不足。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93 年及 94 年空間誤差模型的解釋力最佳，但是兩年度

的模型配適度則偏低。此原因可能是台南市空地再利用政策才執行兩年，成效尚

未完全彰顯，或是本文尚遺漏其他影響地價的重要變數，如公園、學校、市場等

因素。本文在後續研究上，將比較探討空地閒置不使用與空地再利用之後，兩者

在「完全不使用」與「再利用後」之差異，以彰顯空地再利用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