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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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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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已開發空間之利用受到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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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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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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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園或綠帶愈遠，住宅土地價格也愈低（Kitch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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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eppard（1995）在公私有的差異上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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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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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文第一個想要驗證的問題是永久性開放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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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建住宅

土地價格是否具有差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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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住宅土地價值提升。

本章主要內容已刊載於規劃學報第 33 期，頁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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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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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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鄰近的開放空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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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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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於民國九十二年制定空地管理自治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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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

文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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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建構新建住宅土地的特徵價格模型（Hedonic Pricing

Model）。並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及空間計量分析，以求得最適迴歸模型。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回答三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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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外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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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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分析空地再利用及鄰里土地開發的邊際影響效果，以作為政府推動空

地管理及土地開發管理之依據。本章的理論模型以第二章第二節空地再利用及鄰

里土地開發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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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實證模式與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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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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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並未假設所觀察的土地使用型態是否為均

衡，以及未嘗試說明住宅區位選擇的均衡分配。

由於特徵價格模型無法以經濟理論提供經驗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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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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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Rosen（1974）的理論，其價格變數為土地單價。本文將

依據（2-8）式建立實證模型，首先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squares method,

OLS）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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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P 為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並取自然對數值(註1)、AREA 為基地面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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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EEN 為公園面積、VACANT1 為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VACANT2 為私有空

地再利用面積、Nei_RESIDENT 為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STORE 為鄰里店

舖樓地板面積、Nei_FACTORY 為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等。i 為觀察樣本數，α為

截距項，β1 至β9 為各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t-1 為前期資料。

在各特徵變數的邊際價格方面，對數對數函數的邊際價格，如基地面積為

註1 本章住宅土地單價係指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第四章住宅土地單價為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
為使兩者有所區隔，將本章住宅土地單價的變數代號定義為 NP。

註2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將鄰里人口密度取自然對數，整體迴歸模型的共線性提高，CI 值為
64.487，屬於中度共線性問題，故經由測試結果，鄰里人口密度以不取自然對數為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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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NP/AREA，半對數線性函數的邊際價格為 β×NP (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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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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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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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其中 NP 為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向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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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在模型變數

註3 參見 Hill, Griffiths, and Judge（1997）一書第 6 章的說明。假設對數對數函數為

   ttt xy   lnln 21 ，則其斜率為
t

t

x
y

2 。假設半對數線性函數為

  ttt xy   21ln ，則其斜率為 ty2 。

註4 Anselin（2003）有關空間延遲的計算說明，設宗地 i 的土地單價為$42,300，鄰近四個宗地 j
的 土 地 單 價 為 $50,200 、 $64,600 、 $45,000 、 $34,200 ， 空 間 延 遲 為
(1/4)$50,200+(1/4)$64,600+(1/4)$45,000+(1/4) $34,200=$48,500。

註5 Anselin（2003）有關空間自我迴歸模型(SAR)與空間延遲模型的公式如下：

空間自我迴歸模型   WPP  with εas i.i.d.

空間延遲模型   XWPP  with εas i.i.d.

註6Anselin（2003）空間加權矩陣 Wij 為 nn 正向矩陣，當 Wij=1 時，則表示宗地 i 與宗地 j 為鄰

近關係；當 Wij=0 時，則表示宗地 i 與宗地 j 為不具鄰近關係。兩宗地之間的最大影響距離，

本文設定為 200 公尺，即兩宗地之間在 200 公尺範圍內具有鄰近關係。有關一階鄰近矩陣(first

order contiguity matrix)說明如下：其對角線為零及其他各列元素為零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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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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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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Dij 為宗地 i 及宗地 j

之間的距離，D*為空間相依性存在下的最大距離，本文將 D*設定為 200 公尺(註





















0011
0000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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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有關空間延遲係數的計算，設 W12 為宗地 i 及宗地 j 的空間加權矩陣、W11=0，宗地 i 的空間

延遲模型為：

  iinni XPWPWPWP   13132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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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變數選取

從表 5-1 可以得到實證模式的變數說明，本章的應變數為新建住宅的土地單

價(NP)，由於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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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元/平方公尺，並取自然對

數 lnNP。第四章主要以內政部地政司所公佈的住宅土地交易實例進行分析，故

第四章的應變數為住宅土地的交易單價(P)，此為第四章與第五章在應變數上最

大差異之處。

本文的自變數可區分為新建住宅土地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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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住宅土地屬性為基地面積

(AREA) (註9)，區位屬性為至市中心距離(CBD)及鄰里人口密度(DENSITY)，永

久性開放空間為鄰里公園面積(GREEN)，可開發性開放空間包括公有空地再利用

(VACANT1)及私有空地再利用(VACANT2)，鄰里土地開發包括鄰里住宅開發

(Nei_RESIDENT)、鄰里店舖開發(Nei_STORE)、鄰里工廠開發(Nei_FACTORY)

等九項自變數。

本文的基地面積(AREA)為新建住宅的基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並取自

然對數 lnAR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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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公園面積(GREEN)為每一鄰里的公園面積，單位為平方

公尺。公有空地再利用(VACANT1)為每一鄰里的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單位為

平方公尺。私有空地再利用(VACANT2)為每一鄰里的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單

位為平方公尺。公有空地再利用及私有空地再利用，主要作為綠地公園、臨時停

車場、簡易運動場及簡易藝文活動廣場等。鄰里住宅開發(Nei_RESIDENT)為每

一鄰里的新建住宅樓地板面積(純住宅使用)，單位為平方公尺。鄰里店舖開發

(Nei_STORE)為每一鄰里的新建店舖樓地板面積(包括店舖、店舖住宅、辦公室

等)，單位為平方公尺。鄰里工廠開發(Nei_FACTORY)為每一鄰里的新建工廠樓

地板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註8 黃紹東(2004)研究發現台南市東區住宅價格，在半徑 200 公尺範圍內的解釋力最佳。故本文
嘗試以 200 公尺、400 公尺、600 公尺，以及由電腦自動計算約 1200 公尺等方式進行測試。
實證結果發現，以 200 公尺的解釋能力最佳，表示兩宗地之間的距離愈近，各變數效果較為
顯著。

註9由於本章資料來源為使用執照資料，其缺乏基地的臨街路寬資料，故僅以基地面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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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基地面積愈大，基地在新建住宅開發的可塑性愈大，故基地面積與土

地單價呈正向關係。即基地面積愈大，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愈高，因此預期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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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愈低 (註10)，因此預期符號為負。依據公共財政及空間寧適

理論，鄰里公園面積對地價具有正面資本化效果。即鄰里公園面積愈大，新建住

宅的土地單價愈高 (註11)，因此預期符號為正。由於公有空地再利用及私有空地

再利用具有開放空間性質，故兩者面積愈大，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愈高，因此預

期符號為正。當鄰里的空地開發作為住宅、店舖及工廠等使用，會對新建住宅土

地產生外溢的利益或成本，此須視外溢利益及外溢成本之差異而定，因此預期符

號可能為正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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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其空間資料庫及屬性資料庫，再利用空間分析軟體 Geoda，計算新建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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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文以民國九十四年的實際路網進行量測，由於未有民國九十三年的實際路網資料，故以民
國九十四年的實際路網作為替代。

註11在實務上，新建住宅區位選擇會受到前期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的影響，故本文公園面積、公

有空地再利用面積、以及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等，則選取前期資料作為替代，並假設前期開

放空間的變數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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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數說明表

屬性 變數 代號 變數備註

應變數 新建住宅土地單價 NP 新建住宅土地單價，以公告

現值替代，元/平方公尺，並

取自然對數 lnNP

新建住宅土地屬性 基地面積 AREA 新建住宅的基地面積，平方

公尺，並取自然對數 l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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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性開放空間 公園面積 GREEN 鄰里公園面積，平方公尺，

前期資料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VACANT1 鄰里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平方公尺，前期資料

可開發性開放空間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VACANT2 鄰里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平方公尺，前期資料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Nei_RESIDENT 鄰里新建住宅樓地板面積

(純住宅使用)，平方公尺

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 Nei_STORE 鄰里新建店舖樓地板面積

(包括店舖、店舖住宅、辦公

室等)，平方公尺

鄰里土地開發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Nei_FACTORY 鄰里新建工廠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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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第三節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資料分析

一、資料說明

本章的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台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民政局自治行政

課及建設局公園路燈管理課，其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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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二年公園綠地資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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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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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得知台南市公私有空地

再利用及新建住宅之分佈圖，新建住宅主要以安南區居多，其次為東區，而公私

有空地再利用則以安平區居多。

二、樣本特性

為了明瞭空地開發對新建住宅土地的影響，本文僅選取新建住宅為研究對

象，經整理之後有效資料共計 1,728 筆。從表 5-2 得知台南市土地市場的一些特

性，在此針對幾項重要數據加以說明。首先，本文以里為空間單位進行分析，以

每一筆新建住宅所在鄰里為分析單位。在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方面，則以每一筆新

建住宅的公告現值為分析單位。台南市新建住宅的土地單價差異甚大，從每平方

公尺 5,500 元到每平方公尺 83,000 元，平均每平方公尺 21,554 元，全距高達每

平方公尺 77,500 元，標準差為每平方公尺 7,028 元。

在公有空地再利用方面，從 165 到 49,248 平方公尺，平均約為 5,113 平方

公尺。在私有空地再利用方面，從 60 到 10,715 平方公尺，平均約為 987 平方公

尺。由此可知，公有空地再利用的平均面積較私有空地再利用的平均面積則高達

五倍之多。在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方面，從 0 到 119,639 平方公尺(註12)，平均約

為 29,200 平方公尺。在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方面，從 0 到 70,427 平方公尺，平

均約為 10,672 平方公尺。在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方面，從 0 到 126,412 平方公尺，

平均約為 1,080 平方公尺。由此可知，鄰里的空地開發主要作為住宅使用居多，

其次為店舖使用，最後為工廠使用。

註12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計算係不包括宗地 i 本身，當一鄰里只有宗地 i 本身開發作住宅使用時，
宗地 i 所在鄰里的其他住宅樓地板面積則為零。



空地開發外部性對住宅土地價格影響之研究

5-11

圖 5-1 台南市民國九十二年公私有空地再利用及九十三年新建住宅分佈圖

表 5-2 連續變數統計

變 數 名 稱 極小值 極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NP 5500 83000 21553.5 7027.8

基地面積 AREA 44 21059.3 217.5 687.1

市中心距離 CBD 0.6 13.8 5.2 2.1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89.73 58498.1 9350.8 5604.9

公園面積 GREEN 200 159600 17015.9 26872.6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VACANT1 165 49248 5113.1 11740.2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VACANT2 60 10715 986.8 1797.1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Nei_RESIDENT 0 119639 29200.2 31617

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 Nei_STORE 0 70427.4 10671.6 20256.6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Nei_FACTORY 0 126412.4 1080.2 8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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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空地再利用與鄰里土地開發之實證結果分析

從表 5-3 及表 5-3-1 可以得到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的相關分析。從表

5-4 可以得到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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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可以得到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效果。以下分別針對本文

四個主要的實證結果進行說明：

一、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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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及表 5-3-1 得知新建住宅土地特徵

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結果，如新建住宅土地價格（lnNP）與市中心距離（lnCBD）

為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為中度相關。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Nei_STORE）與私

有空地再利用面積（VACANT2）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中度相關。鄰里人

口密度（DENSITY）與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RESIDENT）為顯著正相關，

相關係數則為低度相關。本文實證結果發現，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Nei_RESIDENT）與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Nei_STORE）為顯著正相關，相關

係數則呈高度相關。

就個別的自變項共線性的檢驗，如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RESIDENT）

容忍值為 0.35、VIF 值為 2.9，表示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RESIDENT）與

其他自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緩和。如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Nei_STORE）容忍

值為 0.25、VIF 值為 3.94，表示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Nei_STORE）與其他自變

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緩和。因整體迴歸模式的共線性值為 27.99，共線性值低於

30，故共線性問題緩和。本文基於控制變數有限，並探討住宅及店舖使用之空間

外部性差異性，故將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RESIDENT）與鄰里店舖樓地板

面積（Nei_STORE）於模型中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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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 lnNP

基地面積

lnAREA

市中心距離

lnCBD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公園面積

GREEN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1.000 -0.037 -0.698*** 0.318*** 0.158***

基地面積

lnAREA

-0.037 1.000 -0.023 0.008 -0.001

市中心距離

lnCBD

-0.698*** -0.023 1.000 -0.312*** 0.006

鄰里人口密度

DENSITY

0.318*** 0.008 -0.312*** 1.000 -0.354***

公園面積

GREEN

0.158*** -0.001 0.006 -0.354*** 1.000

公有空地再利

用面積

VACANT1

0.179*** -0.015 -0.085*** -0.223*** 0.352***

私有空地再利

用面積

VACANT2

0.235*** 0.008 -0.455*** 0.086*** -0.054**

鄰里住宅樓地

板面積

Nei_RESIDENT

0.255*** 0.08*** -0.36*** 0.125*** 0.099***

鄰里店舖樓地

板面積

Nei_STORE

0.213*** 0.081*** -0.456*** -0.132*** 0.065***

鄰里工廠樓地

板面積

Nei_FACTORY

-0.249*** 0.232*** 0.157*** -0.17***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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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新建住宅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之相關分析
變數 公有空地再

利用面積

VACANT1

私有空地再

利用面積

VACANT2

鄰里住宅樓地

板面積

Nei_RESIDENT

鄰里店舖樓

地板面積

Nei_STORE

鄰里工廠樓地

板面積

Nei_FACTORY

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

lnNP

0.179*** 0.235*** 0.255*** 0.213*** -0.249***

基地面積

lnAREA

-0.015 0.008 0.08*** 0.081*** 0.232***

市中心距離

lnCBD

-0.085*** -0.455*** -0.36*** -0.456*** 0.157***

鄰里人口密度

DENSTIY

-0.223*** 0.086*** 0.125*** -0.132*** -0.17***

公園面積

GREEN

0.352*** -0.054** 0.099*** 0.065*** -0.041*

公有空地再利

用面積

VACANT1

1.000 0.187*** 0.026 0.118*** -0.054**

私有空地再利

用面積

VACANT2

0.187*** 1.000 0.491*** 0.632*** -0.072***

鄰里住宅樓地

板面積

Nei_RESIDENT

0.026 0.491*** 1.000 0.796*** -0.045*

鄰里店舖樓地

板面積

Nei_STORE

0.118*** 0.632*** 0.796*** 1.000 0.056**

鄰里工廠樓地

板面積

Nei_FACTORY

-0.054** -0.072*** -0.045*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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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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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得知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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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其Moran’s I為 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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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最小平方法的模型中，由於 LM-Lag 與 LM-Error 皆顯著，Roust LM-Lag

與 Roust LM-Error 皆顯著(註13)，以及異質性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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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空間延遲係數()為 0.03 且顯

著，表示確實具有鄰近區域上的空間互動關係。亦即，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會受到

鄰近新建住宅地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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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空間誤差係數()為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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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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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比較兩者的 LIK 及 AIC，空間延遲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 158.05、

-294.1，而空間誤差模型的 LIK 及 AIC 值為 957.48、-189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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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將以空間誤差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三、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誤差模型

從表 5-4 得知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空間誤差模型結果，以及從表 5-5 得知其

參數估計與預期符號的關係。在空地再利用方面，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VACANT1)的估計係數為 6.0×10-6，z 值為 5.32，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

究預期。表示公有空地再利用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即公有

空地再利用對於鄰里新建住宅土地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Spatial Spillover

Effect)。公有空地再利用對於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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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住宅土地具有正面影響效果，其將有助於提升新建住宅土地價值。

註13Ro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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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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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有空地的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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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發性的開放

空間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亦即，鄰里的公有空地再利用面

積愈大，該鄰里的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愈高。台南市為全台率先實施空地管理的縣

市，此實證結果將有助於政府推動空地管理政策之依據。

在鄰里土地開發方面，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Nei_RESIDENT)的估計係數為

1.4×10-6，z 值為 2.4，達 95﹪統計顯著水準，表示鄰里土地開發作為住宅使用，

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產生正面影響效果。亦即，鄰里住宅土地開發對於新建住

宅土地價格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Nei_FACTORY)的估計

係數為-5.5×10-6，z 值為-5.21，達 99﹪統計顯著水準，表示鄰里土地開發作為工

廠使用，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產生負面影響效果。亦即，鄰里工廠土地開發對

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負的空間外溢效果。

由實證結果得知，當鄰里的空地開發作為住宅使用時，會對新建住宅土地

產生正的空間外溢效果。即鄰里住宅土地開發的外溢利益(如聚集經濟)大於外溢

成本(如擁擠外部性)，表示住宅土地開發具有聚集經濟利益，此可作為消費者或

土地開發者住宅區位選擇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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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Alonso(1964)競租理論(bid-rent theory)，商

店的競價能力高於住宅及工廠，故商店的地租最高，其次為住宅，最後為工廠。

故當鄰里土地開發作住宅使用時，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正面資本化效果；但當

鄰里土地開發作為工廠時，會對新建住宅地價產生負面資本化效果。

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CBD)的估計係數為-0.314，z 值為-16.15，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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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5，z 值為 9.47，達 99%

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鄰里人口密度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具有正

面影響效果。亦即，鄰里人口密度愈高，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愈高。

在永久性的開放空間方面，公園面積(GREEN)的估計係數為 0.024，z 值為

5.54，達 99﹪統計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表示鄰里公園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

格具有正面影響效果。Irwin and Bockstael（2002）最有價值的住宅土地為，開放

空間數量最大化及土地開發數量最小化。本文實證結果發現，永久性的開放空間

(如鄰里公園)、可開發性的開放空間(如公有空地再利用)數量的增加，以及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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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土地開發數量的減少等，其將有助提高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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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196.19)*** 10.4(164.79)*** 10.142(211.86)***

空間延遲係數 － 0.03(10.47)*** －

基地面積 -0.019(-2.23)** -0.005(-0.63) -0.005(-0.85)

市中心距離 -0.597(-34.01)*** -0.60(-35.54)*** -0.314(-16.15)***

鄰里人口密度 1.2×10-5(10.15)*** 1.2×10-5(10.10)*** 1.4×10-5(9.47)***

公園面積 0.022(9.17)*** 0.02(8.83)*** 0.024(5.54)***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4.2×10-6(7.84)*** 3.7×10-6(7.2)*** 6.0×10-6(5.32)***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1.7×10-5(-4.07)*** -1.8×10-5(-4.33)*** -7.2×10-6(-1.0)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2.7×10-6(8.97)*** 2.1×10-6(7.23)*** 1.4×10-6(2.4)**

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 -3.9×10-6(-7.3)*** -3.6×10-6(-6.97)*** 2.4×10-7(0.19)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3.1×10-6(-4.27)*** -3.0×10-6(-4.3)*** -5.5×10-6(-5.21)***

空間誤差係數 － － 0.86(80.49)***

LIK 104.3 158.05 957.48

AIC -188.59 -294.1 -1894.96

LM-Lag 106.18*** － －

LM-Error 4127.13*** － －

Robust LM-Lag 42.14*** － －

Robust LM-Error 4063.08*** － －

Adj R2 0.59 0.61 0.87

F 值 277.245*** － －

觀察值個數 1728 1728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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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邊際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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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中心距離（lnCBD）變數為各估計係數與新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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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數與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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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除以新建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註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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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住宅土地單價係以每一新建住宅的公告現值為替代。

從表 5-5 得知空間誤差模型的邊際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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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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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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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鄰里土地開發方面，鄰里住宅樓地板開發對於該鄰里新建住宅土地價

格，每平方公尺增加為 0.03 元。鄰里工廠樓地板開發對於該鄰里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每平方公尺減少為 0.12 元。由於鄰里土地開發所造成的空間外溢效果，

通常無法實際予以衡量，故藉由邊際價格的計算結果，可實際了解鄰里土地開發

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在區位屬性方面，市中心距離每增加一公里，新

建住宅土地價格將減少為 4302 元。鄰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一人，新建住

宅土地價格將增加為 0.3 元。

就各特徵變數的彈性分析，在永久性開放空間方面，每一鄰里的公園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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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NPi  。

註15 各特徵變數的彈性計算，如基地面積  NPE
AREA

 1 ，有關 AREA 係以基地面積平均值

替代，E(NP)係以新建住宅土地單價平均值替代。
註16 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計算為(6.0×10-6)×21553.5=0.129，故其邊際價格為 0.1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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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0.41﹪。在空地再利用方

面，每一鄰里的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

地價格增加 0.31﹪。在鄰里土地開發方面，每一鄰里的住宅樓地板面積每變動百

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增加 0.41﹪。但是，每一鄰里的工廠樓

地板面積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減少 0.06﹪。在區位

屬性方面，每一市中心距離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減

少 4.98﹪。每一鄰里人口密度每變動百分之一，將會導致每一新建住宅土地價格

增加 1.32﹪。

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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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4.866 -22.147 -0.0025 

市中心距離 -0.314 1.573 -4302.479 -0.0498 －

鄰里人口密度 1.4×10-5 9350.792 0.302 0.0132 

公園面積 0.024 1.702 517.284 0.0041 

公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6.0×10-6 5113.114 0.129 0.0031 

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 -7.2×10-6 986.772 -0.155 -0.0007 

鄰里住宅樓地板面積 1.4×10-6 29200.236 0.03 0.0041 /－

鄰里店舖樓地板面積 2.4×10-7 10671.559 0.005 0.0003 /－

鄰里工廠樓地板面積 -5.5×10-6 1080.206 -0.119 -0.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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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國內有關影響空地因素及空地規劃管理之文獻並不多見，以及有關土地開

發的空間外溢效果之探討亦顯不足，故本文以 Geoghegan（2002）的理論模型為

基礎，用於探討空地再利用所產生的開放空間效果，以及鄰里土地開發所產生的

空間外溢效果，兩者對於新建住宅土地價格的影響性。此外，嘗試以空地再利用

作為開放空間使用，以及鄰里土地開發作為不同使用時，兩者對於新建住宅土地

的邊際影響效果。本文實證結果發現，首先，公有空地再利用對於新建住宅土地

價格具有正的空間外溢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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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為全台率先推動空地再利用的縣市，本文實證結果將有助於政府

推動空地管理及空地再利用之依據。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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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鄰里土地開發作為工廠使用時，卻會對新建住宅土地價格形成

負的空間外溢效果；此表示鄰里住宅土地開發的外溢利益大於外溢成本，而鄰里

工廠開發的外溢成本大於外溢利益。第三，最有價值的住宅土地為，開放空間數

量最大化及土地開發數量的最小化；當永久性的開放空間(如鄰里公園)、可開發

性的開放空間(如公有空地再利用)數量增加，以及鄰里工廠土地開發數量減少

等，其將有助提高新建住宅土地價格。永久性開放空間的邊際價格高於可開發性

開放空間的邊際價格，例如鄰里公園的邊際價格較公有空地再利用的邊際價格高

出 4,010 倍之多。故本文對於台南市推動空地再利用的政策予以高度肯定之外，

更建議政府加強管理維護永久性的開放空間，因其施行成效將遠大於可開發性的

開放空間。

最後，空間誤差模型優於空間延遲模型，空間延遲模型優於普通最小平方

法，故空間迴歸模型優於一般迴歸模型。本文分析成果代表整體台南市的狀況，

但台南市各區的發展狀況差距甚大，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地理

加權迴歸（GWR），將台南市分區進行分析，並就各區分析成果來比較其差異，

以了解何者為重要的影響變數。本文實證結果也發現，私有空地再利用面積呈現

不顯著的現象，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依私有空地再利用不同使用類別進行測

試。現行有關空地再利用的政策，主要設置為公有及私有的綠地公園、臨時停車

場、運動場、簡易藝文活動廣場，而臨時停車場又可區分為免費停車場及收費停

車場等，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空地再利用作不同目的使用時，其對新建住宅土地

的空間外溢效果分析，以建構更精確的空間迴歸模型。在鄰里土地開發方面，可

依住宅、店舖及工廠等使用，細分為純住宅、純店舖、店舖住宅混合使用、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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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遊樂場、工廠等，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土地開發作不同目的使用時，其對新

建住宅土地的空間外溢效果分析，以建構更精確的空間迴歸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