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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交易價格與數量之 Granger因果關係研究 

-以原台中市較高與較低之行政區為例1
 

黃建勛、鄭為安、陳彥至、黃星儒、林緯華、張毓恆、賴冠宇、陳柏州2
 

 

摘要 

在空屋率不斷向上攀升的情形下，代表不動產市場上存在著許多空屋，根據

經濟理論，當市場上供給變多，意謂著價格會下跌，但在台灣的不動產市場裡，

供給量變多，價格卻還是持續向上增加，這明顯與供需理論相反。 

本研究將探討原台中市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與不動產數量間是否有關係，以原

台中市高空屋行政區與低空屋行政區之不動產市場作為研究範圍。其中，高空屋

行政區為高空屋率且高空屋量的區域，此區的行政區有西屯區、北區；而低空屋

行政區為低空屋率且低空屋量的區域，在此區的行政區有西區、南區；研究時間

為西元 2012年 7月至西元 2014年 12月，共 30筆資料；研究對象為這四個行政

區符合交易標的之不動產（土地+建物）資料，建物型態包含公寓（5 樓含以下

無電梯）、住宅大樓（11 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10 層含以下有電梯）以及透

天厝。本研究將利用這四個行政區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與不動產交易數量進行實證

分析，透過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來探討高空屋行政區之不動產交易價格和不動

產數量之間是否存在領先與落後，以及低空屋行政區之不動產交易價格和不動產

交易數量之間是否不存在領先與落後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原台中市高空屋行政區中古屋市場的不動產交易價格與數量

間存在 Granger因果關係，而在高空屋行政區新成屋市場與低空屋行政區中古屋

及新成屋市場的不動產交易價格與數量間不存在 Granger因果關係，這結果表示

違反供需理論的現象只會發生在高空屋行政區之中古屋市場。 

 

關鍵字：空屋、不動產交易價格、不動產交易數量、Granger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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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不動產市場上一定存在著空屋，有空屋才有供給，有供給才可以滿足需求， 

由於亞洲國家普遍有著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人們都想擁有自己的不動產，此觀念 

會吸引投資客及建商投入不動產市場，造成亞洲國家不動產市場上的空屋數量及 

空屋率較西方國家高出許多。根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於西元 2015 年 3 月 18 

日蒐集之各國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之空屋率為 19.3%（西元 2010 年內政部

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或是為 10.5%（西元 2013 年低度使用用電住宅資訊資料）、

日本為 13.1%（西元 2008年政府資料）、香港為 4.3%（西元 2013 年政府資料）、

美國為 13.6%（西元 2013 年 Q3 政府資料）、英國為 3.3%（西元 2014 年政府資

料）、荷蘭為 4.2%（西元 2014 年政府資料）、澳大利亞為 10.2%（西元 2014 年

資料），雖然各國統計之資料年份並非為同一年，但彼此資料統計的年份差距並

非很大，資料彼此間經過比較後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台灣的空屋率明顯偏高。

在最新的內政部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顯示，台灣在西元 2010年不動產市場 上有 

1,559,064棟的空屋存在，代表市場上的供給量遠遠大於需求量。  

本研究欲以原台中市為研究對象，並希望透過目前所可以得到的內政部不動 

產資訊平台的實價登錄資料，來探討原台中市不同行政區，新成屋價格與新成屋 

交易數量關係以及中古屋價格與中古屋交易數量之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現有的 

空屋率及空屋量資料將西屯區、北區、北屯區、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南 

區由高而低劃分成高空屋行政區、中空屋行政區、低空屋行政區三等份，劃分的 

方法本研究將在第三章詳細說明，透過劃分來檢驗不動產交易價格帶動不動產交

易數量的領先關係是否只發生在高空屋狀態之行政區，並透過此研究協助政府瞭

解造成台中市高空屋背後的原因。  

因此，綜合以上之敘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檢測高空屋行政區其不動產交易價

格是否存在領先不動產交易數量之 Granger 因果關係，以及檢測低空屋行政區其

不動產交易價格是否不存在領先不動產交易數量之 Granger因果關係。 

二、 文獻回顧 

在空屋方面，學界與政府對空屋各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政府對於空屋之界定

可分為行政院主計處和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主計處把空屋稱為空閒住宅，指的

是無人居住且未供其他用途之住宅，包括建商未售出之成屋（新建餘屋（待售）

住宅）與擁有第二棟以上未經常居住之住宅。內政部營建署把空屋稱為低度使用

（用電）住宅，指的是依房屋稅籍住宅類數量中，可供居住使用但使用（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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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偏低之住宅。在學界裡，張金鶚及彭建文運用自己對空屋之定義，進行實證

分析，他們將空屋定義為在住宅普查時，針對有門牌號碼並可供居住使用而未使

用或低度使用之住宅稱為『空屋』。本研究對於空屋之定義將採用內政部營建署

台電用電不足底度戶數之低度使用（用電）住宅之定義。 

在不動產交易價格方面，彭建文（2004）空屋率與房地產景氣呈現反向的變

動，市場上房地產景氣好時空屋率就會下降，則景氣不好時空屋率會上升。所以

房價是影響空屋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在閱覽 Joris Hoekstra & Cyrus 

Vakil-Zad(2009)後發現，台中市的高空屋率與高不動產交易價格現象與西班牙悖

論相似，都是在不動產市場中空屋率與不動產交易價格齊頭上揚的現象。 

最後是影響交易量之因素，林佳蓉、張金鶚（2003）不動產市場具有不完全

競爭市場及市場資訊不健全等特性，而那時又因為台灣不動產市場景氣下滑，造

成許多投資人無法在短期之內去化手中的空屋，在建商與投資者過度預期心理下，

期待不動產市場會較為樂觀，其所產生的過度投資，會在住宅市場造成高空屋率

的現象。 

三、 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利用圖 3-1進行實證分析，分別對新成屋透天厝總價、新成屋大樓

單價、新成屋透天厝交易數量、新成屋大樓交易數量、中古屋透天厝總價、中古

屋大樓單價、中古屋透天厝交易數量、中古屋大樓交易數量進行單根檢定，再以

新成屋透天厝總價及新成屋透天厝交易數量、新成屋大樓單價及新成屋大樓交易

數量、中古屋透天厝總價及中古屋透天厝交易數量、中古屋大樓單價及中古屋大

樓交易數量進行單根檢定、向量自我迴歸模型、以及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圖 3-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動產交易數量 不動產交易價格 

高空屋行政區 

低空屋行政區 

空屋行政區的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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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數的來源及變數的定義 

1.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資訊  

在空屋方面，本研究依據內政部於西元 2013 年統計之低度使用(用電) 住

宅資訊分為兩種變數，第一種為空屋率，第二種為低度宅數，以下簡稱空屋量。 

在空屋率方面，本研究將內政部於西元 2013 年統計之低度使用(用電) 住宅資

料整理成表 3-1。 

表 3-1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空屋率 

行政區 空屋率(%) 

中區 24.11% 

東區 12.88% 

北區 12.46% 

西屯區 11.53% 

西區 11.47% 

北屯區 10.51% 

南區 9.92% 

南屯區 8.59% 

平均值(%) 12.68% 

資料來源：內政部 

在空屋量方面，本研究將內政部於西元 2013 年統計之低度使用(用電)住宅

資料整理成表 3-2。 

3-2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低度宅數 

行政區 空屋量(戶) 

西屯區 10,563 

北屯區 9,105 

北區 7,745 

南屯區 5,551 

南區 5,067 

西區 4,902 

東區 3,022 

中區 1,690 

總數(戶) 4,7645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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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表 3-1及表 3-2將本研究對象的八個行政區分成三大類。第一類

為高空屋行政區：此區為高空屋率且空屋量多的分區，在此區的行政區有西屯區

以及北區。第二類為中空屋行政區：此區為高空屋率且空屋量少和低空屋率且空

屋量多二種分區，在此區的行政區有北屯區、南屯區、中區、東區。第三類為低

空屋行政區：此區為低空屋率且空屋量少的分區，在此區的行政區有西區、南區。 

2.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平台實價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  

在不動產交易價格方面，本研究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服務網 

資料分為新成屋透天厝每月平均總價、新成屋大樓每月平均單價、中古屋透天厝

每月平均總價、中古屋大樓每月平均單價等四大類，而如何區分新成屋與中古屋，

本研究參考過去的文獻，將本研究之新成屋定義為屋齡為二年以內之不動產，中

古屋定義為屋齡超過二年之不動產，作為區分新成屋及中古屋之方法。 

3.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平台實價登錄之不動產交易數量  

在不動產交易數量方面，本研究採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服務網

資料。從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服務網資料中，本研究將利用過去相關

文獻之定義，界定出本研究新成屋及中古屋之定義，在新成屋方面，本研究將屋

齡為二年以內之不動產定義為新成屋，在中古屋方面，本研究將屋齡為超過二年

之不動產定義為中古屋。透過此定義，本研究將運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

查詢服務網資料區分出新成屋透天厝每月交易數量、新成屋大樓每月交易數量、

中古屋透天厝每月交易數量、中古屋大樓每月交易數量等四大類。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原台中市不動產交易價格與原台中市不動產交易數量之互動

關係，故本研究將以時間序列分析對此互動關係進行實證分析。在進行時間序列

分析時，首先得需進行單根檢定，驗證資料是否有無單根，若無單根就代表資料

為定態，反之則代表資料為非定態。在單根不存在的情況下，就表示時間序列變

數為定態，可直接運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AR)進行分析。 

1. 單根檢定 

時間序列變數通常可分為定態或稱恆定(stationary)和非定態或稱非恆定 

(Nonstationary)兩種數列。一個定態數列對於任何外在衝擊僅具暫時性影響，亦

即該變數受到干擾後又會返回其平均值。反之，若經由隨機過程所產生的機率分

配會隨時間的變動而改變，則稱此一數列為非定態(nonstationary)之時間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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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時間序列是否為定態的方法中較簡單的方式，就是透過時間序列的趨勢

圖來判定是否為定態，而所謂的趨勢(trend)係指時間序列資料持續而長期性的移

動，而時間序列資料則沿著它的趨勢上下波動。在時間序列分析中，有兩種可能

的趨勢讓時間序列為非定態，其中一種為固定趨勢(deterministic trend)另一種為

隨機趨勢(stochastic trend)。但是不一定都能夠透過圖形趨勢圖清楚判斷是否為定

態，因此需要透過單根檢定來判定之。 

單根檢定的目的即是在確定經濟變數之時間序列資料的整合級次(integrated 

order)以及判定經濟變數之時間序列資料是否為定態(stationary)。若某一時間序列

資料需經過 d次差分後才能達到定態，稱為「d階整合」，記為 I(d)；若該時間序

列資料不需經差分即為定態時，則其整合階次為 0，記為 I(0)，又稱作「零階整

合」。透過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加以檢定時間序列的穩定性，當時間序列為

定態時，代表外來的隨機衝擊對於時間序列資料造成短暫性影響，衝擊效果也隨

時間經過而逐漸消失，使得時間序列資料收斂回到長期的平均值，當時間序列為

非定態時，則反之。 

Dickey and Fuller(1981)提出之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ADF test)，其在

原有 DF test 考慮時間序列落後期資料的產生過程，把原迴歸式的右邊加入被解

釋變數的落後項，來消除殘差項的自我相關。ADF 之檢定模型依是否含截距項

(Intercept)及時間趨勢項(trend)，分成下列三種模型： 

無截距項與趨勢項。 

               ∆𝑦𝑡=𝛾𝑦𝑡−1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𝑝
𝑖=1 + 𝜀𝑡                     （1） 

含截距項但無趨勢項 

               ∆𝑦𝑡 = 𝑎0 + 𝛾𝑦𝑡−1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𝑝
𝑖=1 + 𝜀𝑡               （2） 

含截距項及時間趨勢項。 

               ∆𝑦𝑡 = 𝑎0 + 𝛾𝑦𝑡−1 + 𝑎2𝑡 +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𝑝
𝑖=1 + 𝜀𝑡        （3） 

公式（1）至公式（3）三式中，a0 為截距項，t 為時間趨勢項，p 為最適落

後期數；虛無假設為H0: γ = 0，若原始序列不能拒絕具有單根之虛無假設，則將

此序列進行差分處理，直到序列呈現為定態。 

為了修正殘差項自我相關，以確定殘差項符合白噪音過程(white noise 

process)，在進行 ADF 檢定時，必須選定最適落後期數。如果選取之落後期數太

長，將形成估計無效率；若選取之落後期數太少，則可能會忽略潛在的可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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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估計偏誤。本研究採用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判定準則，當 AIC

值達到最小值時就是最適落後期數，其定義3如下： 

                         AIC = T In(SSE) + 2k                    （4） 

公式(4)中的 T 為總樣本數，ln(SSE) 為殘差平方和取自然對數，k 為待估計

參數總數。 

本研究在參考陳旭昇（2013）後，決定本研究將使用 Said&Dickey(1984)提

出之ADF檢定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來檢驗本研究選定之時間序列資料是

否為定態以及資料是否有單根存在之方法。 

2. 向量自我迴歸之基本模型（VAR） 

Sims(1980)提出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用來解決變

數應屬內生或外生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向量自我迴歸模型是將所有的變數均以

內生變數來處理，以變數自己的落後期，加上其他變數的落後期為解釋變數，來

探討變數間之互動關係。如此，就可以清楚明瞭一個變數的變動對其他變數之影

響，亦可克服變數應為內生或外生變數認定的疑義。 

VAR 是一組由多變數、多條迴歸方程式所組成，這些在每一條方程式中，

因變數皆以因變數自身的落後期，加上其他變數落後期來表示。n個變數間，其

VAR(p)的一般化模型為： 

𝑌𝑡   =   𝛼  +   ∑ 𝐴𝑖

𝑝

𝑖=1
  ×    𝑌𝑡−𝑖   +   𝜇

𝑡
 

   (𝑛 × 1) (𝑛 × 1)   (𝑛 × 𝑛)         (𝑛 × 1) (𝑛 × 1)           （5） 

   簡單來說，假設只有二序列𝑦1與𝑦2(n＝2變數)，則其VAR(p)模型就簡化成為： 

   [
𝑦1,𝑡

𝑦2,𝑡
]

2×1
= [

𝑉1

𝑉2
]

2×1

+ [
𝑎11,1 𝑎12,1

𝑎21,1 𝑎22,1
]

2×2
[
𝑦1,𝑡−1

𝑦2,𝑡−1
]

2×1
+ ⋯ + [

𝑎11,𝑝 𝑎12,𝑝

𝑎21,𝑝 𝑎22,𝑝
]

2×2
[
𝑦1,𝑡−𝑝

𝑦2,𝑡−𝑝
]

2×1
+ [

𝑉1,𝑡

𝑉2,𝑡
]

2×1

（6） 

   這裡，E(𝜇𝑡) = 0、E(𝜇𝑡 × 𝜇𝑡
′) ∑ ≠ 0且E EE(𝜇𝑡 × 𝜇𝑡

′) = 0。 

上式中，𝑌𝑡為分析模式中之(𝑛 × 1)維的內生變數向量，並且具有聯合共變異

定態特性的線性隨機過程，亦是攸關變數；𝜇𝑡為(𝑛 × 1)維的預測誤差向量，可視

為隨機衝擊項。𝐴𝑖為(𝑛 × 1)的 m 階落後變數。 

   E(𝜇𝑡 × 𝜇𝑡
′) = 0表示聯立方程組中每一方程式皆具有時間序列獨立的特性；  

   E(𝜇𝑡 × 𝜇𝑡
′) ∑ ≠ 0表示聯立方程組間同期誤差向量是彼此相關的。 

   檢定𝑌2對𝑌1之因果關係，其虛無假設為： 

                                                      
3
部分文獻與統計軟體所採用的計算定義有些微不同，本研究參照楊奕農（2009）之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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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a12,1 = a12,2 = ⋯ = a12,p = 0 

            H1: a12,1、a12,2、⋯、a12,p有一不為 0            （7） 

   檢定𝑌1對𝑌2之因果關係，其虛無假設為： 

                   H0: a21,1 = a21,2 = ⋯ = a21,p = 0 

              H1: a21,1、a21,2、⋯、a21,p有一不為 0            （8） 

3.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Granger(1969)提出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概念，此因果關係不是「前因後果」

的關係，因為此方法是利用變數預測力(predictability)衡量變數間的因果關係，透

過檢定來了解變數間的「領先-落後」關係。這就代表著，若兩時間序列存在因

果關係時，則依獨立變數加入過去的訊息會增加因變數的解釋能力，表示存在因

果關係，即不是只一個變數的變動會引起另一個變數的變動，而是「領先-落後」

的概念，其指的是一個變數的當期和其他變數的過去值之間的相關關係(張紹勳，

2012，p.681)。所以，假設有Xt和Yt兩個變數序列，當變數Xt過去的歷史資訊可

以幫助到預測變數Yt所需之訊息，就稱變數Xt「Granger cause」變數Yt，也就是

說Xt序列領先Yt序列。另一方面，當變數Yt過去的歷史資訊可以幫助到預測變數Xt

所需之訊息，就稱變數Yt「Granger cause」變數Xt，表示Yt序列領先Xt序列。若

上述二種情形同時存在，就代表著變數Xt和Yt互相「Granger cause」，說明兩變數

存在著雙向回饋(feedback)關係。故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是運用在解釋變數間

領先(Granger cause)、落後(does not Granger cause)、互相回饋或是無關係的統計

檢定。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之虛無假設為： 

𝐻0(𝐴)：𝑏1 = 𝑏2 = ⋯ = 𝑏𝑝 = 0 

𝐻0(𝐵)：𝑐1 = 𝑐2 = ⋯ = 𝑐𝑝 = 0 

（9）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式，無論其是否需加入誤差修正項，其檢定結果可分

為下列四種情形： 

(1) 當檢定結果拒絕𝐻0(𝐴)，但不拒絕𝐻0(𝐵)，代表存在單向因果關係，說明𝑌𝑡過去

的歷史資訊可以幫助預測𝑋𝑡，表示𝑌𝑡領先𝑋𝑡。 

(2) 當檢定結果拒絕𝐻0(𝐵)，但不拒絕𝐻0(𝐴)，代表存在單向因果關係，說明𝑋𝑡過去

的歷史資訊可以幫助預測𝑌𝑡，表示𝑋𝑡領先𝑌𝑡。 

(3) 當檢定結果皆拒絕𝐻0(𝐴)及𝐻0(𝐵)，表示𝑋𝑡及𝑌𝑡兩變數間具有雙向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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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檢定結果皆不拒絕𝐻0(𝐴)及𝐻0(𝐵)，表示𝑋𝑡及𝑌𝑡兩變數間不存在因果關係，彼

此互相獨立。 

四、 實證分析 

對原台中市新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及數量進行單根檢定後，

檢測出該數據資料是否為一定態數據再進行Granger因果關係之檢測，結果顯示，

新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不進行差分始得使用，新成屋西區、南區

大樓交易數量不進行差分始得使用。而將此二個數據以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檢

驗後得知，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對大樓交易數量 Granger因果關係所得 P 值大於

顯著水準(0.1)，即不存在因果關係，因此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之過去資料對於大

樓交易數量變化不存在解釋能力；而大樓交易數量與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

Granger 因果關係所得 P 值大於顯著水準(0.1)，意謂大樓交易數量對大樓不動產

交易價格不存在因果關係，因此大樓交易數量過去之資料對於大樓不動產交易價

格變動時不存在因果關係。 

新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對新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交易數量不

具有「領先-落後」的因果關係，而新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交易數量對新成屋西

區、南區大樓不動產交易價格亦不存在「領先-落後」的因果關係，因此，在新

成屋西區、南區大樓中不存在著房屋價格對交易數量的因果關係。 

從花敬群、張金鶚（1997）認為交易量的提升才會帶動交易價格的上漲，但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原台中市之高空屋行政區，中古屋西屯區、北區透天厝與中古

屋西屯區、北區大樓這兩個地區，存在著不動產交易價格上升並且帶動不動產交

易數量上升的關係，這與花敬群、張金鶚（1997）的研究結果呈現相反的領先關

係，而且此狀況只發生在原台中市高空屋行政區的中古屋市場，因此本研究推斷

在中古屋市場，若不動產交易價格上升，會使不動產交易數量上升，代表購屋者

預期未來不動產交易價格上漲，而買進不動產等待往後增值的空間，此一閒置時

間導致了空屋上升，因而形成了高空屋行政區不動產交易價格上升帶動不動產交

易數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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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針對本研究分析所得之結果及發現，提出實證分析的結論。本研究針對高空

屋行政區與低空屋行政區以原台中市西屯區、北區、西區以及南區，四個行政區

不動產交易價格與不動產交易數量變數關係之探討，經過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可以發現在原台中市不動產市場中，高空屋行政區之西屯區與北區的中古屋大樓

與中古屋透天厝之不動產交易價格是領先不動產交易數量，而不動產交易數量並

沒有領先不動產交易價格，亦西屯區與北區的中古屋大樓與中古屋透天厝之價格

與不動產交易數量具有「領先-落後」的單向因果關係，但低空屋行政區經過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後卻無任何「領先-落後」的因果關係。 

故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本研究之假設皆為正確，高空屋行政區其不動

產交易價格存在領先不動產交易數量之 Granger 因果關係，低空屋行政區其不動

產交易價格不存在領先不動產交易數量之 Granger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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