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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速鐵路之設置對於地價之影響-以彰化高鐵站為例 

The Impact of the Setting of Taiwan High-Speed Railway on Land 

Value – A Study of Changhua Station 

  

許育涵＊、楊賀雯＊＊ 

Yu-Han Hsu、Ho-Wen Yang 

摘要 

     一直以來，交通運輸對於都市的發展及擴張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其

不僅可以促進不同地區間的相互交流及聯繫，更可以帶動地區性的發展。其中台

灣高速鐵路更為台灣重大交通建設之一，隨著高速鐵路系統的開發，在區域發展

及交通可及性等方面上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由於各個站區之基礎條件及發展狀

況的不同，其所帶來的影響性也有所差異。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台灣高速鐵路設

置後，對於地價漲幅所帶來的影響，並以新設置之彰化高鐵站做為研究對象，欲

瞭解設置後對於地價所帶來的影響。研究架構主要利用文獻回顧法瞭解高速鐵路

計畫之興辦背景以及各種重大運輸系統之建設對於房地價所帶來的影響，再進一

步將彰化高鐵站之發展年期分為動工後到完工(2013 年 2 月-2015 年 11 月)以及

完工後數年(2015/11/05-2019/02/28)兩個時間點，藉由實價登錄及仲介商所提供之

實際成交筆數以及交易價格，建立階層線性模型，分析彰化高鐵站之設置在不同

時間點對於地價之影響程度。本研究預期彰化高鐵站之設置在不同時間點對於地

價漲幅具有不同的影響性，並且預期在動工到完工這個時間點對於地價漲幅的影

響程度為較大。其原因可能為高鐵系統尚未完工之前，投資者即對營運後的發展

有正面的預期心理。 

 

關鍵字: 高速鐵路、地價、階層線性模型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cities. It 

can not only promote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but als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Taiwan's high-speed railway (THSR) 

is one of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SR, it ha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ccessi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e different basic terms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each 

station area, the impact is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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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increase in land pric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s 

high-speed railway, and to use the newly-set Changhua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as 

a research object,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s on the setting.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rea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HSR projects and the impact of the 

infrastructure of various majo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n real estate prices, and further 

divide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Changhua HRS Station into construction after 

completion (2013/02/07-2015/11/04) and several years after completion (2015/11/05-

2019/02/28). Based on the actual price and the actual number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transaction price provided by the intermediary,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the hierarchy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setting of the Changhua HSR Station on 

the land pric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This study we anticipated that the setting of 

Changhua HRS Station will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regional land price increas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impact on land price increase will be 

the greatest at the time of construction to comple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nvestors 

have a positive expectation of post-operational development before the HRS system 

has been completed. 

 

Keywords: high-speed railway, land pric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ML) 

 

 

 

 

 

 

 

 

 

 

 

 

 

 

 

 

 

 

 

 



3 
 

目錄 

壹、前言 .................................................................................................................. 4 

貳、研究架構 ........................................................................................................... 6 

一、研究方法 ................................................................................................... 6 

（一）研究對象與範圍 ............................................................................ 6 

（二）研究架構 ....................................................................................... 6 

二、模型設定 ................................................................................................... 7 

（一）模型一：零模型（nell model） .................................................... 7 

（二）模型二:共變數模型(HLM-ANCOVA) ........................................ 8 

（三）模型三：截距模型（intercepts-as-outcomes model） .................. 8 

（四）模型四：斜率模型（slopes-as-outcomes model） ........................ 9 

（五）模型五：脈絡效果模型（contextual effect model） .................... 9 

參、實證結果分析 ................................................................................................. 10 

一、步驟一:進行共線性診斷 ........................................................................ 10 

二、模型一：零模型 ..................................................................................... 11 

（一）公式設定如下： .......................................................................... 11 

（二）分析結果：.................................................................................. 11 

三、模型二：隨機係數迴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12 

（一）公式設定如下： .......................................................................... 12 

（二）分析結果：.................................................................................. 13 

四、模型三：截距預測模型（intercepts-as-outcome model） .............. 13 

（一）公式設定如下： .......................................................................... 13 

（二）分析結果：.................................................................................. 14 

五、模型四：斜率預測模式（slope-as-outcomes model） ...................... 14 

（一）公式設定如下： .......................................................................... 14 

（二）分析結果：.................................................................................. 15 

肆、結論 ................................................................................................................ 16 

伍、參考文獻 ......................................................................................................... 17 

 

 

 

 

 

 

 

 



4 
 

 

 

 

 

 

 

 

 

 

 

 

 

 

 

壹、前言 

  一直以來，交通運輸系統在城市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運輸系統的開

發設置，不僅可以拓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聯繫與交流，更可以帶動區域發展。其

中高速鐵路更為台灣重大交通建設之一，高速鐵路自 2007 年正式營運以來，促

成一日生活圈的形成，縮短了西部點到點之間的交通距離以及時間，讓西部的旅

遊可以在一日內完成。高速鐵路的開發，在區域發展均衡以及交通運輸的可及性

等方面，都具有影響力，但會因為各站區之基礎條件與發展狀況的差異，帶來的

影響也會有所不同(胡志平，2008)。 

  回顧以往文獻對於對於設置高鐵站所帶來之影響之研究，依據場站及發展階

段分為三類，（1）有針對單一階段及單一高場站所帶來之影響做分析，發現新竹

高鐵站正式通車營運後對於地區房價有正面的影響性（胡志平，2008）。（2）在

尚未興建高速鐵路或正式營運通車前，對於未來地方發展上所帶來的影響做預測

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若增加了都市發展的土地與改進交通的可及性，對於地區

的產業與人口會有正面的影響性，並且知道再增加都市發展土地的影響幅度會比

改進交通的可及性來得大（林禎家、馮正民、黃麟淇，2005）（3）在高速鐵路正

式營運通車後，對於不同階段與不同場站進行全面的研究分析，並且比較不同場

站及不同階段所帶來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在高速鐵路正式營運之後對於地價

的漲幅會影響，在不同的年度，高鐵之設置對於地價的漲幅影響分析中，得知高

鐵之設置於不同階段對於地價都有影響性（鄒克萬、鄭皓騰、郭幸福、楊宗名，

2013）。然而，上述文獻中，所研究之時間與對象，多集中於 2007 年所開發營運

的站點，對於 2015 年正式啟用之三個站點，分別為苗栗、彰化及雲林高鐵站之

相關文獻較少，並且三個站點與以往在都市地區場站的基礎條件與發展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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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道所帶來之影響性差異。新設置之三個站點（苗栗、彰化以及雲林高鐵站），

從 1997 年行政院核定新增後，在人口、場站服務範圍、高鐵站點之間的距離及

帶來效益等方面受到質疑，綜合上述因素，彰化高鐵站被認為是最低度使用，也

最不被需要的站點，因此以彰化高鐵站為例，探討高速鐵路之設置在不同開發階

段對於地價之影響。 

  以往文獻中，多數研究以特徵價格法來估算房地價格影響因素，但多數的研

究，將各個因素是為不互相影響且獨立進行分析，其中涵蓋了區域因素，也將誤

差項假設獨立且符合同質分配。但是區域特徵以及房地價特徵不是相互獨立，而

是有相互影響的可能性，空間的相依性會使得傳統特徵價格模型中土地價格有空

間異質性以及空間自我相關的問題產生(Anselin，1988)。文獻中提及，當特徵價

格中方程式的誤差項，存在自我相關問題時，會造成參數的估計有偏誤的情形發

生，也會有模型中解釋變項有不正確的係數產生，進而有不正確的結果。在過去

傳統特徵價格理論中，對於誤差項的假設沒有考慮上述所提到的空間相依性的關

係，造成模型沒有符合相等分配且獨立的假設，模型的估計能力也就會下降(李

春長等人，2010)。 

  傳統的研究中，常常遇到依變項為各體層次變項，而解釋變相包刮不同層次

的變項，研究人員的處理方式通常有二:(一)散計:為只針對個體層次的資料進行

單一個層次做分析，即僅以個人層次做分析，忽略了總體層次間的相似性，使得

標準誤在估計時變得過小，進而有型 I 誤差過於膨脹的情形產生(林原宏，1997a)。

(二)合計:以較高層次的單位做分析，將低層次的個人資料以高層次為單位合併後

進行分析，忽略了個人層次之間的差異，造成分析結果在解釋上發生偏誤(林原

宏，1997a)。 

  階層線性模型(HLM)， 為在處理多層次資料時，不可或缺的統計方法之一，

而追蹤研究的資料屬於多層次的資料結構，想要瞭解同一群體的受試者，在不同

的時間點重複的測量或者是追蹤某個介入的方案對其改善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採

用此統計分析方式(李靜芳、溫福星，2008)。HLM 為應用回歸的原理到多層次資

料結構的統計技術，包括個體與組織等不同層次及跨層次的資料處理，適用於鑲

嵌資料的統計方法(溫福星，2006)。HLM 除了考慮到總體層次的解釋變項對於個

體層次的依變項所帶來的影響之外，也會考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對於個體層次的解

釋變項對個體層次依變項帶來影響的調節作用。除了上述之外，也將總體層次誤

差變異納入考慮，將原來的迴歸分析中單一變異數，拆為總體層次以及個體層次

的變異數。此方法所帶來的好處，不僅可以考慮到總體層次與個體層次的分析單

位，也考慮到組織裡，個體之間存在的相依性，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相異性，在

此模式的操作下，較不會產生前述的偏誤及問題產生(李靜芳、溫福星，2008)。 

  然而，主要強調透過 HLM 模型，可以將變數歸屬在適當的單位，並且可以

避免推論謬誤以及估計偏誤的情形發生。在模型的設定較為簡單，主要在強調時

間序列對於土地特徵存在調節的效果，而有關解釋變項之選取，個體層次包括了

交易土地面積、建蔽率、容積率、是否臨路以及使用分區五個變數，總體層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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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時間序列以及是否為在田中鎮兩個變數。故本文嘗試以彰化高鐵站的設置階段作為時

間序列，利用階層線性模型，探討土地特徵與土地價格的關係，並希望可以達到的研究

目的為:1.利用階層線性模型，探討土地特徵對於高鐵在不同設置階段，土地價格變異的

解釋程度；2.利用階層線性模型，土地特徵與土地價格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土地特徵

與高鐵在不同設置階段的交互作用，對於土地價格的影響效果。 

貳、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範圍 

  研究對象選擇新設置之彰化高鐵站作為研究對象。在土地特徵變數的選擇上，

會影響土地價格的實質特徵包括是否臨路、土地移轉面積、使用分區、建蔽率以

及容積率作為個體層次變項（林元興、黃淑惠、蔡吉源，2006），將時間序列分

為兩個階段，分別為動工後到完工(2013 年 02 月-2015 年 11 月)以及完工後數年

(2015 年 12 月-2018 年 02 月)，作為總體層次變項作分析。在資料範圍選擇 2013

年 02 月-2018 年 02 月，由實價登錄提供的交易筆數，包括田中鎮的高鐵段以及

社頭鄉的高鐵社頭段，此分析採取筆數共 214 筆。  

 

（二）研究架構 

  本文相關變數之選取，會參考傳統土地特徵型態、架構以及用途，將土地特

徵與時間序列分為個體層次變項以及總體層次變項，並以土地價格總價作為依變

項，依本文的研究目的，利用階層線性模型，可以分別由土地特徵、時間序列與

土地價格之間相互的關係，估計出土地特徵與時間序列對於土地價格變異解釋的

程度，並且可以估計時間序列可能調節土地特徵對於土地價格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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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設定 

（一）模型一：零模型（nell model） 

  在分析的過程中，零模型具有下列目的，分別是分析出各階段之間是有有差

異，估計的總變量之中，有多少的變異是由組間的變異造成的，以及可以提供初

階的訊息，作為更進一步其他模式的分析時，參考比較用（李春長、童作君，2010）。

本模型又稱為具有隨機效果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εij                                                      (1) 

 

 

Level2： 

 

β0j =γ00＋υ0j                         (2) 

 

將式(2)代入式(1)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Mixed: Yij=γ00＋υ0j＋εij                                                             (3) 

 

γ00為各階段平均土地價格的總平均，若對 Yij取對數，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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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Yij ) = Var (γ00＋υ0j＋εij) 

 =τ00＋σ𝓮
2                                                                          (4) 

 

也就是說，依變項的變異數等於誤差變異數與組內之間變異數的和，在此組間的

變異數除上式(4)代表的總變異數之比值，會得到一個組織間差異的 

ICC（組內相關系數，ρ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可以表示

組間差異的程度。公式如下所示： 

 

ρ=τ00/(τ00＋σ𝓮
2)                                                 (5) 

 

ρ為組間的變異數與總變異數的比值，代表者依變項的變異數可被組間差異解釋

之程度，用以表現依變項與組間的相關程度。當ρ很小時，表示依變項沒有存在

組間差異，反之，當ρ較大時，代表依變數存在的組間差異，不應該忽略不計，

必須考慮到階層結構的屬性（邱皓政、溫福星，2007）。 

式(3)可以檢定高鐵設置各階段的平均土地價格是否有差異，如果隨機部分υ0j的

檢定是顯著的，則表示高鐵設置各階段的平均土地價格是有差異的，因次必須考

慮到不同階段之間的差異。 

（二）模型二:共變數模型(HLM-ANCOVA) 

  將前述的模型加入一個連續自變項作為解釋的變項，就如同一個連續變項作

為共變項的共變數分析模型（邱皓政、溫福星，2007）。模型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β1jXij＋εij                                                                           (6) 

 

Level2： 

 

β0j=γ00＋υ0j                                                      (7) 

β1j=γ10                                                                                                                      (8) 

 

將式(7)(8)代入式(6)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Mixed:Yij=γ00＋γ10Xij＋υ0j＋εij                                     (9) 

 

（三）模型三：截距模型（intercepts-as-outcomes model） 

  截距模型為在第二層放入一個或者多個連續的字變數，以作為第一層截距

（如 Y的分組平均數為Yj）的解釋變數，可以間接解釋 Y。因為第一層中無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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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個體層次並不會產生任何斜率迴歸係數，因此，總體層次的解釋變數僅僅

是對於第一層的截距加以解釋，此為「截距模型」（Bryk、 Raudenbush, 1992）。

方程式如下： 

Level１： 

 

Yij=β0j＋εij                                                            （10） 

 

Level2： 

 

β0j=γ00＋γ01Zj＋υ0j                                                                                             (11) 

 

將式(11)代入式(10)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Mixed:Yij=γ00＋γ01Zj＋υ0j＋εij                                                                         (12) 

  

（四）模型四：斜率模型（slopes-as-outcomes model） 

  在階層的資料之中，若第一層有一個或者多個連續的字變數來作為 Y的解釋

變數，而第二層也有一個或者多個連續的自變數以作為迴歸係數的解釋變數，即

將截距模型以及共變數模型做整合，得到 HLM 的完整模型，也可稱為斜率與截距

的整合模型(Burstein、Linn、 Capell， 1978)。完整 HLM模型的方程式如下： 

 

Mixed: Yij=γ00＋γ10Xij＋γ01Zj＋γ11ZjXij＋υ0j＋υ1jXij＋εij                （13） 

 

從式（6）的γ11ZjXij可以知道，完整的模型可分析高階的自變項與低階的自變項

之間跨層次的交互作用（程度反映在γ11之中）統計顯著與否（邱皓政、溫福星，

2007） 

（五）模型五：脈絡效果模型（contextual effect model） 

  此模型的特色為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解釋變數為同一變數，在個體層次中，

以 Xij解釋 Y，在總體層次中，以Xj解釋 Y，即 Zj=Xj。若總體層次的自變項會對

於個體層次的自變項有影響時，即是總體層次與個體層次自變項間的跨層級的交

互作用（邱皓政、溫福星，2007）。方程式如下： 

Level１： 

 

Yij=β0j＋β1jXij＋εij                                                  （14） 

 

Level2： 

 

β0j=γ00＋γ01Xj＋υ0j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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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j=γ10                                                           (16) 

 

將式(15)(16)代入式(14)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Mixed:Yij=γ00＋γ01Xj＋γ10Xij＋υ0j＋εij                                (17) 

 

參、實證結果分析 

一、步驟一:進行共線性診斷 

 

 

表一 共線性判斷表 

 

 

 

 

 

 

 

 

 

表二 共線性診斷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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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進行共線性診斷，確定放入之變數沒有共線性的問題，即能進行下

一個步驟。在（表一）（表二）可以看到放入土地特徵因素中，容積率、移轉面

積、是否臨路、使用分區、以及隸屬鄉鎮之間，並無共線性的問題，確認後，

即可進行下一個步驟。 

二、模型一：零模型 

（一）公式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εij                                                      (18) 

 

  i：高鐵設置各階段之樣本地號，表示每筆移轉土地； 

  j：鐵設之各階段編號。 

 

其中， 

 

  Yij ：第 j個階段中第 i個土地價格，取自然對數值； 

  β0j：第 j個階段之平均土地價格； 

  εij：第 j個階段中第 i個土地之誤差項。 

Level2： 

 

β0j =γ00＋υ0j                         (19) 

 

其中， 

 

  γ00：高鐵設置各階段平均土地價格總平均數； 

  υ0j：高鐵設置各階段之平均土地價格與高鐵設置各階段平均土地價格總平 

均數之差異。 

 

將式(19)代入式(18)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Mixed: Yij=γ00＋υ0j＋εij                                                             (20) 

 

（二）分析結果： 

表三 零模型部分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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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表三）零模型之 ICC數值判斷，ICC數值為 0.9241463，超過 0.059

之標準，故應考慮多層次的分析統計。 

三、模型二：隨機係數迴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 

（一）公式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β1jV6＋β2jV8＋β3jV10＋β4jV17＋εij                                            (21) 

 

Level2： 

 

β0 =γ00＋υ0                                                                                                        (22) 

β1 =γ10＋υ1                                                   （23） 

β2 =γ20＋υ2                                                   （24） 

β3 =γ30＋υ3                                                   （25） 

β4 =γ40＋υ4                                                  （26） 

 

將式(22)(23)(24)(25)(26)代入式(21)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Yij=γ00＋（γ10＋υ1）V6＋（γ20＋υ2）V8＋（γ30＋υ3）V10＋（γ40＋υ4 ）

V17＋υ0＋υ1V6＋υ2V8＋υ3V10＋υ4V17＋εij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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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結果： 

表四 隨機係數迴歸模型部分分析結果 

 

  依據（表四） 

四、模型三：截距預測模型（intercepts-as-outcome model） 

（一）公式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β1jV6＋β2jV8＋β3jV10＋β4jV17＋εij                                            (28) 

 

Level2： 

 

β0 =γ00＋γ01V7＋γ02V12＋υ0                                                                         (29) 

β1 =γ10＋υ1                                                   （30） 

β2 =γ20＋υ2                                                   （31） 

β3 =γ30＋υ3                                                   （32） 

β4 =γ40＋υ4                                                   （33） 

 

將式(29)(30)(31)(32)(33)代入式(28)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Yij=γ00＋（γ10＋υ1）V6＋（γ20＋υ2）V8＋（γ30＋υ3）V10＋（γ40＋υ4 ）

V17＋υ0＋υ1V6＋υ2V8＋υ3V10＋υ4V17＋εij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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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結果： 

表五 截距預測模型部分分析結果 

 

五、模型四：斜率預測模式（slope-as-outcomes model） 

（一）公式設定如下： 

Level１： 

 

Yij=β0j＋β1jV6＋β2jV8＋β3jV10＋β4jV17＋εij                                            (35) 

 

Level2： 

 

β0 =γ00＋γ01V7＋γ02V12＋υ0                                                                         (36) 

β1 =γ10＋γ11V7＋γ12V12＋υ1                                    （37） 

β2 =γ20＋γ21V7＋γ22V12＋υ2                                    （38） 

β3 =γ30＋γ31V7＋γ32V12＋υ3                                    （39） 

β4 =γ40＋γ41V7＋γ42V12＋υ4                                       （40） 

 

將式(36)(37)(38)(39)(40)代入式(35)可得混合模型如下: 

 

Yij=γ00＋γ01V7＋γ10V6＋γ11V7V6＋γ12V12V6＋γ20V8＋γ21V7V8＋

γ22V12V8＋γ30V10＋γ31V7V10＋γ32V12V10＋γ40V17＋γ41V7V17＋γ41V12V17

＋υ0 ＋υ1V6＋υ2V8＋υ3V10＋υ4V17＋εij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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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結果： 

表六 斜率預測模型部分分析結果 

 
  由（表六）可以得知土地特徵對於土地價格的影響，也可以得知隸屬鄉鎮

以及在不同設置階段下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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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文運用了階層線性模型，探討在彰化高鐵不同的設置階段土地特徵對於

價格的影響確實有顯著的影響，且由於隸屬鄉鎮的影響，會使得土地特徵對於

土地價格的影響有差異，即隸屬地區對於土地價格的影響，不僅具有脈絡的效

果，也會在土地特徵以及價格之間，有調節效果的存在。運用階層線性模型，

不僅將土地特徵與隸屬區域之間的交互作用納入考量，並且考量在隸屬鄉鎮的

影響下，土地特徵與土地價格之間的隨機效果。實證結果顯示，高鐵不同的設

置階段以及隸屬鄉鎮的影響之下，對於地價的影響會有顯著差異，顯示出加入

設置階段層次以及隸屬區域層次後，土地特徵對於土地價格的影響，具有調節

的效果。研究結果也顯示，彰化高鐵站的開發營運對於地價指數的漲幅具有影

響，從不同階段高鐵對於地價指數漲幅的影響分析中，可以知道在計畫定案後

到完工之前（階段一），帶來的影響會是較顯著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民眾的預期

心理，但在正式營運（階段二）之後，地價漲幅的程度漸緩，原因可能來自

於，在彰化高鐵站正式營運之後，地區周變的發展條件以及相關交通建設都還

未開發以及明顯的改善。高速鐵路之開發營運，確實會對於地區發展以及房地

價格具有正向的影響，如果欲有更多正向的改變，必須配合當地的發展以及相

關設施的建設（聯外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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