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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臺灣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增加，都市地價亦快速攀升，住宅型態

由透天厝逐漸轉變為集合式住宅，有高層化之趨勢。而民眾對於居住環境的重視，

使得集合式住宅內之公共設施與空間朝向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透過登記制度之轉變、《建築技術規則》的修正，促使公設比逐漸增加。而

臺灣採用之住宅計價方式為虛坪計價，無法清楚了解集合式住宅專有部分和各項

公共設施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程度為何，在資訊不平等的情況下，建商可能以灌

虛坪之手段，從中賺取暴利，因此探討公共設施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為本研究

主要之目的。 

本研究擬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之 22 棟集合式住宅內公共

設施為探討之標的物，除了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外，也運用實地訪查以及詢問仲

介公司之方法，並調閱謄本、建照使照查詢及參考實價登錄之資訊等方式收集完

整資料，採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將本研究範圍內之

住宅大樓，以不同特徵變項分為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來探討進行實證分析，從研

究成果中得到以下結論：住宅單元之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於住宅交

易價格有正向顯著影響，而住宅單元之屋齡對住宅單元住宅價格未有顯著影響效

果；當控制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總體層次之公共設施多

樣性對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有正向影響效果，但如果變項只有公共設施多

樣性時，其對於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無顯著影響效果。本研究提出上述研

究成果，以期讓消費者有更多資訊做為買賣之決策參考，並使不動產交易市場更

趨於透明及公平。 

 

 關鍵字：公共設施、階層線性模型、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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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 land price in urban area rises rapidly. The type of 

residency has changed gradually from townhouses to apartments, and high-rise 

building has become the trend.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use of the spaces in the 

apartment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due to people valuing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more.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ster system and the revise of “Build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ratio of the public facility area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aiwan, the method to evaluate an apartment includes proprietary area and public 

facility area. The effect of the price between proprietary pa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cannot 

be easily understood with this evaluate method. When the information is asymmetric,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ay increase more public facility area in the apartment to 

receive additional profits. Conseque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public facilities can effect the house price. The study includes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wenty-two apartments next to Techmall block in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In addition to collecting and arranging some related documents. 

Nonetheless, we had accessed land and building registration transcription and refer 

actual price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to collect the completed data. We employ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to analyze the apartment of research area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 variables which are individual level and group level. In the study, 

we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re i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effect to the 

house price with transfer floor, the public surface area and the proprietary surface area 

of residence unit, however, the house age is not a big factor. When we control the 

influence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house price, there i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effect to apartment average house price with the divers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group level. When the variable is only public facility diversity,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to the apartment average house price. We 

propose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 in our study and we hope that these results can help 

consumers when they are buying or selling houses, and make the real estate exchange 

more open and fair. 

Keywords: Public Faciliti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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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由於臺灣的經濟發展型態轉變、人口結構改變，加上建築技術日新月

異，使民眾活動空間朝垂直化發展，帶動住宅型態逐漸轉變為高密度集合式住宅，

因此民眾對於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之議題更加關注。 

    民國 76 年前所登記之房屋，其公共設施部分大多合併於主建物登記，因此

經常被誤認為零公設比。民國 79 年至民國 83 年 10 月期間，公共設施部分雖仍

合併於主建物登記，但大多會標示及區別「公設」和「室內」兩部分。民國 83 年

10 月後，房屋之公共設施登記則不可合併於主建物。因上述之登記制度轉變致

民國 83 年後之公設比逐漸增加（謝明瑞，2012）。 

    自民國 89 年起，因蘆洲大囍市社區火災而增修多項《建築技術規則》，及近

年新增了建物退縮規定，容積率不變、建蔽率縮小，建商只能拉高建物維持相同

的樓地板面積因應，然而拉高建物樓層至八樓以上就會因建築技術規則限制需增

建一座安全梯，十二樓以上則須再具備防災中心，且為避免煙囪效應1，《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緊急昇降梯梯間須設立獨立出入口之排煙室。因上述之因素，公

設比在此時期大幅度增長（彭其薇，2015）。 

    目前各國實行之住宅計價方式分為虛坪計價2和實坪計價3兩種，臺灣以虛坪

計價作為集合式住宅之計價方式，部分建商利用此計價方式灌入虛坪（林逸杰，

2012；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現行臺灣是以權狀面積乘上單價後之

價格為交易價格，且公設面積亦加入計價範圍，使得住宅交易總面積大幅增加，

然而公共設施之效用卻不如專有面積，使專有部分之價值被公共設施之價值拉低，

故建商常用拉高公設比之商業手法，藉此稀釋房屋每坪單價，使消費者誤以為以

較低單價購入房屋；但是，若扣除附屬建物面積及公共設施面積後，其專有面積

單價則不如消費者所見之較低價格，易混淆消費者視聽，有枉顧消費者權益之疑

慮。舉例來說，公設比較高的新成屋和公設比較低的中古屋，雖在虛坪計價的制

                                                 
1 指室內空氣沿著垂直空間向上昇或下降，導致空氣加強對流的現象。煙囪效應在高樓大廈的

環境內可以是令火災猛烈加劇的原因。 
2
 指權狀總坪數包含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公共設施面積（含中庭、水塔、機電室等

「大公」；電梯間、同樓層走道空間等「小公」），並合併於計算房屋總價。 
3 指權狀總坪數必須扣除公共設施面積（含中庭、水塔、機電室等「大公」；電梯間、同樓層走

道空間等「小公」），所剩餘之坪數才能計算房屋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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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總價、面積和單價是相同的，但實際上共用部分面積是有差異的，易混淆消

費者；反觀美國與日本採實坪計價方式進行住宅交易，使資訊公開透明化，較能

反映出房屋每坪真實之價格，買賣更加透明，然而，實坪計價亦是有缺失的，其

未考量公共設施之價值，使消費者容易忽略公共設施在建物整體扮演之角色。 

    在現今住宅價格連年攀升的時代，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發布民國 108 年第 2 季

房價負擔能力指標統計成果所示，全國房價所得比為 8.79，房價負擔能力略低，

亦即買房難度略高，消費者對於購屋價格愈斤斤計較，且臺灣目前採用虛坪計價

制度，將公共設施之面積納入購買之總坪數，部分建商利用此制度將位於管線轉

折處的二樓及不易銷售的樓層上興建公共設施，使消費者購買房屋時需一併購買，

輕鬆以較高價格銷售價格較低之面積。及大部分消費者認為公共設施對房價之效

益不及專有部分對房價之效益（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卻需購買房

屋時一併購買，導致消費者需以相同單價購買效益較低之面積，相當不合理。 

    近年來隨經濟成長，消費者愈來愈重視居住安全及生活品質，因此建商為追求

高銷售率，而增加多樣化的休閒設施，例如挑高式的豪華大廳、游泳池及健身房，

如能夠妥善管理維護，對於房價有正面影響，使購屋誘因增加（陳淑美、林佩萱，

2013)。亦使臺灣住宅建築由低公設比逐年轉變為高公設比，而高公設比在虛坪計

價的制度下是變相的提高房價（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但高公設比也

不能直接與提高房價畫上等號，應考量公共設施的類型及使用維護狀況等因素（溫

琇玲、林致佑，2009）。 

    以往文獻所採用的特徵價格模型鮮少深入研究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對於住

宅價格之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公共設施對房價的貢獻度，使讓消費者

對欲購買之不動產各部份價值的詳細分配有更深入的瞭解，確保消費者取得產權

與預售屋契約約定之房屋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所列面積相同，若不同時需要找補

或因誤差過大時，可選擇解約或減價，也可將需要找補的面積範圍，依分開計價

的不同價格權重比例找補，期望可以建構更具公平正義之市場交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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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著重在建物公共設施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由於臺灣現今住

宅計價採虛坪計價之方式，實務上房屋總價為所有權面積乘上單價後得之，而其

中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的價格與專有部分的價格相同，使多數消費者為之詬病。

因此，為了更加瞭解公共設施對於房屋總價的貢獻，本研究擬出下列研究問題： 

壹、瞭解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內涵？ 

 學術上的公共設施的相關研究繁多，對於公共設施之界定範圍和定義各有所

不同，且法規的修正促使集合式住宅之公共設施型態有重大的影響。故本研究想

透過蒐集資料後統整分析，瞭解相關法律之立法歷程，得到較為清楚的公共設施

內涵與演變過程。 

貳、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內涵影響住宅單元交易價格之
程度？ 

 本研究欲探討公共設施的各種內涵對住宅交易價格之關係，再從此關係中得

知其影響程度，並了解各公共設施內涵（公設面積、公共設施多樣性）於住宅價

格中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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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研究範圍圖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為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以東大路一段、中科路、

西屯路三段、環中路二段所圍成之區域為主，選定此區域內 11 層（含）以上有

電梯之集合式住宅，此區域之交易案件，亦為將近 1/2 西屯區之住宅交易量，並

且其座落位置較為集中，建築完成時間具有階段性，易觀察因法令變革所導致公

共設施比例和項目的差異，及其對房價之影響，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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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章節安排茲分述如下，並繪製以下研究流程圖，如圖 2 所示。各章

節之內容安排如下： 

壹、緒論 

 於第一章中，先說明本研究背景與動機，再論述本研究目的，最後闡述本研

究相關內容，為後續論述與分析提供依據。 

貳、文獻回顧與討論 

 於第二章中回顧及探討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文獻，先將集合式住宅及其公共

設施以法規定義，再探討公共設施之演變、特性、分類及相關研究，最後整理歸

納住宅計價方式和分離計價之概述。 

參、研究方法 

 於第三章中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並以第二章的文獻加以支持。透過研究

架構及資料蒐集與分析，採用階層線性模型之應用來分析，及對變數加以設定與

說明。 

肆、實證結果 

 於第四章中，先將蒐集到之各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之項目以多樣性指標

計算分數後依 K-W 檢定(Kruskal-Wallis test)進行分析，探討法規修改對公共設施

內容之影響，說明不同時間區段之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之多樣分數間的差異。

其次，將以階層線性模型分析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探討

不同公共設施內涵如何影響住宅價格，以分析結果進行說明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所得之結論，提出研究建議以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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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 集合式住宅之定義 

壹、《民法》 

 依據《民法》第 799 條，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

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

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款，公寓大廈係指構造上或使

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

基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建築物構造種類與規模範圍，沒有限定適

用的對象，僅從使用功能予以界定，無論是連棟式平房以至高層鋼骨構造

建築物，只要「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限得區

分為數部分者」，其中除專有部分之外，並且存在使用上具整體不可分性之

共用部分，凡此性質之建築物及其基地均為公寓大廈。 

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21 款，集合住宅係指

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元以上之建築物。本規

則係規範以住宅為目的，並擁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築物，不

同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公寓大廈之定義，將區分所有建物的範圍限

縮在以住宅為目的之建築物，故集合住宅不完全等於公寓大廈，而是公寓

大廈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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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時價查詢服務網之分類以及物業管理對集合住宅

價格之影響(郭紀子，2017)之研究中，針對建物型態做以下分類： 

表 1 建物型態之分類 

建物型態 定義 

套房 一房(一廳)一衛 

公寓 5 樓(含)以下無電梯 

華廈 10 層(含)以下有電梯 

住宅大樓 11 層(含)以上有電梯 

 依據上述集合式住宅之定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之集合

住宅係以居住為使用目的，其規定較《民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嚴

謹，而本研究將所探討之對象限於 11 層（含）以上有電梯之住宅大樓，並

稱之為「集合式住宅」，是《民法》第 799 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21 款所

稱，由區分所有權人區分後，各專有其一部分，並就共同部分為共有，以

居住為目的之建築物為研究對象。而本研究所指之套房（一房一廳一衛）

僅限住宅大樓內，並未包含位於華廈及公寓之套房。而本研究認為相似的

建物型態，其價值較為相近且較易於比較，故本研究所選研究範圍內之集

合式住宅僅限住宅大樓，並未包含華廈及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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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合式住宅內公共設施 

壹、集合式住宅內共有部分之定義 

 依據《民法》第 799 條規定，「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

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4

款規定，「共用部分」為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部分的

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並可以分為「大公」、「小公」，大公為供全體住

戶共有的公共設施，如防火巷、防空避難室、門廳等；小公為供少數住戶共有，

如二樓和三樓間之管線，是二、三樓住戶所共有，不涉及其他樓層住戶之權屬（張

金鶚，1991）。第 3 條第 5 款規定，「約定專用部分」為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

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第 3 條第 6 款規定，「約定共用部分」為公寓大廈

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本研究因研究限制無法調閱住宅大樓內各住戶之建物登記簿謄本，故主要探

討之公共設施為建物登記簿謄本上之共有部分，無法排除約定專用部分與約定共

用部分之情形及排除法定停車位。 

貳、集合式住宅內公共設施之演變 

 本研究主要彙整張哲凡（1995）、陳覺惠（2000）、董鑑霆（2001）、王順治

（2001）、黃耀群（2007）及李承洋（2015）之相關文獻，將臺灣住宅公共設施

發展歷程分為三個時期： 

一、發展成長期（1960～1980年） 

 隨著都市化發展，人口增加，都市地價逐漸提高，1972 年政府實施高樓限建

之措施，住宅型態也逐漸由透天厝轉變為公寓，尤其是四、五樓公寓，坪數以三

十坪大小為主，但當時建築法令滿足建蔽率即可，因此公共開放空間的使用觀念

幾乎全無，造成許多開放空間不足、戶外公共空間被侵佔等問題，當時住宅之基

本原則在量的滿足。1974 年高樓限建解除，六層樓以上的電梯公寓增加，每戶需

分擔之公共設施面積也增加。 

二、發展轉型期（1981～2002年） 

 此時都市地價快速攀升，高層住宅大量出現，公寓大廈之樓層高度與戶數逐

漸增加，公共空間面積亦逐漸擴大，且於 1996 年公布《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綜合

設計鼓勵辦法》後，造成建商只需要付出設計成本就可以得到高比例的容積獎勵

面積，連社區公共服務空間亦為獎勵的部分，因此有公共服務空間的住宅與日俱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文獻回顧與探討-10  

10 

 

增，如樓電梯間、梯廳、共用開放空間等，使居民對居住環境的需求發生變化，

因此管理維護的觀念開始萌芽。 

三、成熟精緻期（2003年～迄今） 

 由於高房價衍生高地價，使住宅朝向低建蔽率且高層化發展，另外由於 2004

年《建築技術規則》的修法，八層以上建築物得設置二座直通樓梯，導致高層集合

住宅社區公共設施面積擴增。此外，建商為求得高銷售率及售價，對設置公共服務

空間採較寬鬆之方式，導致公共設施由初期之低公設比逐漸提升至近年來的高公

設比（謝明瑞，2012）。社區公共服務空間的多樣化，加上民眾對休閒品質的看重，

所以類似飯店式住宅、俱樂部住宅和酒店式公寓等特色之住宅也陸續出現。自 2003

年起，休閒住宅成為民眾生活重心，除了會議廳及交誼廳等功能性的公共設施外，

大多和休閒娛樂相關。集合住宅公共設施配備在此時期已有資訊化、精緻化的趨勢。 

 由上述演變可觀察出，近年來集合住宅公共設施逐漸往多樣化及豐富性方向

發展。自 1985~1997 年集合住宅大量興起，九二一大地震（1999 年）後，建商財

務危機逐漸浮現，都市郊區邊緣之低總價透天開始興起，2002~2008 年新的住宅

大樓又開始活絡，集合住宅之休閒設施規劃開始走向精緻化（洪子茵，2001；沈

錦吉，2003；楊玉娟，2010）。 

 而高價位及高品質的住宅為了提高住宅形象，除了在住宅內部設備高級化外，

也以多樣性社區設施及休閒性的社區設施為訴求，使住宅的高級感提升，吸引中高

所得者之購買（楊玉娟，2010）。另外，公共空間設計愈多元化，在建案銷售方面

有可能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這些空間是消費族群所需要與注重的，除了買屋居

住之需求或投資置產等因素，空間使用也會帶給建案不同的機能性（黃耀輝，2019）。 

參、集合式住宅內公共設施之特性 

一、從經濟財觀點 

 黃泰雄（1982）認為，從經濟財方面來說，經濟財分為集體財和純私有財。

而集體財又分為公共財及準私有財，公寓大廈之公共庭園及公共設施為「準私有

財」，對於全體住戶而言無排他性，但對於住戶以外之任何人，有排他性及敵對

性，因此公共設施是集體財中的準私有財。 

二、從空間私密性觀點 

 黃世孟（1989）認為，社區空間層級依私密性程度來分，可分為四類： 

（一）公共空間：如社區外公園、街道等供任何人通過或使用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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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公共空間：如社區內的草坪、庭院、廣場、生活休閒設施等空間，非經

住戶允許，則他人無法進入與使用之空間。  

（三）半私密空間：限各梯出入住戶所共同擁有與使用之空間，如各層樓梯間及

各層走道。  

（四）私密空間：僅供該住戶所擁有與使用之空間，如住戶內部，是最私密的空

間層級。  

 綜合上述，「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半私密空間」為全體住戶共同所

有與共同使用，即為本研究所謂之公共空間。 

三、從領域層級觀點 

 Irwin altman(1975)將領域分成初級領域、次級領域與公眾領域： 

（一）初級領域：這個領域僅為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擁有，是個體或團體排他性

地擁有或控制的領域。 

（二）次級領域：個人或團體僅為合法期間擁有，於該期間享有權力管制該處。 

（三）公眾領域：每個人都有平等的使用權。 

肆、集合式住宅內公共設施分類 

 土地成本、人口、收入與住宅需求的增加，高層住宅建築的住房類型越來越

受歡迎。此外，集合住宅也提供游泳池、健身房、視聽室……等等共用設施，讓

住戶得以享受。馬來西亞巴生谷地區的集合住宅，在早期階段將公共設施分成宗

教設施、商業設施、開放式娛樂設施、建築服務設施、停車設施、安全性設施、

封閉式娛樂設施、教育性設施及交誼性設施等九大分類(Siti Rashidah Hanum Abd 

Wahab, Adi Irfan Che Ani, Ahmad Sairi, Norngainy Mohd Tawil, Mohd Zulhanif Abd 

Razak, 2016)。 

 翁國超（1993）認為集合住宅休閒設施是提供住戶調劑身心或交誼的空間，

將共用空間的功能與特性分為下列七項： 

一、日照、通風採光的物理性功能。 

二、交通與聯繫的服務功能。 

三、隔離災害與避難的服務功能。 

四、都市景觀與視覺美化的休閒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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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休憩娛樂的休閒性功能（如庭院空間或附屬的室內休閒設施）。 

六、鄰居交往與聯誼的社會性功能。 

七、其他設備服務的功能。 

 現在民眾對於生活品質要求提升，購屋者不願購買僅有基本設施的房子，而

是購買配有增值設施之住宅，如運動設施、游泳池、景觀美化( Tiun，2009)。因

此現在對於建築服務，如電力供應、供水、污水處理和排水、電信、電梯、安全

和消防服務系統以及增值設施都有較高的需求(Mohit et al.，2010)。  

 Cheong Peng Au-Yong,Azlan Shah Ali and Shirley Jin Lin Chua (2019)根據相關

文獻綜述，需要維護優先級的高層住宅的建築設施和服務，將高層住宅公共設施

分為十一類：電梯系統、水源供應設備、電力供應設備、安全系統、防火系統、

清潔服務、景觀與園藝、裝飾、游泳池、運動與休閒設施、社交性設施。 

 李承洋（2015）在對集合式住宅大樓公共服務空間適合性的探討中，提出近

年集合式住宅社區公共服務空間主要是提供社區住戶作為調劑身心及休閒交誼

的場所，並綜合案例研究個案社區公共服務空間建置狀況，將這些社區公共服務

空間歸納三大類以方便後續研究：  

表 2 李承洋之公共服務空間分類表 

編號 類型名稱 項目名稱 

1 休閒類空間 
社區大廳、交誼廳、圖書室、會議室、多功能教室、停車

場、第二門廳 

2 運動類空間 
游泳池、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韻律教室、回力球室、

室內羽球場、室內籃球場、室外網球場、SPA水療設施 

3 娛樂類空間 兒童遊戲室、KTV、視聽放映室 

本研究為了解不同類別之公共設施對於房價影響有無差異，因此參考翁國超

（1993）、李承洋（2015）、Siti Rashidah Hanum Abd Wahab et al. (2016)、Cheong 

Peng Au-Yong et al. (2019)相關文獻將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分為六大類： 

表 3 本研究之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分類表 

編號 類型名稱 項目名稱 

1 水相關設施 水箱、水錶室、汙水處理設備、給水機房、泳池機房 

2 電相關設施 
機電設備空間、台電配電室、發電機房、景觀機房、電

信機房、中繼機房、電錶室、昇降機、電梯機房 

3 安全防火設施 
防空避難室、防災中心、排煙室、緊急昇降機、消防機

房、特別安全梯、通風管道、管理服務空間、安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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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交服務空間 
門廳、管委會空間、環保資源室、梯廳、交誼空間、樓

梯間、外廊、門廊、走廊 

5 運動性空間 健身房、游泳池 

6 休閒娛樂空間 
頂蓋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頂蓋型廣場式開放空間、

視聽室、育樂室、屋頂平台、景觀水池、休憩亭 

伍、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相關研究 

 關於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與房價之關係，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

探討實坪計價、虛坪計價及分離計價方式對公共設施價格衡量的影響，結果顯示

集合式住宅公設面積對不動產價格有正向顯著影響，亦即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可

以增加住宅價值。其中虛坪計價方式會低估專有面積及高估公設面積之價值，實

坪計價則會高估專有面積及低估公設面積之價值；而分離計價最能真實反映兩者

各自的效用與房價之關係。陳淑美、林佩萱、陳怡瑞（2010）提出住宅大樓維護

管理之目的是為減緩共用部分的折舊，以增加社區內公共設施的使用年限或維持

其使用的品質，而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情形與品質對不動產價格有正向顯著影響，

並提到不同類型的公共設施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皆不同。一般型公共設施對不動

產價格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相反的，特殊型公共設施則有負向的影響，因研究

對象非為頂級住宅，特殊型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及人力成本皆大於一般型公

共設施，常造成管理成本提高，數量過多會對房價有不利的影響。溫琇玲、林致

佑（2009）也有提到過多的公共設施可能造成高昂的管理費，進而影響消費者購

買該不動產的意願。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一般情況下公共設施對於住宅價格有正向影響。而過去

文獻多僅針對公共設施之部分特徵討論各項目對於住宅價格影響之關係，較少深

入探討公共設施之整體，包含公設面積、公共設施多樣性等不同條件組合下對於

住宅價格之影響程度。如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之研究結果顯示住宅

公設面積占專有部分的價格比重為 32%，並主張可依比例直接計算出專有面積及

公設面積之單價，然而研究未考量不同住宅大樓公共設施之各條件可能有所差異，

實際上每一筆交易個案公設價格佔專有面積價格之比重可能不同，因此該數據尚

無法運用於所有集合式住宅大樓之住宅價格上，故針對公共設施對住宅價格之貢

獻程度仍有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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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住宅計價方式 

壹、實坪計價 

    係為計算住宅價格時，忽略住宅公共設施的面積，只考慮到專有部分的面積，

故有高估專有部分價格之疑慮（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Chan et al. (2008) 

在研究住宅計價的方式中，由研究結果顯示出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單價於專有面

積上，主張香港應該採取實坪計價。但 Mok et al. (1995)、Tse (2000)、Jim & Chen 

(2009)皆研究出香港住宅大樓若包含某些娛樂性設施對房價有正向的影響，其他

一般性公共設備亦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完全否定其價值。故實坪制會高估專有部

分的價格，且低估公共設施的部分，並非最佳的計價方式（王怡文、張金鶚、江

穎慧，2018）。 

貳、虛坪計價 

 係為計算住宅價格時，將專有部分面積和公共設施面積合併計算（王怡文、

張金鶚、江穎慧，2018）。隨著時代的轉變，集合式住宅的公共設施以提升住戶

生活品質為目的(Tse & Love，2000)，相對於 Chan et al. (2008)認為公共設施對於

房價有負面的影響，Mok et al. (1995)、Tse (2000)、Jim & Chen (2009)認為部分公

共設施對於房價有正面的影響。然而，以虛坪計價的方式反映住宅價格時，建商

有可能將車道的面積分配讓住戶持分的公共設施部分，以灌虛坪手段從中賺取暴

利，無法明確看出專有部分和公共設施各自對於房價的影響，亦非最佳的計價方

式（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 

參、分離計價方式概述 

 將住宅面積拆分為專有部分面積與公共設施面積計算住宅價格，分別可求出

兩者每增加一單位面積，所造成房價上升之比例，考量到公共設施平均效用得到

之公設單價與真實公設效用較相近，應為較佳的計算價格方式（林逸杰，2012）。 

 依上述研究得知實坪計價方式對於公共設施的評估過於絕對性的否定，有可

能使得建商因此不願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將與現行社會追求生活舒適性和便利

性的風氣互相違背。臺灣所採取的虛坪計價方式並非能夠解決實坪計價方式所產

生的問題，而是有可能助長建商想要透過灌虛坪的手段來賺取暴利，造成消費者

利益的損害。本研究想探討的研究標的以專有部分面積為實坪面積，亦即主建物

加上附屬建物部分；虛坪面積為公共設施排除約定專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且

亦不包含車位部分。故採取實坪計價和虛坪計價的方式都可能過於極端，分離計

價方式較能真實反映公共設施的貢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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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離計價之緣起 

 監察院於2009年9月8日糾正內政部，舊建築法規放寬不計入容積項目及地政

法令配合修正予以測量登記，造成許多附屬建物、公共設施灌入坪數計算，增加

消費者負擔等疏失，監察院認為應保障消費者的不動產權交易之權益，避免購入

過多「虛坪」，增加消費者負擔，政府開始規範不動產分離計價模式。內政部於

2010年5月1日，明定預售屋定型化契約中，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分離計

價；隔年2011年5月1日，預售屋中屬於附屬建物的屋簷、雨遮採「登記但不計價」

的政策方針。 

 內政部於2017年1月9日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針對2018年1月

1日後申請建造執照的建物，僅有「陽臺」得以附屬建物辦理測繪及登記，「屋

簷」及「雨遮」則被刪除，無法以附屬建物辦理測繪及登記，逐漸朝實坪制的方

向發展。 

二、分離計價之目的 

 近年來政府為減少不動產市場交易的糾紛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故修法方向

以將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以分離計價為目標。依王怡文、張金鶚、江穎

慧（2018）歸納出下列分離計價的優點： 

（一）保護消費者購置不動產的權益，以資訊透明的分離計價規範，避免建築業

者灌虛坪。 

（二）讓消費者更清楚瞭解購買該不動產之詳細分配比例，使市場資訊更公開透

 明。 

（三）確保消費者取得產權與預售屋契約約定之房屋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

 分所列面積相同，如果不同便可找補或因誤差過大可選擇解約或減價。 

（四）於發生因約定與交付面積不同而需要找補時，可將需要找補的面積範圍，

依分開計價的不同價格權重比例找補。 

三、分離計價之合理性 

 林逸杰（2012）認為集合式住宅的合理房價(Reasonable Housing Price)視不

同立場而定： 

（一）供給者角度：成本與合理的利潤。 

（二）需求者角度：負擔的能力與主觀的價值觀。 

（三）市場的角度：經由健全的市場機制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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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市場易受政策及人為影響，加上資訊不透明，因此未必合理。集合式住宅

分離計價之研究，在價格上以供給、需求與市場進行衡量；價值上衡量則以成本、

效用與市場現況來考量（林逸杰，2012），所以分離計價應為較合理的計價方式。 

依上述住宅計價方式之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分離計價相較虛坪計價與實坪計

價佳，且能透過分別計算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之價格，了解兩者對於住宅交易價格

之影響程度，並且於市場交易時較為公平與合理，故本研究認為分離計價為較合適

之住宅計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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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壹、階層線性模型之特性 

 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又稱為多層次模型，以單一層

次分析概念用於處理巢狀以及進行資料分析。溫福星、邱皓政（2012）提到在資

料分析的過程中，傳統的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分析框架，只

能處理單一層次變項間關係且只有一個誤差項，屬於個體層次，如果針對包含個

體以及總體之不同層次的資料，就可以使用階層線性模型。階層線性模型是把個

體層次迴歸式中之截距項及斜率項當作總體層次之依變數，因此可考慮總體層次

誤差項帶來的影響，並以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估計個體層次之截距項及斜率

項，檢視其殘差之變異數是否顯著，若為顯著則表示個體層次之截距項及斜率項

受總體層次變數之階層性影響（張紹勳、林秀娟，2018）。 

 在住宅價格應用方面，童作軍（2008）提出市場上估計住宅價格的方法，最

常被使用的方法便是利用住宅特徵建立特徵價格模型，並以 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s)作為估計方法。但這種方法往往將所有的資料當作單一階層來處理，而

忽略了住宅商品特徵具有階層之特性，也就是忽略了空間相依性和異質性問題的

存在。黃明宗（2012）也認為住宅是屬於一種具有階層屬性的資料，而階層線性

模型中各不同層次之特徵因素對於住宅價格皆有不同影響，且不同階層之特徵因

素之間將會互相影響，並對住宅價格產生調節效果。 

由上述階層模型特性之敘述，可了解階層線性模型有別於傳統的一般線性

模型，能處理不同層次的資料，並計算各變項間存在之交互調節效果，以減少研

究誤差之情形；而本研究欲探討集合式住宅內公共設施於不同層次間對於房價之

影響效果，故採用階層線性模型之方法。以住宅大樓作為總體層次，住宅單元做

為個體層次，期使公共設施之各變項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程度有更為精確之數值，

以利公共設施價值之估計。 

 本研究將集合式住宅之住宅大樓特徵及住宅單元特徵區分為總體層次變項

及個體層次變項，並以住宅單元之總價格為應變項，本文所指的住宅單元之總價

為該住宅單元之交易價格扣除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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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變項 

 本研究欲探討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與住宅單元價格之關係，選定住宅單元之

總價格為應變項，單位為百萬元。 

參、自變項 

 本研究範圍為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該區域附近環境與生活

品質相近，故本研究排除區域及鄰里因素，以住宅大樓本身之特徵作為自變項，

並細分為總體層次變項（住宅大樓層次變項）、個體層次變項（住宅單元層次變

項），探討兩者對於住宅單元價格之影響。其中住宅單元之面積計算為專有部分

與共有部分面積加總，並扣除車位面積以排除共有部分面積持分受車位影響之情

形。此外，本研究範圍之集合式住宅建築完成時間具有階段性，各住宅大樓內之

公共設施內容具有差異性，故可衡量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與住宅單元價格之關係。

本研究所採納之自變項如下： 

一、移轉層次 

 由於不動產具有產品異質性，所在的大樓樓層不同，通風採光、週邊景觀亦

不相同，且低樓層相較於高樓層易受外界噪音與建築物遮蔽光線之影響，所以住

宅價格通常與移轉層次成正比。故本研究預期移轉層次對住宅價格為正向顯著影

響。 

二、屋齡 

 蔡育政（2009）認為住宅價格會隨著時間之歷程，產生折舊之狀況。在過去

影響住宅價格之相關文獻中，馬毓駿、林祖嘉（2007）、施甫學（2008）、蔡仲苓

（2008）、蔡育政（2009）和毛麗琴（2010）都曾研究住宅價格與屋齡之關係，

結果顯示屋齡對住宅價格是一個顯著變數，故本研究預期交易時屋齡對住宅價格

有負向顯著影響。 

三、公設面積 

 集合式住宅公設面積不包含車位面積，屬於住戶共同使用空間，包含集合式

住宅內各項公共設施，如健身房、視聽室、游泳池等空間。由於設置之目的多為

提升住戶之舒適性，因此住戶持有之公設面積越大，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公共設施

空間，故本研究預期公設面積對住宅價格為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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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有面積 

 專有面積包含主建物及附屬建物面積，而不動產買賣時，專有面積為最主要

之成分，也能隨時提供完整之效用，因此專有面積如果越大，則住戶主要之生活

空間就越大，故本研究預期專有面積對住宅價格為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欲探討之總體層次變項為住宅大樓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個體層次變項

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圖 1 為本研究之架構圖，顯示總體層次

變項及個體層次變項皆會影響住宅價格，且個體層次變項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情形

也會受總體層次變項影響： 

 

 

 

 

 

 

 

 

 

  

總 

體 

住宅大樓層次變項 

公共設施多樣性 

 

住
宅
單
元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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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單元層次變項 
1.移轉層次 

2.屋齡 

3.公設面積 

4.專有面積 

個 

體 
圖 3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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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資料為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之 22 棟集合式住宅（集

合式住宅資料詳見附錄一、二），採用內政部公布之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之資料，

並與建築經理公司合作，取得 2012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共 3282 筆交易資料。

為了釐清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之價值，除了住宅交易總價格以及其他控制變

數如屋齡、移轉層次、專有面積、房屋格局等，公設面積及公設項目亦為資料處

理重點。因此，本研究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謄本，並從謄本裡之「其他登記事

項欄」得知集合式住宅內附設之公共設施項目及公設比。 

 此外，為了取得此區域內集合式住宅之基本資料，包含大樓之外觀、座落位

置、相對位置、屋齡及物業管理公司等資訊，本研究透過實地訪查以及詢問當地

仲介公司後對於各大樓有初步了解。並且透過臺中市都市發展局建築執照存根查

詢系統取得各大樓建造執照以及使用執照上之詳細資訊。 

 資料篩選部分，研究範圍原為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之 28 棟

集合式住宅，本研究進行資料庫之整理，除了刪除實價登錄之資料中有含備註欄

之交易案，減少價格偏誤，並刪除登記內容有誤漏之案件，例如，無車位價格及

車位種類，以及建物內含有夾層之特殊交易案件情形，最終資料庫剩下 2500 筆

有效資料，分布於 22 棟集合式住宅內。 

 依據參考文獻所示，民國 83 年 10 月以後所登記之建物，凡是為共用部分，

就得另外採用「公設登記」，不能和主建物一起登記；民國 94 年 10 月《建築技

術規則》之修法施行，八樓以上之大樓應設置至少兩座直通安全樓梯，都導致了

公設比之增加。因此，本研究將 22 棟大樓依開工日期劃分為民國 83 年 10 月以

前、民國 83 年 10 月以後～94 年 10 月以前及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之集合式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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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壹、 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之多樣性指標 

 本研究之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是以各住宅大樓之公共設施項目

有無為依據，計算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內 22 棟住宅大樓公共設

施多樣性之數值。計算前需確認住宅大樓公共設施項目是否有同種不同名以及必

要性設施未登記之情形，並加以修正。以下為計算步驟： 

一、設定各類型公共設施代號 

 將集合式住宅之公共設施依其所屬性質，分成以下六大類：水相關設施、電

相關設施、安全防火設施、社交服務空間、運動性空間、休閒娛樂空間，並將每

個公共設施設定不同之代號，如下表所示： 

表 4 公共設施之代號 

公共設施名稱 代號 

水相關設施 A 

水箱 A1 

水錶室 A2 

汙水處理設備 A3 

給水機房 A4 

泳池機房 A5 

電相關設施 B 

機電設備空間 B1 

台電配電室 B2 

發電機房 B3 

景觀機房 B4 

電信機房 B5 

中繼機房 B6 

電錶室 B7 

昇降機 B8 

電梯機房 B9 

安全防火設施 C 

防空避難室 C1 

防災中心 C2 

排煙室 C3 

緊急昇降機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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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房 C5 

特別安全梯 C6 

通風管道 C7 

管理服務空間 C8 

安全梯 C9 

社交服務空間 D 

門廳 D1 

管委會空間 D2 

環保資源室 D3 

梯廳 D4 

交誼空間 D5 

樓梯間 D6 

外廊 D7 

門廊 D8 

走廊 D9 

運動性空間 E 

健身房 E1 

游泳池 E2 

休閒娛樂空間 F 

頂蓋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F1 

頂蓋型廣場式開放空間 F2 

視聽室 F3 

育樂室 F4 

屋頂平台 F5 

景觀水池 F6 

休憩亭 F7 

二、計算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 

 先計算出各項目之公共設施在各大樓裡設置之數量，再將總大樓數扣除各大

樓裡擁有之數量，即為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當擁有該公共設施項目的大

樓越多時，較不具獨特性，則該公共設施項目分數越低；而擁有該公共設施項目

的大樓越少時，較具獨特性，則該公共設施項目分數越高。計算公式如下： 

 該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總大樓數－擁有該項目之大樓數   (式 3-1） 

三、計算各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 

 在計算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後，將各類型之公共設施項目原始分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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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除以該公共設施類型的項目總數，可以得知該類型之公共設施各項目之平均

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各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
該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合計

該公共設施類型的項目總數
    （式 3-2） 

四、計算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在計算各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後，將該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除以所

有類型公共設施平均分數加總，求得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該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

所有類型公共設施平均分數加總
        （式 3-3） 

五、計算各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 

 在計算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後，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除以所屬類型

之總分數，再乘上該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即為該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

計算公式如下： 

 各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 

 ＝ 
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

所屬類型之總分數
 × 該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式3-4） 

六、各大樓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 

 將各大樓內擁有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加總，即為該大樓之多樣性分數。 

貳、 階層線性模型 

 住宅交易價格高低除了會受到建物個體特徵影響外，亦會受到建物所在住宅

大樓之總體因素影響，在此案例中，將建物個體特徵之條件在層次1衡量，而其

所在住宅大樓之總體因素在層次2衡量。 

 本研究採用HLM來進行五個階層線性模型之步驟，包括： 

 模型 A：零模型。 

 模型 B：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 

 模型 C：隨機係數的回歸模型。 

 模型 D：脈絡模型。 

 模型 E：以截距為結果的回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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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 A—零模型 

(一)理論： 

 具有隨機效果的單因子 ANOVA 模型（又稱非模型、虛無模型、零模型），模

型中沒有投入任何個體層次或總體層次的解釋變項。 

 零模型分析具有以下目的：分別為考驗各組之間是否有差異、估計總變異量中

有多少變異是由組間的變異所造成、以及提供初步訊息，以作為進一步分析其他模

型時的比較參照之用，決定是以 HLM 或是一般的迴歸來分析。 

  層次 1：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β0j + ε𝑖𝑗                                           （式 3-5） 

(𝑖=1,2,3,4,……, n𝑖；𝑗=1,2,3,4,……, 22)                  

  層次 2： 

 β0j = γ00 + μ0j                                                           （式 3-6）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μ0j + ε𝑖𝑗                                     （式 3-7）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二)操作步驟： 

1. 進行零模型操作之前，需將原先層次 2 的脈絡變項及解釋變項解構，即每

個住宅大樓中每個住宅單元在脈絡變項及解釋變項均是相同的數值。第一

層變項如果要使用組平減的方式，要先求出各個住宅大樓的平均數，再以

各個住宅大樓為單位，將個體層次住宅單元的原始分數減去相對應的組別

平均數。 

2. 執行 SPSS 時，先指定研究範圍內之住宅大樓為受試者(S)，再於線性混合

模式中放入依變數(D)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3. 「隨機效果」目的在於設定多層次模型中的隨機效果，因零模型中無個體

層次的變項，所以不用放入隨機效果變項。但第二層截距項的變異數 τ00，

因此任何模型都要勾選「包含截距(U)」；「共變異數類型(V)」內定為「變

異數成分」；「受試者(S)」將住宅大樓放入「組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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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估計(E)」中，模式內定的方法為「限制最大概似值(REML)」法，且

因模型還尚未收斂，參數值無法估計，因此本研究將疊代次數的數值調整

為 1000。 

二、模型 B—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 

(一)理論： 

 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中，個體層次投入四個變項：移轉層次、

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層次 2 以四個斜率項為結果變項的方程式之誤差項

均設為固定效果，假定各住宅大樓間的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差異都是相同的。 

 藉由此模型，可檢測：將個體層次變數引進後，以控制或排除共變數對住宅

價格的影響後，檢測各棟住宅大樓住宅價格是否仍有顯著不同。 

 層次 1：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β0j + β1j ×（移轉層次 ij）+β2j ×（屋齡 ij） 

+β3j ×（公設面積 ij）+β4j ×（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3-8） 

(𝑖=1,2,3,4,……, n𝑖；𝑗=1,2,3,4,……, 22) 

 層次 2： 

β0j = γ00 + μ0j                                                         （式 3-9） 

β1j = γ10                                                              （式 3-10） 

β2j = γ20                                                              （式 3-11） 

β3j = γ30                                                              （式 3-12） 

β4j = γ40                                                               （式 3-13）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10 × （移轉層次 ij） + γ20 （屋齡 ij）  

+ γ30 ×（公設面積 ij）+ γ40（專有面積 ij）+ μ0j + ε𝑖𝑗         （式 3-14）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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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1.於線性混合模式之「共變量(C)」中放入移轉層次、屋齡組平減、公設面  

  積組平減、專有面積組平減（個體層次變項）。 

2.於「固定效果」的模式(M)中，將「因子和共變量(V)」裡之變數放入， 

  變項在模式中的屬性選取「主效果」(Main effects)，再設定模型中的固定 

  效果參數：γ10、γ20、γ30、γ40。 

三、模型 C—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 

(一)理論：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中，個體層次投入四個變項：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

積、專有面積。層次 2 以四個斜率項為結果變項的方程式之誤差項均設為隨機效

果，假定各住宅大樓間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是隨機的，隨機意涵為各住宅大樓內之

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其住宅價格影響的斜率係數，各住宅大

樓間可能是有差異的。 

 藉此模型可檢測在各住宅大樓之間，個體層次（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

專有面積）變項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是否顯著。 

 層次 1：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β0j + β1j ×（移轉層次 ij）+β2j ×（屋齡 ij） 

+ β3j ×（公設面積 ij）+ β4j ×（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3-15）            

(𝑖=1,2,3,4,……, n𝑖；𝑗=1,2,3,4,……, 22) 

 層次 2： 

β0j = γ00 + μ0j                                                         （式 3-16） 

β1j = γ10 + μ1j                                                   （式 3-17） 

β2j = γ20 + μ2j                                                         （式 3-18） 

β3j = γ30 + μ3j                                                   （式 3-19） 

β4j = γ40 + μ4j                                                   （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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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10 ×（移轉層次 ij）+ γ20 ×（屋齡 ij）+ γ30 ×（公

設面積 ij）+ γ40 ×（專有面積 ij）+ μ0j + μ1j ×（移轉層次 ij）+ μ2j ×（屋

齡 ij）+ μ3j ×（公設面積 ij）+ μ4j ×（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3-21）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二)操作步驟： 

1.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與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的差異在於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要增列斜率項方程式的隨機效果。 

2.於「隨機效果」的模式(M)中，將「因子和共變量(V)」裡之個體變數全部

放入；「共變異數類型(V)」選用「變異數成分(Variance Components)」，並

勾選「包含截距(U)」；變項在模式中的屬性選取「主效果」(Main effects)；  

「受試者(S)」將住宅大樓放入「組合(O)」。 

四、模型 D—脈絡模型 

(一)理論： 

 脈絡模型中，個體層次投入四個變項：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

層次 2 以截距為結果變項的方程式投入總體層次變項：公共設施多樣性。 

 此模型中由於同時投入個體層次變項及總體層次變項，估計值的意涵為控制

模型中的總體層次變項後，個體層次變項（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

對住宅價格是否仍有顯著影響效果；以及控制個體層次變項後，總體層次變項（公

共設施多樣性）對住宅價格是否有顯著影響效果。 

 層次 1：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β0j + β1j ×（移轉層次 ij）+ β2j ×（屋齡 ij） 

+ β3j ×（公設面積 ij）+ β4j ×（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3-22） 

(𝑖=1,2,3,4,……, n𝑖；𝑗=1,2,3,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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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 2： 

β0j = γ00 + γ01 ×（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μ0j                    （式 3-23） 

β1j = γ10 + μ1j                                                        （式 3-24） 

β2j = γ20 + μ2j                                                  （式 3-25） 

β3j = γ30 + μ3j                                                  （式 3-26） 

β4j = γ40 + μ4j                                                        （式 3-27）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01（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γ10（移轉層次 ij） 

+ γ20（屋齡 ij）+ γ30（公設面積 ij）+ γ40（專有面積 ij）+ μ0j + μ1j（移

轉層次 ij）+ μ2j（屋齡 ij） + μ3j（公設面積 ij）+ μ4j（專有面積 ij） 

+ ε𝑖𝑗                                                                  （式 3-28）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二)操作步驟： 

1.於線性混合模式之「共變量(C)」中放入公共設施多樣性（總體層次變項）。 

2.於「固定效果」的模式(M)中，變項在模式中的屬性選取「主效果」 

  (Main effects)，再將「因子和共變量(V)」裡之個體變數及總體變數逐一放 

  入。 

3.於「隨機效果」的模式(M)中，將「因子和共變量(V)」裡之個體變數逐 

  一放入。「共變異數類型(V)」選用「變異數成分(Variance Components)」， 

  並勾選「包含截距(U)」；變項在模式中的屬性選取「主效果(Main effects)。 

  於「受試者(S)」將住宅大樓放入「組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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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 E—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 

(一)理論： 

 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中，層次 1 沒有投入任何個體層次變項，以層次 1 各

住宅大樓房屋基礎交易價格作為層次 2 的效標變項，投入的總體層次變項為公共

設施多樣性。 

 此模型目的在於檢測層次 2 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對於不同住宅大樓間之房屋基

礎交易價格是否具有跨層次直接影響效果。 

 層次 1：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β0j + ε𝑖𝑗                                           （式 3-29） 

(𝑖=1,2,3,4,……, n𝑖；𝑗=1,2,3,4,……, 22) 

 層次 2： 

 β0j = γ00 + γ01 ×（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μ0j                    （式 3-30）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01 × （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μ0j + ε𝑖𝑗 （式 3-31）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二)操作步驟：於「隨機效果」的模式(M)中，將「因子和共變量(V)」裡之個體

變數及總體變數全部刪除，「共變異數類型(V)」選用「變異數成

分(Variance Components)」，並勾選「包含截距(U)」；變項在模式

中的屬性選取「主效果(Main effects)。於「受試者(S)」將住宅大

樓放入「組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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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層次項目之解釋 

表 5 階層線性模型層次 1 之項目解釋 

表 6 階層線性模型層次 2 之項目解釋 

 

 

層次 2 之項目 層次 2 之項目解釋 

γ00 此區域住宅大樓之住宅交易價格總平均值。 

γ00 此區域住宅大樓之住宅交易價格總平均值。 

γ01 為「公共設施多樣性」脈絡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效果。 

公共設施多樣性 j 第𝑗組住宅大樓之公共設施多樣性。 

μ0j 影響 β0j之誤差項。 

γ10 
各社區大樓內住宅單元個體層次之「移轉層次」對住宅交易價

格之影響效果。 

μ1j 影響 β1j之誤差項。 

γ20 
各社區大樓內住宅單元個體層次之「屋齡」對住宅交易價格之

影響效果。 

μ2j 影響 β2j之誤差項。 

γ30 
各社區大樓內住宅單元個體層次之「公設面積」對住宅交易價

格之影響效果。 

μ3j 影響 β3j之誤差項。 

γ40 
各社區大樓內住宅單元個體層次之「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

格之影響效果。 

μ4j 影響 β4j之誤差項。 

層次 1 之項目 層次 1 之項目解釋 

住宅交易價格 ij 第𝑗個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住宅交易價格（扣除車位價格）。 

β0j 第𝑗個住宅大樓之房屋基礎交易價格。 

移轉層次 ij 第𝑗個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移轉層次。 

β1j 第𝑗個住宅大樓之「移轉層次」對房屋交易價格之影響效果。 

屋齡 ij 第𝑗個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屋齡。採用組平減轉換。 

β2j 第𝑗個住宅大樓之「屋齡」對房屋交易價格之影響效果。 

公設面積 ij 第𝑗個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公設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β3j 第𝑗個住宅大樓之「公設面積」對房屋交易價格之影響效果。 

專有面積 ij 第𝑗個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β4j 第𝑗個住宅大樓之「專有面積」對房屋交易價格之影響效果。 

ε𝑖𝑗 第𝑗組住宅大樓第𝑖個住宅單元之價格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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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第一節 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之多樣性指標 

壹、計算各公共設施之原始分數 

 先計算出各項目之公共設施在各大樓裡設置之數量，再將總大樓數扣除各大

樓裡擁有之數量，即為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當擁有該公共設施項目的大

樓越多時，較不具獨特性，則該公共設施項目分數越低；而擁有該公共設施項目

的大樓越少時，較具獨特性，則該公共設施項目分數越高。計算公式如下： 

 該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總大樓數－擁有該項目之大樓數   （式 4-1） 

 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7 原始分數之計算 

公共設施項目 代號 原始分數之計算 

水相關設施 A 總分：36 

水箱 A1 22-22=0 

水錶室 A2 22-3=19 

汙水處理設備 A3 22-22=0 

給水機房 A4 22-22=0 

泳池機房 A5 22-5=17 

電相關設施 B 總分：57 

機電設備空間 B1 22-18=4 

台電配電室 B2 22-22=0 

發電機房 B3 22-22=0 

景觀機房 B4 22-5=17 

電信機房 B5 22-6=16 

中繼機房 B6 22-22=0 

電錶室 B7 22-2=20 

昇降機 B8 22-22=0 

電梯機房 B9 22-22=0 

安全防火設施 C 總分：38 

防空避難室 C1 22-22=0 

防災中心 C2 22-14=8 

排煙室 C3 22-14=8 

緊急昇降機 C4 22-14=8 

消防機房 C5 2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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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全梯 C6 22-14=8 

通風管道 C7 22-16=6 

管理服務空間 C8 22-22=0 

安全梯 C9 22-22=0 

社交服務空間 D 總分：110 

門廳 D1 22-11=11 

管委會空間 D2 22-7=15 

環保資源室 D3 22-5=17 

梯廳 D4 22-7=15 

交誼空間 D5 22-8=14 

樓梯間 D6 22-22=0 

外廊 D7 22-4=18 

門廊 D8 22-2=20 

走廊 D9 22-22=0 

運動性空間 E 總分：38 

健身房 E1 22-1=21 

游泳池 E2 22-5=17 

休閒娛樂空間 F 總分：140 

頂蓋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F1 22-4=18 

頂蓋型廣場式開放空間 F2 22-5=17 

視聽室 F3 22-1=21 

育樂室 F4 22-1=21 

屋頂平台 F5 22-1=21 

景觀水池 F6 22-1=21 

休憩亭 F7 22-1=21 

貳、計算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各公共設施類型內之公共設施項目原始分數加總後，除以該類型的項目總數，

算出該公共設施類型之平均分數，再以此除以所有類型平均分數的加總，求出各

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各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
該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合計

該公共設施類型的項目總數
    （式 4-2） 

 

 各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該類型公共設施之平均分數

所有類型公共設施平均分數加總
        （式 4-3）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實證結果-33  

33 

 

 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8 各公共設施類型權重之計算 

公共設施 

類型 

該類型之 

項目總數 

該類型原始

分數加總 

該類型之 

平均分數 

所有類型之 

平均分數總分 
該類型之權重 

A 

水相關設施 
5 36 36÷5=7.2 68.9777 7.2÷68.9777=0.1044 

B 

電相關設施 
9 57 57÷9=6.3333 68.9777 6.3333÷68.9777=0.0918 

C 

安全防火設施 
9 38 38÷9=4.2222 68.9777 4.2222÷68.9777=0.0612 

D 

社交服務空間 
9 110 110÷9=12.2222 68.9777 12.2222÷68.9777=0.1772 

E 

運動性空間 
2 38 38÷2=19 68.9777 19÷68.9777=0.2755 

F 

休閒娛樂空間 
7 140 140÷7=20 68.9777 20÷68.9777=0.2899 

參、計算各公共設施加權後之分數 

 該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除以所屬類型之原始分數加總，再乘上該類型之

權重，即為該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各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 

 ＝
各公共設施項目之原始分數

所屬類型之總分數
 × 該公共設施類型之權重        （式 4-4） 

 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9 各公共設施加權後之分數 

公共設施項目 項目代號 項目原始分數 類型總分 
公共設施項目 

加權後之分數 

水箱 A1 0 36 0÷36×0.1044=0 

水錶室 A2 19 36 19÷36×0.1044=0.0551 

汙水處理設備 A3 0 36 0÷36×0.1044=0 

給水機房 A4 0 36 0÷36×0.1044=0 

泳池機房 A5 17 36 17÷36×0.1044=0.0493 

機電設備空間 B1 4 57 4÷57×0.0918=0.0064 

台電配電室 B2 0 57 0÷57×0.0918=0 

發電機房 B3 0 57 0÷57×0.0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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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機房 B4 17 57 17÷57×0.0918=0.0274 

電信機房 B5 16 57 16÷57×0.0918=0.0258 

中繼機房 B6 0 57 0÷57×0.0918=0 

電錶室 B7 20 57 20÷57×0.0918=0.0322 

昇降機 B8 0 57 0÷57×0.0918=0 

電梯機房 B9 0 57 0÷57×0.0918=0 

防空避難室 C1 0 38 0÷38×0.0612=0 

防災中心 C2 8 38 8÷38×0.0612=0.0129 

排煙室 C3 8 38 8÷38×0.0612=0.0129 

緊急昇降機 C4 8 38 8÷38×0.0612=0.0129 

消防機房 C5 0 38 0÷38×0.0612=0 

特別安全梯 C6 8 38 8÷38×0.0612=0.0129 

通風管道 C7 6 38 6÷38×0.0612=0.0097 

管理服務空間 C8 0 38 0÷38×0.0612=0 

安全梯 C9 0 38 0÷38×0.0612=0 

門廳 D1 11 110 11÷110×0.1772=0.0177 

管委會空間 D2 15 110 15÷110×0.1772=0.0242 

環保資源室 D3 17 110 17÷110×0.1772=0.0274 

梯廳 D4 15 110 15÷110×0.1772=0.0242 

交誼空間 D5 14 110 14÷110×0.1772=0.0226 

樓梯間 D6 0 110 0÷110×0.1772=0 

外廊 D7 18 110 18÷110×0.1772=0.0290 

門廊 D8 20 110 20÷110×0.1772=0.0322 

走廊 D9 0 110 0÷110×0.1772=0 

健身房 E1 21 38 21÷38×0.2755=0.1523 

游泳池 E2 17 38 17÷38×0.2755=0.1233 

頂蓋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F1 18 140 18÷140×0.2899=0.0373 

頂蓋型廣場式開放空間 F2 17 140 17÷140×0.2899=0.0352 

視聽室 F3 21 140 21÷140×0.2899=0.0435 

育樂室 F4 21 140 21÷140×0.2899=0.0435 

屋頂平台 F5 21 140 21÷140×0.2899=0.0435 

景觀水池 F6 21 140 21÷140×0.2899=0.0435 

休憩亭 F7 21 140 21÷140×0.2899=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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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算各大樓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 

 將各大樓內擁有公共設施項目加權後之分數加總，即為該大樓之多樣性分數。

如下表所示： 

 表 10 各大樓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 

大樓名稱 

各大樓之公

共設施多樣

性分數 

開工年份（民國） 時間區段 

W 時代 0.4405 104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太子雲世紀特 A 區 0.6601 101 

太子雲世紀 A 區 0.5191 100 

宏台上誠 0.3079 100 

太子雲世紀 B 區 0.4869 100 

太子雲世紀 C 區 0.4869 100 

新杜拜 0.2353 96 

世紀凱悅 0.1096 95 

總太如來 0.1112 95 

藍海帝國 0.0903 95 

美麗境界 0.1080 95 

天瀚 0.1176 94 

總太觀闊 0.1873 94 

富宇新貴特區 0.0919 94/11/24 

富宇領袖特區 0.0564 94/05/09 民國 83 年 10 月以後 

～94 年 10 月以前 糖安居 0.0403 85 

中科里仁（國安國宅乙區） 0.0064 81 

民國 83 年 10 月以前 

生命之泉 0.0064 78 

東海羅曼羅蘭 0.0435 78 

麗景天地－摘星樓 0.0000 78 

御景江山 0.0000 78 

麗景天地－迎曦樓 0.0241 78 

 依各公共設施加權後之分數，並對照該棟所擁有之公共設施內容後加總，可

得知該大樓擁有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從此分數來看，分數越高代表該棟大樓

之公共設施類型及數量越豐富，而分數越低則代表該棟大樓之公共類型及數量越

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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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為得知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是否會受時間推演及法規修訂影響，故選

用 K-W 檢定（Kruskal-Wallis test）檢測各時間區段間之大樓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

是否有顯著差異，檢定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11 假設檢定摘要 

假設檢定摘要 

虛無假設 檢定 顯著性 決策 

在時間區段間，

各大樓之公共設

施多樣性分數的

分配是相同的。 

獨立樣本 Kruskal-

Wallis 檢定 
0.001 拒絕虛無假設 

顯示漸進顯著性。顯著性層次為 0.05。 

 由 K-W 檢定之結果，可得知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於不同時間區段間有顯著

的差異。 

 經計算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後，發現「太子雲世紀特 A 區」之公共設施多

樣性分數為 0.6601，為研究範圍內最高；而「麗景天地－摘星樓」、「御景江山」

之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為 0.0000，為研究範圍內最低，代表其公共設施類型較其

他大樓貧乏，數量也較少。依時間區段統計整理公共設施多樣性平均分數後，民

國 83 年 10 月以前興建大樓之平均分數為 0.0134、民國 83 年 10 月以後～94 年

10 月以前之平均分數為 0.0484、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平均分數為 0.2823，發現

公共設施多樣性分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代表公共設施會因時間推演及法規修訂

而使其類型與數量越來越多元且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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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階層線性模型 

壹、模型 A—零模型 

 執行 SPSS「混合模式(X)」/「線性(L)」程序之輸出結果如下： 

 表 12 零模型之資訊準則 

資訊準則 a 

-2 受限對數概似 10379.243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10383.243 

Hurvich 及 Tsai 準則 (AICC) 10383.248 

Bozdogan 準則 (CAIC) 10396.890 

Schwarz 貝氏準則 (BIC) 10394.890 

以愈小愈好的形式顯示資訊條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資訊條件 (information criteria)摘要表為模式適配度指標 (model-fitting 

criteria)，當進行具巢套模型的模式適配度比較或二個連續模型的適配度比較時，

上述五個指標值均可作為判別指標。 

 SPSS 混合模式估計結果的-2LL 值=10379.243，SPSS 混合模式估計結果會增

列下列四個模式適配度判別指標值：AIC (=10383.243)、AICC (=10383.248)、 

CAIC (=10396.890)、BIC (=10394.890)。 

表 13 零模型之固定效應估計值 

固定效應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自由度 T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截距 9.437689*** 0.933475 21.194 10.110 0.000 7.497503 11.377875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混合模型之「固定效果估計」(Estimate of fixed effects)摘要表為 HLM 統計軟

體分析結果之「Final estimation of fixed effects」表中之參數（固定效果最後估計

值摘要表），二種分析程序結果的參數會有稍許差異，但結果及顯著性多數會大

致相同。表中的 γ00 =9.437689 (p <0.01)，由於模型中沒有投入任何預測變項，截

距參數估計值為全體樣本在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之

總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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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零模型之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Wald Z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殘差 3.542858 0.100647 35.201 0.000 3.350985 3.745716 

截距 

[subject =住宅大樓] 

變異 
18.932582*** 5.885440 3.217 0.001 10.294441 34.819053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SPSS 呈現的變異數顯著性檢定是採用雙側考驗，估計值顯著檢定的統計量

為 Wald Z 而非卡方統計量，變異數顯著性檢定應為單側考驗，實際的顯著性機率值

為原輸出表格中的顯著性除以 2。 

 「估計共變異數參數」(Estimates of covariance parameters)為多層次分析模型

的 隨 機 效 果 ， σ2 =3.542858 、 τ00 =18.932582 ， 組 內 相 關 係 數 等 於

[18.932582/(3.542858+18.932582) = 18.932582/22.47544=0.842]，住宅大樓間可以

解釋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的變異量為 84.2%。組內相關

係數提供結果變項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總變異量中，

可以被第二層總體層次單位（住宅大樓）解釋的變異程度，截距參數跨住宅大樓單

位間的變動達統計顯著水準(Wald Z=3.217,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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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模型 B—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 

 執行 SPSS「分析(A)」/「混合模式(X)」/「線性(L)」程序之輸出結果如下： 

表 15 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之資訊準則 

資訊準則 a 

-2 受限對數概似 7397.510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7401.510 

Hurvich 及 Tsai 準則 (AICC) 7401.515 

Bozdogan 準則 (CAIC) 7415.154 

Schwarz 貝氏準則 (BIC) 7413.154 

以愈小愈好的形式顯示資訊條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模式適配度之離異係數(-2LL)統計量為 7397.510，AIC=7401.510。 

表 16 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之固定效應估計值 

固定效應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自由度 T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截距 8.414423 0.383568 22.038 21.937 0.000 7.619033 9.209814 

移轉層次 0.057321*** 0.003932 2478.930 14.577 0.000 0.049610 0.065032 

屋齡_組平減 -0.001051 0.013302 1802.901 -0.079 0.937 -0.027139 0.025038 

公設面積_組平減 0.387895*** 0.040112 56.453 9.670 0.000 0.307555 0.468235 

專有面積_組平減 0.133461*** 0.018039 54.429 7.398 0.000 0.097301 0.169621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四個固定效果參數估計值：γ10 =0.057321(p <0.01)、γ20 =-0.001051 (p >0.1)、

γ30 =0.387895(p <0.01)、γ40 =0.13346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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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之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Wald 

Z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殘差 1.069790 0.030411 35.178 0.000 1.011815 1.131086 

截距  

[subject =住宅大樓] 

變異 
2.755910*** 0.883272 3.120 0.002 1.470463 5.165066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共變異數參數摘要表為隨機效果值，殘差列為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    

σ2 =1.069790，截距變異數列為第二層截距項的變異數估計值：τ00 =2.755910     

(p <0.01)。 

 SPSS 之變異數是否顯著大於 0，採用的是「Wald Z」統計檢定法，此方法

是雙尾檢定，但變異數只可能為正值或等於 0，因而是單尾檢定，SPSS 輸出表

格之顯著性欄是雙尾檢定，實際判別參數是否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必須將原來

的顯著性參數估計值除以 2，才是真正的顯著性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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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模型 C—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 

 執行 SPSS 功能表列「分析(A)」/「混合模式(X)」/「線性(L)」程序之輸出結果

如下： 

表 18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之資訊準則 

資訊準則 a 

-2 受限對數概似 5976.331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5988.331 

Hurvich 及 Tsai 準則 (AICC) 5988.365 

Bozdogan 準則 (CAIC) 6029.264 

Schwarz 貝氏準則 (BIC) 6023.264 

以愈小愈好的形式顯示資訊條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模式適配度之離異係數(-2LL)統計量為 5976.331，從 AIC、AICC、CAIC、

BIC 四個模式比較適配度指標值來看，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模

型 B）的指標值分別為 7401.510、7401.515、7415.154、7413.154，隨機係數的

迴歸模型（模型 C）的指標值分別為 5988.331、5988.365、6029.264、6023.264，

模型 C 在 AIC、AICC、CAIC、BIC 四個適配度指標值均小於模型 B，表示隨機

係數的迴歸模型的模式配適度，較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的模式

適配度為佳。 

表 19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之固定效應估計值 

固定效應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自由度 T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截距 8.983740 0.456752 14.062 19.669 0.000 8.004513 9.962968 

移轉層次 0.053725*** 0.013922 16.493 3.859 0.001 0.024284 0.083167 

屋齡_組平減 -0.008716 0.089304 21.733 -0.098 0.923 -0.194054 0.176621 

公設面積_組平減 0.267303*** 0.103615 23.073 2.580 0.017 0.052997 0.481609 

專有面積_組平減 0.166524*** 0.042074 8.776 3.958 0.003 0.070975 0.262073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四個固定效果參數估計值：γ10 =0.053725(p <0.01)、γ20 =-0.008716(p >0.1)、γ30 

=0.267303(p <0.01)、γ40 =0.166524(p <0.01)，調整後的截距參數 γ00 =8.98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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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之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Wald Z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殘差 0.558078 0.016066 34.736 0.000 0.527460 0.590472 

截距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3.350547*** 1.421796 2.357 0.018 1.458513 7.696991 

移轉層次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03178*** 0.001271 2.500 0.012 0.001451 0.006960 

屋齡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165769*** 0.052896 3.134 0.002 0.088692 0.309827 

公設面積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38949* 0.024025 1.621 0.105 0.011626 0.130482 

專有面積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02143 0.003545 0.604 0.546 8.374250E-5 0.054851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τ00 =3.350547(p <0.01)，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控制個體層次移轉層次、交

易時之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的影響後，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

單位為百萬元）還有顯著不同。τ11 =0.003178(p <0.01)、τ22 =0.165769(p <0.01)、

τ33 =0.038949(p <0.1)均達統計顯著水準，τ44 =0.002143(p =0.546/2=0.273 >0.1)未

達統計顯著水準，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 σ2 =0.55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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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模型 D—脈絡模型 

表 21 脈絡模型之資訊準則 

資訊準則 a 

-2 受限對數概似 5970.061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5982.061 

Hurvich 及 Tsai 準則 (AICC) 5982.095 

Bozdogan 準則 (CAIC) 6022.991 

Schwarz 貝氏準則 (BIC) 6016.991 

以愈小愈好的形式顯示資訊條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2LL (-2 Restricted Log Likelihood)估計值為 5970.061。 

表 22 脈絡模型之固定效應估計值 

固定效應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自由度 T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截距 8.085214 0.661894 14.243 12.215 0.000 6.667857 9.502571 

移轉層次 0.054079*** 0.013888 16.461 3.894 0.001 0.024704 0.083454 

屋齡_組平減 -0.003054 0.089635 21.783 -0.034 0.973 -0.189053 0.182945 

公設面積_組平減 0.220183** 0.104017 16.302 2.117 0.050 6.662054E-6 0.440359 

專有面積_組平減 0.185268*** 0.041302 5.951 4.486 0.004 0.084007 0.286530 

公共設施多樣性 3.859129* 2.199186 14.003 1.755 0.101 -0.857557 8.575815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固定效果估計值中，脈絡變項 γ01 =3.859129 (p <0.1)，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

控制個體層次移轉層次、交易時之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四個解釋變項對住

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的影響後，公共設施多樣性對住

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有正向顯著影響。 

 γ10 =0.054079(p <0.01)、γ30 =0.220183(p <0.05)、γ40 =0.185268(p <0.01)三個個

體層次解釋變項均達統計顯著水準，γ20 =-0.003054(p >0.1)。調整後截距參數 γ00 

=8.0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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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脈絡模型之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共變數參數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Wald Z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殘差 0.558124 0.016069 34.732 0.000 0.527501 0.590525 

截距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2.825886** 1.274453 2.217 0.027 1.167533 6.839749 

移轉層次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03160*** 0.001266 2.496 0.013 0.001441 0.006929 

屋齡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167005*** 0.053255 3.136 0.002 0.089392 0.312006 

公設面積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43385** 0.025869 1.677 0.094 0.013483 0.139599 

專有面積_組平減 

[subject=住宅大樓] 

變異 
0.001653 0.003512 0.471 0.638 2.564957E-5 0.106476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隨機效果估計值中： 

 σ2 =0.558124、τ00 =2.825886 (p <0.05)、τ11 =0.003160(p=0.013/2=0.0065 <0.01)、

τ22=0.167005 (p <0.01)、τ33=0.043385 (p=0.094/2=0.047 <0.05)、τ44 =0.001653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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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模型 E—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 

 執行 SPSS「混合模型(X)」/「線性(L)」程序之輸出結果如下： 

表 24 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之資訊準則 

資訊準則 a 

-2 受限對數概似 10372.527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10378.527 

Hurvich 及 Tsai 準則 (AICC) 10378.536 

Bozdogan 準則 (CAIC) 10398.996 

Schwarz 貝氏準則 (BIC) 10395.996 

以愈小愈好的形式顯示資訊條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模式適配度之離異係數(-2LL)統計量為 10372.527。 

 

表 25 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之固定效應估計值 

固定效應估計值 a 

參數 估計 標準誤 自由度 T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截距 8.493768 1.234591 18.440 6.880 0.000 5.904415 11.083121 

公共設施多樣性 4.823615 5.047100 10.042 0.956 0.362 -6.415645 16.062875 

註：***、**、*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a.依變數：住宅交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 

 就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估計結果（模型 E）而言，調整後截距參數

γ00=8.493768，γ01=4.823615(p >0.1)，表示公共設施多樣性（脈絡變項）對住宅交

易總價格（未含車位價格，單位為百萬元）的影響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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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HLM 各階段模型之比較 

表 26  HLM 各階段模型之比較 

從上述表格結果得知： 

1. 模型 A（零模型） 

混和公式：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μ0j + ε𝑖𝑗                                      （式 4-5）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γ00=9.437689(p <0.01)，表示此區域住宅大樓之住宅交易價格總平均值為

9.437689（百萬元）。各住宅大樓間住宅交易價格平均差異變異數 τ00 =18.932582、

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間住宅交易價格平均差異變異數 σ2 =3.542858，

ICC=18.932582/(3.542858+18.932582)=0.842，群組或集群效果為 0.842，模式估計

所得的組內相關係數ρ>0.059，代表的是高度相關程度，住宅交易價格的總變量

中可以由住宅大樓變項解釋的變異量有 84.2%。此外，γ00 估計值達統計顯著水

準，表示各住宅大樓間的平均住宅交易價格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參數估計值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模型 D 模型 E 

固定效果      

γ00 

(該住宅大樓所在區域之 

住宅交易價格總平均值) 

9.437689 8.414423 8.983740 8.085214 8.493768 

脈絡變項/解釋變項      

γ01 (公共設施多樣性)    3.859129 4.823615 

斜率      

γ10 (移轉層次)  0.057321 0.053725 0.054079  

γ20 (屋齡)  -0.001051 -0.008716 -0.003054  

γ30 (公設面積)  0.387895 0.267303 0.220183  

γ40 (專有面積)  0.133461 0.166524 0.185268  

隨機效果      

μ0j的變異數 τ00 18.932582 2.755910 3.350547 2.825886  

μ1j的變異數 τ11   0.003178 0.003160  

μ2j的變異數 τ22   0.165769 0.167005  

μ3j的變異數 τ33   0.038949 0.043385  

μ4j的變異數 τ44   0.002143 0.001653  

εij 的變異數 σ2 3.542858 1.069790 0.558078 0.558124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10383.243 7401.510 5988.331 5982.061 1037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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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 B（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10 ×（移轉層次 ij）+ γ20（屋齡 ij）+ γ30 ×（公設面積 ij） 

+ γ40（專有面積 ij）+ μ0j + ε𝑖𝑗                                                   （式 4-6）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γ10 = 0.057321(p <0.01)、γ30=0.387895(p <0.01)、γ40=0.133461(p <0.01)均達統

計顯著水準，表示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個體層次之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

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均有顯著影響效果。γ20 = -0.001051(p >0.1)，表示屋齡對住

宅交易價格未有顯著影響效果。γ10、γ30、γ40參數估計值皆為正值，對於住宅交

易價格均有正向顯著影響效果，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增加一個單位，

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0.057321（百萬元），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公設面積增加

一個單位，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0.387895（百萬元），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專

有面積增加一個單位，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0.133461（百萬元）。 

 τ00 =2.755910(p <0.01)，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控制個體層次住宅單元移轉

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後（假定各變項對住宅

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都相同)，各住宅大樓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還

是有顯著差異存在。與零模型相較之下，τ00從18.932582降至2.755910，就住宅大

樓內住宅單元間住宅交易價格的差異變異量來看，σ2從3.542858降至1.069790，

變異數削減百分比為(3.542858-1.069790)/(3.542858)=69.8％，層次1納入個體層

次四個解釋變項後，可以解釋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變異數百

分比為69.8％，此外，AIC值從10383.243降為7401.510，減少了2981.733，可見具

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比零模型的適配度更好。 

3. 模型C（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10 ×（移轉層次 ij）+ γ20 × （屋齡 ij）+ γ30 ×（公設面積 ij） 

+ γ40 ×（專有面積 ij）+ μ0j + μ1j ×（移轉層次 ij）+ μ2j ×（屋齡 i）+ μ3j ×（公設面積

ij）+μ4j ×（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4-7）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γ10 =0.053725(p <0.01)、γ30 =0.267303(p <0.01)、γ40 =0.166524(p <0.01)，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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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

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均有顯著影響效果。γ20 = -0.008716(p >0.1)，表示屋齡對

住宅交易價格未有顯著影響效果。各住宅大樓內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

對住宅交易價格均有正向顯著影響效果。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增加

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0.053725（百萬元），各住宅大樓內住

宅單元移轉層次1個標準差的改變量，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變化值為1SD×

0.053725；公設面積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0.267303 （百

萬元），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公設面積一個標準差的改變量，住宅單元住宅交

易價格的變化值為1SD×0.267303；專有面積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

格可提高0.166524 （百萬元），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專有面積一個標準差的改

變量，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變化值為1SD×0.166524。 

 τ00 =3.350547(p <0.01)，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控制個體層次住宅單元移轉

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後（假定各變項對住宅

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都不相同），各住宅大樓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

還是有顯著差異存在。與零模型相較之下，τ00從18.932582降至3.350547，變異數

削減百分比為：(18.932582-3.350547)/(18.932582)=82.3％；就住宅大樓內住宅單

元間住宅交易價格的差異變異量來看，σ2從3.542858降至0.558078，變異數削減

百分比為(3.542858-0.558078)/(3.542858)=84.2％，層次1納入個體層次四個解釋

變項後，可以解釋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變異數百分比為84.2％，

此外，AIC值從10383.243降為5988.331，減少了24394.912，表示隨機係數的迴歸

模型之模式適配度比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更好。 

 τ11 =0.003178(p <0.01)、τ22 =0.165769(p <0.01)、τ33 =0.038949(p <0.1)均達統

計顯著水準，表示各住宅大樓間移轉層次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有顯著不

同，屋齡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有顯著不同，公設面積對住宅

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有顯著不同。至於τ44 =0.002143(p >0.1)未達統

計顯著水準，表示各住宅大樓間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沒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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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D（脈絡模型） 

混和公式： 

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01（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γ10（移轉層次 ij）+ γ20（屋齡

ij）+ γ30（公設面積 ij）+ γ40（專有面積 ij）+ μ0j + μ1j（移轉層次 ij）+ μ2j（屋齡

ij）+ μ3j（公設面積 ij）+ μ4j（專有面積 ij）+ ε𝑖𝑗                             （式 4-8） 

註：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採用組平減轉換。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γ01 =3.859129(p <0.01)，達統計顯著水準，其參數估計值為正數，表示控制

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公共設施多樣性（脈絡變項）對住

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有正向影響效果。公共設施多樣性增加一個單位，各住

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3.859129百萬元（住宅大樓平均公共設施多樣性

一個標準差的改變量，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的變化值為1SD×3.859129）。

γ10 =0.054079(p <0.01)、γ30 =0.220183(p <0.05)、γ40 =0.185268(p <0.01)均達統計

顯著水準，表示控制脈絡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

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單元住宅價格的影響效果還是顯著。γ20 

=-0.003054(p >0.1)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控制脈絡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

下，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屋齡對住宅單元住宅價格未有顯著影響效果。各住宅

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均為正

向。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提

高0.054079（百萬元)，公設面積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

0.220183（百萬元），專有面積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

0.185268（百萬元），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效果與隨機係數

的迴歸模型差不多。控制脈絡變數預測變項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

住宅單元個體層次移轉層次的迴歸係數為0.054079，之前未投入脈絡變數預測變

項模型(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結果的迴歸係數為0.053725（百萬元）；控制脈絡

變數預測變項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住宅單元個體層次公設面積

的迴歸係數為0.220183，之前未投入脈絡變數預測變項模型（隨機係數的迴歸模

型）結果的迴歸係數為0.267303（百萬元）；控制脈絡變數預測變項對住宅單元

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住宅單元個體層次專有面積的迴歸係數為0.185268，之

前未投入脈絡變數預測變項模型（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結果的迴歸係數為

0.166524（百萬元），估計值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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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00 =2.825886(p <0.05)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控制個體層次住宅單元移轉層

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及脈絡變項公共設施多樣性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

響後，各住宅大樓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還是有顯著差異存在。與零模型相較之

下 ， τ00 從 18.932582 降 至 2.825886 ， 變 異 數 削 減 百 分 比 為 (18.932582-

2.825886)/(18.932582)=85. 1％；就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間住宅交易價格的差異變

異量來看， σ2 從 3.542858 降至 0.558124 ，變異數削減百分比 (3.542858-

0.558124)/(3.542858)=84.2％，此結果與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差不多。 

 τ11 =0.003160(p <0.01)、τ22 =0.167005(p <0.01)、τ33 =0.043385(p <0.05)皆達統

計顯著水準，表示移轉層次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有顯著不

同，屋齡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有顯著不同，公設面積對住宅

交易價格的影響程度各住宅大樓間有顯著不同。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之AIC值為

5988.331，脈絡模型的AIC值為5982.061，減少了6.27，可見脈絡模型比隨機係數

的迴歸模型的適配度更好。 

5. 模型E（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 

混和公式：住宅交易價格 ij = γ00 + γ01 ×（公共設施多樣性 j）+ μ0j + ε𝑖𝑗（式 4-9） 

註：灰底部分為隨機效果。 

 γ01=4.823615(p>0.1)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公共設施多樣性對住宅大樓平

均住宅交易價格無顯著影響效果。與零模型相比較之下，模型的ICC值大幅下降，

遠低於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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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住宅大樓公共設施多樣性對

住宅交易總價格之影響，藉由第二章的文獻回顧與探討，及第三章與第四章計算出

公設多樣性分數後，採用 HLM 階層線性模型分析，得出下列重要結論。 

第一節 結論 

一、依據文獻回顧，近年來都市地價攀升與高層住宅大量出現，進而影響住宅型

態的改變，也因經濟蓬勃發展，使民眾對於居住環境和品質有更高層次的追

求，因而促進公共設施的發展，也因各個階段法規之修正，對集合式住宅之

公共設施型態產生重大之影響，使得公共設施之類型從最基礎之公共設施逐

漸走向精緻化與多樣化公共設施，其品質也大為提升。此外，為了因應民眾

居住需求之改變以及對休閒品質的看重，公共設施類型大多與娛樂性質相關。

而綜觀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與房價關係之相關文獻，皆顯示住宅大樓公共設

施對住宅價格有正向顯著影響，亦即集合式住宅公共設施可以增加住宅價值。 

二、零模型（模型 A）中，在沒有投入任何解釋變項下，各住宅大樓間的平均住

宅交易價格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三、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模型（模型 B），為層次 1 投入個體層次的解

釋變項，探討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對截果變項的影響，顯示結果為各住宅大

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每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

宅交易價格可分別提高 5.7321 萬元、38.7895 萬元、13.3461 萬元。 

四、隨機係數的迴歸模型（模型 C），表示屋齡對住宅交易價格未有顯著影響效

果，而各住宅大樓內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交易價格均有正

向顯著影響效果。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每

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分別提高 5.3725 萬元、26.7303 萬

元、16.6524 萬元。 

五、脈絡模型（模型 D），表示控制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

公共設施多樣性對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有正向影響效果。公共設施多

樣性增加一個單位，各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可提高 385.9129 萬元。 

六、脈絡模型（模型 D），表示控制脈絡變項對住宅交易價格的影響下，各住宅

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對住宅單元住宅價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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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還是顯著，而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屋齡對住宅單元住宅價格未有顯著

影響效果。各住宅大樓內住宅單元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每增加一

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分別提高 5.4079 萬元、22.0183 萬元、

18.5268 萬元。 

七、以截距為結果的迴歸模型（模型 E），公共設施多樣性對住宅大樓平均住宅

交易價格無顯著影響效果。 

八、總結以上模型結果，在尚未考慮任何變數的情形下，本研究範圍住宅大樓之

住宅交易價格總平均值為 9,437,689 元，亦即此區域之住宅大樓住宅交易價

格基礎值為 9,437,689 元。當納入個體層次之變數考量固定效果時，移轉層

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每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可分別提

高 57,321 元、387,895 元、133,461 元，對於住宅交易價格來說是正面的影

響效果；在考量個體層次的隨機效果後，移轉層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每

增加一個單位，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改成可分別提高 53,725 元、267,303

元、166,524 元；而在考量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的情形下，個體層次之屋齡

對於住宅單元住宅交易價格皆未有顯著影響效果。當納入個體層次與總體層

次之變數考量時，公共設施多樣性增加一個單位，各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

價格可提高 261.8086 萬元，對住宅大樓平均住宅交易價格有正向影響效果；

但是如果只有考量公共設施多樣性時，其對於住宅大樓之住宅單元住宅交易

價格無顯著影響效果。亦即公共設施多樣性可以透過個體特徵對於房價有正

向顯著影響，但是無法直接對於房價有正向顯著影響。故本研究探討之集合

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內涵影響住宅單元交易價格之程度，以上述結果來看，

公設面積會有正向顯著影響，並且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影響程度；而公共

設施多樣性需要在同時考量移轉層次、屋齡、公設面積、專有面積的情形下，

對於住宅單元交易價格才會有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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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上述結論與問題分析，本研究提出下列改善建議供參考： 

一、住宅計價方式方面： 

 由於我國採用虛坪計價，將專有部分面積和公共設施面積以每坪相同單價計

算，導致消費者會誤以為用較低的單價購買到房屋，此情況亦無法明確看出專有

部分和公共設施各自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有助長建商獲取暴利之虞。故本研究

建議可採用分離計價方式，將住宅面積拆分為專有部分面積與公共設施面積，加

入兩者對於住宅價格的貢獻程度並分別計算房屋價格，此方式較能真實反映公共

設施真正的貢獻比例，而且對於消費者比較有參考依據。 

二、法令制度方面： 

 由於《建築技術規則》的修法，導致高樓層集合住宅社區公共設施面積逐漸

增加，但大部分之法規對於住宅內公共設施之規範未能與時俱進，無法配合整體

居住環境之變動，造成公共設施之內容及品質良莠不齊，引發許多社會爭議。故

本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增訂更詳細的住宅相關法令，以增進居住品質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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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採用之住宅交易資料量高達 2500 筆，加上實價登錄之交易資料具

有區段化與去識別化的性質，因此難以調閱住宅大樓內每戶之建物登記簿謄本，

所以無法排除約定專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情形。 

 此外，針對各住宅大樓之公共設施項目之研究，因無法實際進入各住宅大樓

勘查其公共設施類型與數量以及公設使用現況，故本研究所採之公共設施項目，

為建物登記簿謄本內其他登記事項之記載項目。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參考文獻-55 

55 
 

 參考文獻    

1. 王順治（2001），集合住宅建築計畫之高層高密化發展檢討，台北：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 

2. 毛麗琴（2010），住宅價格之特性分析—以高雄市區為例，商業現代化學刊， 

第 5 卷，第 3 期，第 31-48 頁。 

3. 內政部，2011 年 4 月 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1 號令。 

4. 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住宅公設價格值多少？—虛坪計價、實坪

計價、分離計價之差異，2018 年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區域科學學會、地

區發展學會、住宅學會、中華城市管理學會聯合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5. 王怡文、張金鶚、江穎慧（2018），住宅虛坪計價、實坪計價與分離計價之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暨私立中國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6. 李承洋（2015），建築企劃策略之初步研究-以集合式住宅大樓公共服務空間

適合性的探討，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7. 林祖嘉、馬毓駿（2007），特徵方程式大量估價法在台灣不動產市場之應用， 

住宅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第 1-22 頁。 

8. 林蕙鈺（2009），環境品質、鄰里富裕對住宅價格的影響—應用階層線性模型

分析，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碩士論文。 

9. 林逸杰、張金鶚、江穎慧（2012），集合住宅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之分開計價為題

探討—台北大學特定區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10. 林秉穎（2014），竹北地區住宅特徵價格模型分析—多層次模型之應用，中華

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 

11. 洪子茵（2001），台北市集合住宅管理維護模式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沈錦吉（2003），中高級集合住宅「共用空間」休閒設施使用與管理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例，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碩士班碩士論文。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參考文獻-56  

56 

 

13. 施甫學（2008），高密度發展對房價之影響—以台北市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碩士論文。 

14. 翁國超（1993），中庭式集合住宅「共用空間」使用與管理問題之研究—以台

中市第四、五期重劃區為例，東海建研所碩論。 

15. 張金鶚（1991），集合住宅管理維護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籌備處委託辦

理。 

16. 張哲凡（1995），光復後台灣集合住宅發展過程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

究所碩士論文。 

17. 陳覺惠（2000），台灣地區集合住宅形態發展趨勢與當前社區經營管理議題，

東海學報，41：97-113。 

18. 陳淑美、林佩萱、陳怡瑞（2010），公寓大廈住宅社區管理維護服務、管理費

及不動產價格折舊率之關係，頁 10-13。 

19. 陳淑美、林佩萱（2013），住宅社區管理維護服務品質、滿意度與不動產價值

關係之研究。建築學報（TSSCI），86：191-205。 

20. 彭其薇（2015），都市集合住宅陽台空間技能變遷與潛在需求之研究，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畢業論文。 

21. 郭紀子（2017），物業管理對集合住宅價格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私

立中國地政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22. 張紹勳、林秀娟（2018），多層次模型（HLM）及重複測量：使用 SPSS 分析，

頁 229-230。 

23. 童作君（2008），住宅特徵價格模型之多層次分析，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

動產經營系碩士論文。 

24. 溫琇玲、林致佑（2009），台北地區社區型集合住宅管理費用與公共設施種類

之關係研究，台灣物業管理協會第三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5. 楊玉娟（2010），集合住宅公共設施使用與管理調查研究-以板橋市新板特定

區史丹佛社區為例，文化建都所碩論。 

26. 溫福星、邱皓政（2012），多層次模式方法論—階層線性模式的關鍵問題與試

解。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參考文獻-57  

57 

 

27. 黃泰雄（1982），公共財理論之研究（上）台北：中國經濟 367（369）：4-11。 

28. 黃世孟（1989），大都會空間功能移轉之問題及調適，台灣經濟研究院月刊，

第 12 卷第六期。 

29. 董鑑霆（2001），台灣住宅建築開發觀念與居住者使用態度演變關係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30. 黃耀群（2007），集合住宅社區型態與社區活動關係之研究-以台北縣汐止市

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 

31. 黃立雲（2010），都市地價之變動與趨勢：多層次成長模型之應用，國立屏東

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碩士論文。 

32. 黃明宗（2012），新竹市住宅大樓價格分析—階層線性模式之應用，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 

33. 黃耀輝（2019），首購消費族購屋需求之研究-以台南市「舉喜重劃區」集合

式住宅公共設施為例，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34. 監察院，2009 年 9 月 8 日，監察院糾正文發文字號：（98）院台內字第

0981900720。 

35. 監察院，2009 年 9 月 3 日，監察院糾正案文字號：098 內正 0035。 

36. 蔡仲苓（2008），台北市內湖區住宅屬性價格之探討，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 系

碩士論文。 

37. 蔡育政（2009），房地產價格因素之研究：以台中市北屯區、西屯區、南屯 區、

中區、東區為例，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碩士論文。 

38. 謝明瑞（2012），公設比與房價，國政研究報告。 

39. Chan,E.Hon-Wan,So,Hing-Mei,Tang,Bo-Sin,Wong,Wah-Sang(2008). Private 

space, shared space and private housing prices in Hong Kong： An exploratory 

study,Habitat International,32, 336-348. 

40. Au-Yong,C.,Ali,A.,and Chua,S.(2019). Maintenance Interval towards Different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High-Rise Housing, Malaysia. 

41. Irwin Altman&Setha M.Low(1975). Place Attachment—Plenum Press,New York, 

190-235. 



集合式住宅附設公共設施對其住宅交易價格之影響                    

-以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購物廣場附近街廓為例  參考文獻-58  

58 

 

42. Jim,C.Y. &Chen,Y.W.(2009). Value of Scenic Views：Hedonic Assessment of Private 

Housing in Hong Kong,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91, 226-234. 

43. Tiun, L.T. (2009). Managing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Malaysia： Where 

are W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NAPREC Conference, Bangi, Selangor.  

44. Mok,H.M.K.,Chan,P.P.K.,and Cho,Y.S.(1995). A Hedonic Price Model for Private 

Propertie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10(1), 37-

48. 

45. Mohit,M.A.,Ibrahim,M.,and Rashid,Y.R.(2010). Assessment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newly designed public low-cost housing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Habitat International,34(1), 18-27.  

46. Wahab,S.,Ani,A.,Sairi,A.,Tawil,N.,and Razak,M.(2016).Classification of High-

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Facilities: A Descriptive Survey on 170 Housing Scheme 

in Klang Valley. 

47. Tse,Y.C.R.and Love,E.D.P. (2000). Measuring Residential Property Values in Hong 

Kong,Property Management,18(5), 366-374. 

48. Tse,Y.C.R. (2000). Estimating Neighbourhood Effects in House Prices：Towards a 

New Hedonic Model Approach,Urban Studies,39(7), 1165–1180. 

 

 



 

 

 

i 

 

附錄 

附錄一 

表 1-1 研究範圍內之集合式住宅大樓圖片 

大樓名稱 中科里仁（國安國宅乙區） 生命之泉 東海羅曼羅蘭 

民國 83 年 

10 月以前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大樓名稱 麗景天地-摘星樓 御景江山 麗景天地-迎曦樓 

民國 83 年 

10 月以前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ii 

 

大樓名稱 富宇領袖特區 糖安居 

民國 83 年 

10 月以後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前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大樓名稱 W 時代 太子雲世紀特 A 區 太子雲世紀 A 區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iii 

 

大樓名稱 宏台上誠 太子雲世紀 B區 太子雲世紀 C區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大樓名稱 新杜拜 天瀚 世紀凱悅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iv 

 

大樓名稱 總太如來 藍海帝國 美麗境界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大樓名稱 總太觀闊 富宇新貴特區 

民國 94 年 

10 月以後 

集合式住宅 

大樓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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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國 83 年前之集合式住宅大樓 

附錄二 

 

 

  



 

 

 

vi 

 

圖 2 民國 83~94 年間之集合式住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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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民國 94 年後之集合式住宅大樓 

 

  



 

 

 

viii 

 

表 2-1 集合式住宅大樓分布表 

時間 

（民國) 
集合式住宅分布圖 

83 年 

以前 

集合式

住宅 

大樓 

 

83 年 

以後 

至 94 年

以前 

集合式

住宅 

大樓 

 

94 年 

以後 

集合式

住宅 

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