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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價格長期均衡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關連性之研究 

-以臺中市中古屋市場為例
1 

王家仁 2、洪敦懌、袁增嘉、黃中佑 

 

摘要 

本研究以臺中市中古屋交易價格為研究對象。探討臺中不同價格次市場之價

格波動是否符合經濟理論上長期均衡的假設，若符合長期均衡的假設，則可檢驗

各價格市場之交易價格不穩定的程度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間之關連。以不同住

宅種類與交易價格級距，將臺中市價格市場區分為總體市場與大樓、透天各次級

市場。資料為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僑馥建經公司）自 2008 年

1 月到 2013 年 6 月的買賣價金信託履約保證資料；實證方法以跨期最適模型為

基礎，先將各次市場價格資料以自我迴歸模型(auto-regressive model)做落後期數、

長期均衡與不穩定程度的檢測；再將符合長期均衡的各次級市場之不穩定程度，

以貨幣供給額(M1B)、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購屋貸

款利率(R)、企業貸款償還額(Bonds)與奢侈稅政策等，進行多元廻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之檢測，瞭解各次市場之不穩定程度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間

之關連。本研究發現臺中市各次市場之落後期數不同，大樓中價位次市場落後一

期，透天高價位次市場落後五期，其他六個次市場均落後二期；透天中價位次市

場與大樓高價位次市場，不符合長期均衡的假設，其餘次級市場則均符合長期均

衡的假設。在不穩定性的程度，透天和大樓成反向關係，透天類型由低往高；大

樓類型由高往低。至於，各次市場之不穩定程度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之關聯，

僅大樓低價位次市場與貨幣供給額(M1B)、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款利率

(R)有關，其餘次市場均無關；在各次市場中，政策均無顯著，表示政策對各次

市場均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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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住宅價格高漲，人民購屋越來越困難，鑑於此現象，政府也提出抑制

房價之手段，希望能抑制房價，但政策的實質效果未知，國外有穩定住宅市場價

格之相關文獻研究，如 Yu and Lee (2010) 以韓國政府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間，

提出穩定住宅市場的政策，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韓國住宅市場的影響是無效的。

Yau, Y. (2010)指出香港政府公佈低品質住宅的黑名單之政策是不具效果的。顯示

政策是無法影響房價的，但價格亦受其他因素影響，如吳森田（1994）於研究中

發表房價的波動因素主要來自於需求與供給發生變化所致，而供給和需求皆受到

總體經濟變數影響。 

本研究第一步須先確定臺中市各住宅價格次市場合宜的落後期數，再探討住

宅價格次市場之交易價格價格波動是否存在長期均衡，如臺中市各住宅價格次市

場之價格波動存在長期均衡，便能繼續探討住宅價格次市場之交易價格不穩定程

度之檢驗，以確定臺中市各住宅價格次市場之長期均衡及不穩定程度，若住宅價

格次市場之價格波動不存在長期均衡，則無須進行後續的實證分析。最後進行臺

中市住宅市場價格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的多元迴歸模型檢驗，以便了解臺中住

宅市場價格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目的有三項，分別為以下三點: 

（一）檢測臺中市總體住宅市場及其次市場之住宅交易價格在住宅不穩定性所顯

示之合宜落後期數為何? 

（二）檢視臺中市整體住宅市場及其住宅次市場間之住宅交易價格是否存在長期

均衡?若該市場或次市場不存在長期均衡，則表示該市場或次市場之住宅交易價

格波動完全不會受到外在總體經濟變數或政策之影響，反之，則有可能。 

（三）對符合長期均衡之市場或次市場進行總體經濟變數與政策關聯性預測，瞭

解該市場或次市場之住宅交易價格不穩定性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之關係。 

二、文獻回顧 

（一）住宅次市場 

次市場為將一集合依其界定之標準分為不同群，群組內之替代性高，關於解

釋次市場特質之相關文獻中，Bourassa , Hoesli, and Peng (2003) 提到住宅與一般

商品比較的話，住宅具有非常強烈的異質性(heterogenity)，這些不一樣的特質之

間又具有非常大的差異。花敬群、張金鶚（1999）認為決定住宅市場的住宅價格

之主要原因為個別住宅次市場的運作。關於次市場的類型，有依照型態區分如預

售屋、新成屋、中古屋，或是由建物使用區分如工業、商用、住家與辦公，由不

同住宅類型區分者可分為公寓、大廈、雙併、連棟或獨院，最後由住宅權屬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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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非租賃市場與租賃市場。陳心怡、陳彥仲（2002）則以住宅特徵與區位因

素當作區分的標準，此結果證實了以群落分析方法來界定住宅次市場，能對於住

宅價格的研究有明顯益處。 

（二）價格波動 

房地產價格會具有波動性，關於不動產市場價格波動狀況相關研究，Barras 

and Ferguson (1987) 分析英國房地產市場景氣的循環時間變化，提出其實證結果

部分為當經濟景氣的波動及政府相關政策的改變，對於房地產的景氣循環影響大

約為四至五年。吳森田（1994）於其研究中發現房價會波動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

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其中包含國內的貨幣供給量變化，換言之即房價的波動與國

內整體金融情況的變動有密切的關係。花敬群、張金鶚（1997）認為供給與需求

的曲線移動會決定價格和交易量之間的波動關係，能影響供需曲線移動的原因很

多，例如政策的改變就會使得不動產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反應。蔡怡純、陳明吉

（2007）將不動產市場中的投資人預期心理納入房價蛛網理論考量，認為當交易

雙方針對房價調整的預期心理有所改變時，則不動產市場的波動幅度可能有著結

構性的改變。結果顯示不動產價格的波動可能為非定值，而且交易雙方的預期心

理會使得不動產價格呈現不同的波動情況。陳明吉、蔡怡純（2007）解釋住宅的

需求曲線的斜率大小會因為投資人的預期效果影響而有所調整，進而影響到房價

的均衡狀態，發現當其係數較高時，住宅價格較容易維持在均衡的狀態，而得當

預期調整係數較大時，其需求之曲線會趨於平緩，所以住宅價格會趨向某一個均

衡值而收斂，則住宅市場較為穩定。 

（三）總體經濟變數與價格波動之關係 

不動產市場的價格與供需量會因為總體經濟變數的波動而有所牽動，每個有

差異的次市場之間對應不同的總體經濟變數也會有不同反應，彭建文、張金鶚

（2000）認為不動產市場景氣會因為總體經濟變數的變動與不動產市場本身供需

量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其提到的總體經濟變數有國內生產毛額、貨幣供給、預售

屋住宅價格、建照面積與空屋數，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地區的預售屋房價與貨幣供

給、空屋數、建照面積等總體經濟變數均有關係。謝煜鴻（2006）分析了住宅價

格和利率、貨幣供給、景氣循環、股市與物價之間的，發現利率、貨幣供給、景

氣循環、股價、通貨膨脹率這五種總體經濟變數對於房價波動的影響是有限的，

沒辦法和歷史上房價波動對於自身的解釋力相比。楊賀雯、陳姵妌（2012）指出

不動產市場如同各資產市場中的各類型投資標的，其資產的價格會因經濟體系內

不同的總體經濟變數之波動而有所變動，但是與各資產市場中的各類型投資標的

不一樣的是，不動產市場中可依照產品類型（如預售屋、新成屋、中古屋與法拍

屋）、產品本身的個體特徵（如產品型態、面積、屋齡、結構），產品所座落的鄰

里其環境屬性、區位、城市及區域，其次市場之間會有所差異，而且在不同次市

場和其經濟體系中的總體經濟變數波動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會有差異性。Aper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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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認為貨幣供給額、貸款利率和就業率對於房價有顯著之影響。Yu and Lee 

(2010) 的研究裡發現，對住宅價格是重要的解釋變數為貨幣供給額、企業債券

償還率、建照執照數及建築訂單數量。 

（四）政策與價格波動之關係 

政府的政經政策影響我國的總體經濟變數，進而直接或者間接的反應在住宅

價格上，影響房價波動。謝文盛（2001）認為政府如欲利用調高公告土地現值增

加土地增值稅賦，抑制不動產的投機行為，作為穩定住宅價格的政策，是不可行

的。李囿緯（2012）研究發現臺北市與新北市在特種貨物及勞務稅課徵期間仍然

上升了 4.8%與 3%，由此數據可判斷其房價並未受到政策的直接影響，並且發現

仍然有買盤進場支撐房價。但受政策影響的部分有買賣移轉棟數的統計交易量，

臺北市交易量縮減了六成，而新北市的交易量縮減了六成三，平均交易量與去年

同期相比縮減了三成以上。楊佳龍（2012）在政策與不動產價格和存量之間的關

係研究指出，當政府在價格效果相對較大的情況下實施擴張的貨幣政策時，長期

來說不動產的價格與存量皆會增加；但若是在價格效果相對較小時實施政策，則

會使房屋的價格與存量皆減少。而在政策跨時搭配的情形之下，政府如果先執行

貨幣政策再執行增建國宅之政策，其對於價格的影響效果較大、而當房價的變動

情形對房屋存量之影響偏小時，而在政策宣告至貨幣政策執行這段期間內房屋價

格和存量均表現出增加的狀況；在貨幣政策至興建國宅政策執行此段期間，房屋

價格會下降而房屋存量則會增加；當興建國宅政策執行之後，房屋價格沒有變化

但是房屋的存量將上升至新的均衡水準。魏文欽、郭宗諭（2012）認為短期政策

的實施有可能會對價格長期的變動趨勢有負面之影響，因此政策的實施不應該只

著重於評估短期效果，應該將長遠的影響納入考量中。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各不同住宅價格次市場之交易價格是否符合經濟理

論上長期均衡的假設，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對價格不穩定程度之關連，先藉由

文獻回顧瞭解國內外先前住宅政策與總體經濟變數對住宅價格之影響，再由跨期

最適模型為基礎，先以自我迴歸模型分析臺中市各住宅價格次市場合宜之落後期

數及長期均衡之檢定，再以多元迴歸模型研究臺中市各住宅價格次市場之不穩定

程度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之關連，其研究架構圖參考下圖 1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中市內中古屋交易價格與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間的

關係。中古屋價格資料，取自於僑馥建經公司所經手之買賣履約保證交易案件建

置而成之資料庫，其資料庫內容充足且完善，具有相當之可靠性；本研究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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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至2013年6月共66筆中古屋交易價格，為使中古屋價格更具研究意義，將中

古屋價格分為10群中古屋次市場，以增加中古屋市場價格真實性。 

總體經濟變數為透過文獻回顧整理出的五項總體經濟因素，分別為貨幣供給

額(M1B)、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購屋貸款利率(R)

和企業貸款償還額(bonds)，其中貨幣供給額(M1B)與企業貸款償還額(bonds)皆取

自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其他總體經濟變數皆取自於行政院內政部主計處。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是以跨期最適模型為概念，此模型用來針對不穩定性做衡量，自我迴

歸模型是針對住宅價格本身前幾期與本期之間的關係做探討，多元迴歸模型是研

究住宅價格不穩定性與總體經濟變數和政策相互間影響之關係，此模型的架構係

由 Aizenman and Marion (1991)首先提出，並將其應用於政策不穩定性和經濟成

長關聯；Vivek and Loungani (1996)，則將其應用到探討在競爭性行業投資和價

格的不確定性；Lensink (2000)則用來分析金融業發展的相關性；Yu and Lee 

(2010)，則亦使用跨期最適模型探討住宅政策對房價不穩定的影響。故本研究認

為自我迴歸模型性質為時間序列資料，並非單純迴歸討論，因此在確定 AR 模型

最適落後期數以及長期均衡性質後，才可以進行多元迴歸之應用。 

欲利用自我迴歸模型求出最適的落後期數，則須透過 PACF 檢定來判定，確

定落後期數後，即可探討該市場是否具有長期均衡。若α1的絕對值>1，則數學上

會呈現發散，不屬於長期均衡，代表經濟上無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之意義；若α1的

絕對值<1，屬於長期均衡，代表經濟上有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之意義，其價格波

動與前期價格具相關性且受其他總體經濟變數影響，其誤差項可代表住宅價格之

不穩定，則可進一步探討價格不穩定與總體經濟變數之關係。 

進行多元迴規模型之檢測，應先判斷各次市場之多元迴歸模型是否通過 F

檢定的顯著水準，F 檢定係用於一個以上迴歸變數之檢定，當拒絕H0時，表示解

釋變數X1,X2, … , Xk中至少有一XI對(y)有解釋之能力，則可再進行 t 檢定求得各變

數對殘差的解釋能力。若有達到顯著水準則拒絕多元迴歸之虛無假設 H0，代表

所有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聯合解釋住宅價格不穩定性有顯著的變異量，並利用

R
2 來探討其解釋力大小，而估計的標準誤則可看出住宅價格不穩定性不能被所

有總體經濟變數及政策預測的程度。 

t 檢定主要是在檢測各自變數的顯著性和各別影響依變數的程度，顯著性可

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為自變數的 P 值未達顯著水準，代表此自變數和殘差之間

並無關連性，殘差不受自變數影響；另一種則是變數的 P 值有達顯著水準，代表

住宅價格受該總體經濟變數影響，該總體經濟變數的未標準化係數值可以看出變

動一單位對住宅價格的影響多少，若係數值為正，代表該變數與住宅價格不穩定

性為正相關，係數值越大，代表該變數影響住宅價格不穩定性越大，若係數值為

負，代表該變數與住宅價格不穩定性為負相關，係數值越小，代表該變數影響住

宅價格不穩定性越大。而總體經濟變數標準化的係數值，則可用來比較各變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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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價格不穩定性影響的程度高低，因各總體經濟變數原來都是不同單位，無法

統一比較，將其標準化後，單位一致，即可用來比較哪個總體經濟變數對住宅價

格不穩定性最具影響效果。 

看各自變數顯著水準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即是小於 0.05，若達到，代表該變

數可單獨解釋住宅價格不穩定性顯著的變異量，接著利用未標準化係數值探討各

總體經濟變數和政策與住宅價格不穩定性之關聯性，最後利用標準化係數值來求

得各總體經濟變數和政策影響住宅價格不穩定性的程度以何變數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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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分析 

（一）落後期數及長期均衡之檢測 

 1. 落後期數之檢視-以大樓均價低價位次市場為例 

    本分群價格共有 66 期（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時間序列模式以住

宅價格之月平均值建構，以瞭解價格波動之趨勢。圖 2 為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

市場分群落後期數圖，圖中的 ACF 呈現遞減且漸漸消失，PACF 為第二期，故

本資料適用AR(2)模型。檢視落後期數要觀察 PACF值，其長條是否觸及標準值，

若該長條觸及標準值，代表為該落後之期數，圖中 PACF 值的長條在第一期和

第二期觸及標準值且其顯著性小於 0.05，代表該市場之落後期數為二期，可進

行長期均衡之檢定。 

 

圖 2、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落後期數 

 

2. 落後期數之檢視-全體市場檢驗彙整 

經本研究實證後可發現，由表 1 可發現臺中市各級次市場之落後期數不同，

大樓均價之中價位次市場落後一期，表示該市場之本期價格會受到上一期價格的

影響；透天總價之高價位次市場落後五期，表示該市場之本期價格會受到前五期

價格的影響，其他六個次市場均落後二期，表示該市場本期價格會受到前兩期價

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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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落後期數彙總表 

市場 價格 落後期數 

全臺中 
總價 AR(2) 

均價 AR(2) 

透天 

高價位 AR(5) 

中價位 無法解釋 

低價位 AR(2) 

總體 AR(2) 

大樓 

高價位 無法解釋 

中價位 AR(1) 

低價位 AR(2) 

總體 AR(2) 

3. 長期均衡的檢測-以大樓均價低價位次市場為例 

  利用迴歸係數來判斷各分群價格市場是否符合長期均衡的價格，α1係數的絕

對值須小於 1，則價格波動會收斂趨近於一個值，該住宅價格即存在「有意義的」

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如下表 2所示，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的 α1係數為 0.470

和 α2的係數為 0.499，兩者係數和絕對值小於 1，代表該市場具有長期均衡的價

格，價格波動在長期而言，會收斂趨近於某一數值。 

表 2、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之長期均衡表 

第一階迴歸式                (  1)        (  2)    

是否長期均衡 ∣0.470+0.499∣<1 

 

4. 長期均衡的檢測-全體市場檢驗彙整 

經本研究檢驗，如表 3 所示，只有透天總價中價位次市場與大樓均價之高價

位次市場，不符合經濟理論中的長及均衡假設，代表無法預測這兩個次市場的價

格，也無法檢測外來的因素對該市場的影響程度。具有長期均衡的市場有，全臺

中總價、全臺中均價、透天總價高價位、透天總價低價位、臺中透天總價、大樓

均價中價位、大樓均價低價位、臺中大樓均價，代表這些市場可以用來預測未來

的價格，也可以用來檢測外來的因素對該市場的影響程度。 

表 3、長期均衡彙總表 

 全臺中 透天 大樓 

是否具 

長期均衡 

總價 均價 高價 中價 低價 總體 高價 中價 低價 總體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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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住宅價格不穩定之程度-以大樓均價低價位次市場為例 

     μ殘差為上一期價格無法解釋本期價格的因素，屬於價格波動之不穩定性。

標準差的意義旨在觀察變數間之離散程度，故 μ殘差的標準差即為不穩定的離散

程度，可表示其不可預測的程度。由表 4 可知，在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中，

其住宅價格之殘差標準差為 0.213。 

表 4、大樓低價位殘差表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統計量 統計量 統計量 統計量 統計量 統計量 標準誤 

大樓低價位

殘差 
64 -0.989 0.358 0.000 0.213 -1.711 0.299 

6.小結 

綜合整理之後，可得住宅價格殘差表5，本研究發現，臺中住宅市場價格不

一定只限於上一期價格影響，也許會是前兩期、前三期，至多到前五期價格都會

受影響。而符合跨期最適模型落後期數的市場有:臺中市總價次市場、臺中市均

價次市場、臺中市透天總價位次市場、臺中市大樓均價位次市場、大樓均價之低

價位次市場、大樓均價之中價位次市場、透天總價之低價位次市場、透天總價之

高價位次市場。 

若是只單看那些市場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十個市場是都具有長期均衡之特性，

但經過落後期數的判斷分析，則會只剩下的上述八個市場。最後針對住宅價格不

穩定的部份去探討，須以前兩項要件所選出的市場，作為可用之資料，上述各市

場之殘差標準差各有不同，代表各市場的不穩定程度是有差別性的，一般而言，

透天類型的住宅只會討論總價，大樓類型的住宅只會討論均價，以下就分兩種不

同類型的住宅，分別討論：透天類型的部分，以透天總價之高價位次市場的不穩

定程度最大，次之為臺中市透天總價次市場，最後則是透天總價之低價位次市場；

大樓類型的部分，以臺中市大樓均價次市場的不穩定程度最大，次之為大樓均價

之低價位次市場，而不穩定程度最小的是大樓均價之中價位次市場。此外，從表

3還可發現透天和大樓兩種不同類型的住宅，在不穩定性的程度情形成反向關係，

透天類型的住宅，價位越高者，不穩定性越高，呈由低往高的走勢；大樓類型的

住宅，價位越低者，不穩定性越高，呈由高往低的走勢，代表不同類型的住宅，

不穩定性程度也會不相同。 

 

 

 



 

10 
 

表 5、住宅價格殘差總表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統計量 標準誤 

總體總價

殘差 
64 -55.473 70.338 0.000 18.334 0.226 0.299 

總體均價

殘差 
64 -4.412 5.481 0.000 1.134 0.450 0.299 

透天總價

殘差 
64 -122.580 111.253 0.000 53.606 0.042 0.299 

大樓均價

殘差 
64 -4.676 6.574 0.000 1.282 1.004 0.299 

透天低價

位殘差 
64 -110.124 89.674 0.000 32.342 -0.326 0.299 

透天高價

位殘差 
61 -166.116 315.611 0.000 65.671 1.393 0.306 

大樓低價

位殘差 
64 -0.989 0.358 0.000 0.213 -1.711 0.299 

大樓中價

位殘差 
65 -0.559 0.387 0.000 0.186 -0.362 0.297 

（二）不穩定與總經及政策關聯檢測 

1. F 檢定-以大樓均價低價位次市場為例 

    由自我迴歸模型，檢測出臺中市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存有長期均衡之狀

況，由上述針對臺中市大樓低價位次市場進行多元迴歸之檢測。 

運用 SPSS 軟體的運算，選用臺中市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之殘差為依變

數，將貨幣供給額、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消費者物價指數、購屋貸款利率、企業

償還額、政策等，上述五項總體經濟變數及虛擬變數選為自變數，按強迫進入法

進行迴歸分析檢驗，分析結果如下表 6 所示: 

表 6、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 F 檢定表 

 P 值 R R
2 調整過的 R

2
 

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 0.007 0.511 0.261 0.183 

故臺中市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之 F 檢定，其顯著性為 0.007，符合顯著

性小於 0.05 之檢定，則其殘差可以以總體經濟變數解釋之，即臺中市大樓均價

之低價位次市場之價格不穩定因素，受到總體經濟變數之解釋，得以繼續討論其

R 平方值之大小，R 平方的值為 0.261，表示總體經濟變數可以解釋臺中大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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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位次市場 26%變得異。調整過的 R 平方值目的在修正 R 平方的值，使其能更

接近母群的值，臺中大樓低價位次市場調整過的 R 平方值為 0.183，表示總體經

濟變數可以解釋臺中大樓低價位次市場 18%的變異。最後的估計標準誤值標出依

變數不能被自變數預測的程度。 

綜合上述所論，本研究可得知，在臺中市符合 F 檢定的次市場僅有大樓均價

之低價位次市場，將上述結果整理為下表 7 所示，詳述如下: 

表 7 、F 檢定總表 

價格 次市場 F 值 R 平方 

總價 
透天 

低價位 0.287 0.118 

中價位 非長期均衡數列 

高價位 0.64 0.074 

總體 0.287 0.118 

全臺中 0.075* 0.177 

均價 
大樓 

低價位 0.007*** 0.261 

中價位 0.632 0.07 

高價位 非長期均衡數列 

總體 0.43 0.096 

全臺中 0.449 0.093 

2. t 檢定-大樓均價低價位次市場 

藉由上述 F 檢定的檢測，可知在臺中市各次市場間通過 F 檢定的顯著水準，

並其各總體經濟變數能解釋價格不穩定性的次市場，僅有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

場。我們檢測該次市場之價格不穩定因素會受到那些各別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

針對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進行 t 檢定之檢測，得到知未標準化結果如下式所

述: 

        1  38 × 1  7𝑥1  1   3 × 1 
 5𝑥2 −     1𝑥3     6 ×

1  6𝑥4      1𝑥5       𝑥6（公式 1) 

又將上式各未標準化之係數估計值，進行標準化之運算處理後，得到標準化係數

之結果，如下式所述: 

    888𝑥1 −      𝑥2 −      𝑥3    1  𝑥4      8𝑥5       𝑥6 (公式 2) 

其中； 

  殘差； 

𝑥1  貨幣供給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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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2=人均國內所得； 

𝑥3  消費者物價指數； 

𝑥4  企業償還額； 

𝑥5=政策； 

𝑥6  購屋貸款利率 

發現對於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之價格不穩定性，貨幣供給額的 P 值為

0.001，具有高度的顯著性，代表貨幣供給額可以單獨解釋住宅價格的不穩定性，

其未標準化係數為 1.238×10
-7，該係數值為正值，代表貨幣供給額和住宅價格不

穩定是正相關的影響，當其他預測變數保持恆定時，貨幣供給額變數每增加一百

萬元，住宅價格不穩定性就會上升 0.124 單位的不穩定性。又消費者物價指數的

P 值為 0.047，具有相當的顯著性，代表總體經濟變數可以單獨解釋住宅價格的

不穩定性，其未標準化係數-0.050，該係數值為負值，代表消費者物價指數與住

宅價格不穩定是負相關的影響，當其他預測變數保持恆定時，消費者物價指數每

上升一指數，住宅價格不穩定性就會下降 0.050 單位的不穩定性。購屋貸款利率

的 P 值為 0.029，具有優良的顯著性，代表購屋貸款利率可以單獨解釋住宅價格

的不穩定性，其未標準化係數為-7.632×10
-7，該係數值為負值，代表購屋貸款利

率和住宅價格不穩定是負相關的影響，當其他預測變數保持恆定時，購屋貸款利

率變數每增加一百分比，住宅價格不穩定性就會減少 7.632 單位的不穩定性。人

均國民所得的 P 值為 0.193 未達顯著水準，代表人均國民所得無法單獨解釋住宅

價格的不穩定性，則無須探討其係數值之大小。企業償還額的 P 值為 0.131 未達

顯著水準，代表企業償還額無法單獨解釋住宅價格的不穩定性，則無須探討其係

數值之大小。政策的 P 值為 0.827 未達顯著水準，代表政策無法單獨解釋住宅價

格的不穩定性，則無須探討其係數值之大小。 

接下來再探討各達顯著水準之總體經濟變數，其標準化後的係數值，以比較

各種體經濟變數間，解釋住宅價格不穩定性的大小。其中，貨幣供給額的標準化

係數值為 0.888，而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標準化後的係數值為-0.452，購屋貸款利率

標準化係數值為-0.290，代表這三個可以解釋價格不穩定性的總體經濟變數間，

以貨幣供給額影響住宅價格不穩定性最高，且其為正相關的影響；而購屋貸款利

率為影響住宅價格不穩定性次高的因素，其為負相關的影響；又消費者物價指數

對住宅價格不穩定性的影響最低，其為負相關的影響。則將上述各種檢定之結果，

整理如下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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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t 檢定度表 

總體經濟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常數) 5.244 2.247 
 

2.334 0.023
* 

貨幣供給額(𝑥1) 0.000 0.000 0.888 3.552 0.001 

人均國內生產毛

額(𝑥2) 
0.000 0.000 -0.299 -1.316 0.193 

消費者物價指數

(𝑥3) 
-0.051 0.025 -0.452 -2.030 0.047 

企業償還額(𝑥4) 0.000 0.000 0.190 1.531 0.131 

政策(奢侈稅)( 𝑥5) 0.021 0.095 0.048 0.220 0.827 

購屋貸款利率(𝑥6) 0.000 0.000 -0.290 -2.243 0.029 

*≦0.1 **≦0.05 ***≦0.000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臺中市各級次市場之落後期數不同，大樓均價之中價位次市場落後一期，透

天總價之高價位次市場落後五期，其他六個次市場均落後二期。長期均衡之假設，

只有透天總價之中價位次市場與大樓均價之高價位次市場，不符合經濟理論中的

長期均衡假設，其餘次市場皆符合長期均衡假設。而臺中市各級次市場不穩定性

程度高低不一，不同類型的住宅亦有不同的震盪，透天類型的部分，以透天總價

之高價位次市場的不穩定程度最大，次之為臺中市透天總價次市場，最後則是透

天總價之低價位次市場；大樓類型的部分，以臺中市大樓均價次市場的不穩定程

度最大，次之為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而不穩定程度最小的是大樓均價之中

價位次市場。此外，透天和大樓兩種不同類型的住宅，在不穩定性的程度情形成

反向關係，透天類型的住宅，價位越高者，不穩定性越高，呈由低往高的走勢；

大樓類型的住宅，價位越低者，不穩定性越高，呈由高往低的走勢，代表不同類

型的住宅，不穩定性程度也會不相同。 

臺中市各級次市場可受總體經濟變數影響，只有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

而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與貨幣供給額(M1B)、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

款利率(R)有關，其中貨幣供給額(M1B)對大樓均價之低價位次市場為正相關，表

示貨幣供給額(M1B)上升對該市場有同向關係的影響，其背後的意義為貨幣供給

額的增加會使該市場的價格往上攀升，政府如採寬鬆的貨幣政策，會使該市場受

到影響，多餘的貨幣將會進入市場，發生價格堆疊的情形，原本的價格會受到衝



 

14 
 

擊而水漲船高，反之則相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款利率(R)對大樓均

價之低價位次市場為負相關，表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款利率(R)上升

對該市場有逆向關係的影響，其背後的意義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款

利率(R)的上升，會對該市場的價格做下修的動作，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

購屋貸款利率(R)上升，代表購屋者的成本將提高，成本提高會使購屋者把資金

做其他的使用，資金若沒有進入，貨幣堆疊的效果就小，反之則相反。貨幣供給

額(M1B)對該市場的影響最大，次之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購屋貸款利率

(R)。 

財政政策的虛擬變數在通過多元迴歸模型的臺中市各級次市場均無達到顯

著水準，表示財政政策對各次市場均沒有實質的效果，不管是針對高房價的抑制，

或是打擊到低房價的市場，皆是沒有實質效果的。本研究與謝文盛（2001）及李

囿緯（2012）看法相同，均認為政府如欲利用調高稅賦，抑制不動產的投機行為，

作為穩定住宅價格的政策，是不可行的，不僅無法有效控制住宅價格，反而造成

交易量減少，使不動產交易市場冷卻。政府針對高房價打壓住宅價格手段，大致

分為財稅政策及貨幣政策，綜上所述，貨幣政策對住宅價格較有顯著的影響，財

政政策較無法達到打壓住宅價格之目的，未來政府若是要實施住宅政策，應考慮

從貨幣政策著手，以期達到政策目標。 

（二）建議 

經本研究實證分析後，整理出下述各項建議，就公部門與私部門分別論述： 

於公部門而言，政府對於干預房地產價格所採取的政策，其實施的種類可考慮由

貨幣政策方向加以著手，且須考量各個住宅價格次市場之特性，針對市場的不同

而制定不同的政策去執行，考量各不同住宅價格次市場是否處於長期均衡之狀態，

若住宅價格次市場不處於長期均衡狀態，則該次市場之住宅價格是無法被預測的，

其本身的價格波動是隨機且不可控制，如醉步理論所言，醉漢的步伐是隨機不可

預測，其本身也難以控制。若政府對不處於長期均衡的市場以貨幣政策或財政政

策加以干預，政策對該市場的實質影響效果是未知的。故從本研究之實證分析，

得知透天總價之中價位次市場、大樓均價之高價位次市場，此二次市場是無長期

均衡的狀態，政府應當仔細評估該二次市場之特性是無法被預測的，若對此二次

市場所施行的政策有可能只是徒勞無功的。 

於私部門而言，以投資的角度來看，要投資臺中市場的話，須先將透天總價

之中價位次市場、大樓均價之高價位次市場，從投資名單中剔除，因為此二市場

並不可被預測，若是將資金投入也許上漲，或許下跌，完全沒有準則，就風險面

來說，實在是高出其他的次市場，投資的效益很有限。投資風險最小者為大樓均

價之中價位次市場，若將資金投入該次市場，不論是漲幅程度或是跌價情形都可

以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投資風險最大者為透天總價之高價位次市場，若是願意

承擔高風險者，可將資金投入該次市場，於上漲時可獲得高報酬，反之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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