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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面 對 競 爭 日 益 激 烈 的 全 球 經

濟，為支援我國產業永續發展，最根
本的途徑即為改善國內生產環境，以
提昇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土
地、資本與勞力共為工業發展的三項
基本要素，其中土地係為高價耐久
財，係屬產業的長期投資決策項目，
影響生產成本至鉅。為建立良好的工
業用地市場供給體系，必先有效的掌
握市場需求動態，才能適時適量的提
供適宜區位的工業用地。

景氣指標為目前不動產研究之
重要領域，惟多集中在住宅用地市
場。本研究嘗試建立工業用地需求面
之景氣綜合指數。由工業用地之市場
特性分析開始，歸納影響工業用地景
氣之因素為經濟、社會、政策與供給
特性四方面，對照工業用地與房地產
市場活動之異同，藉由指標選取原則
與時間序列分析篩選工業用地之景
氣指標。由台灣省工廠登記資本額變
動率、製造業生產總值變動率、工業
用地使用執照面積、台灣省工廠登記
廠地面積變動率與台灣省工廠登記
廠房面積變動率等五項指標綜合成
工業用地之基準循環，隨後分析各指
標與基準循環之時間關係，建立工業
用地需求變動之領先指標、同時指標
與落後指標，其中以領先指標對於預

測工業用地景氣變動最具意義。以
1982 到 1997 年之間的資料為基礎，
研究結果顯示工業用地市場的全循
環平均為 50 個月。

關鍵詞：不動產市場、工業用地、總
體經濟景氣、景氣綜合指
數、景氣指標

二、研究之緣由、目的與重要性

工業用地之供需攸關國家經濟發

展與土地利用合理性，尤其在台灣面

臨產業轉型、產業外移與環保意識高

漲的現實環境中，如何透過適當方法

掌握工業用地需求方向，是目前經濟

發展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鑑於台灣

地區工業用地的供給多由政府所主

導，本研究所進行工業用地景氣循環

之研究，旨在探討市場運作下之工業

用地需求層面，由工業用地市場特性

出發，透過時間序列資料，根據歷年

工業用地需求資料，及當時經濟環境

變數，分析工業用地市場與產業經濟

波動之關聯性，建立工業用地需求面

的景氣綜合指數，說明工業用地需求

的景氣循環變化，作為綜合研判工業

用地市場需求變化之參考指標。具體

而言，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有二：
1.工業用地景氣循環分析成果，工業

用地需求景氣指標可用來判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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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工業用地需求的景氣變化方
向，提供工業用地政策與供給之
參考。

2.工業用地景氣與房地產、總體經濟
景氣關聯性之探討，以判斷未來
工業用地景氣的可能性。
有鑑於靜態控制手段的缺失，近

年來先進國家紛紛改採「動態市場」
的觀念以擬訂工業用地市場的干預手
段，針對原有的土地使用控制體系引
進市場機能，增加其對市場需求變化
的調整能力。在此一觀念之下，正常
工業用地市場機制的設計與用地需求
變化的掌握比用地需求量之估計技術
顯得更為迫切需要。

干預工業區的土地供給數量與價格是
政府介入的兩項基本手段，而更重要
的是，相關單位必須取得可靠的市場
資訊，建立適當的工業用地市場景氣
指標，合理的反映工業用地市場的動
態，以協助公私相關部門研擬正確開
發或投資策略，此為目前工業用地政
策走向市場導向急迫需要的研究課
題。

三、研究方法與分析說明

(一)研究方法

1.統計方法：以時間序列分析方法與景
氣綜合指數編製方法為主，時間序列
方法主要運用在時間資料的季節調
整。景氣指標的編製乃以張金鶚及林
秋瑾改良行政院經建會製作總體經濟
景氣綜合指標之 Composite Index(CI)
與 Turn Point(TP)軟體進行，分析工業
用地需求面之基礎循環與轉折點。建
立工業用地需求面之領先、同時、落
後系列，再分別與房地產、總體經濟

景氣循環進行探討，界定工業用地景
氣與總體經濟景氣間之領先、同時或
落後關係。

(二)歸納分析：以不動產市場與經濟景

氣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了解台灣地
區工業用地的投資供給與需求的活動
內容與特性，配合台灣地區工業用地
市場的特性，進行資料方面的蒐集與
分析工作，嘗試歸納出可以代表工業
用地需求景氣循環的重要因素與指
標。

(三)專家訪談：國內目前關於工業用地
市場供需研究的資料有限，因此在選
擇工業用地景氣指標方面，除以需求
的活動內容與特性為基礎外，尚透過
相關專家學者、主管官員與業者等產
官學三方面之訪談，一方面用以充分
了解工業用地之主要影響因素，另方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景氣循環的概念
  －經濟循環理論
  －不動產市場景氣循環
  －相關景氣循環與工業用地研究

    工業用地市場特性分析
  －工業用地供給與使用分析
  －工業用地市場特性分析
  －影響工業用地景氣因素探討

  經濟統計計量方法回顧
  －時間序列方法
  －景氣綜合指數編製方法

  工業用地景氣指標選擇與評估
  －需求使用活動內容與特性
  －總體經濟景氣指標
  －產業發展狀況
  －專家訪談

建立工業用地景氣指標
　　1.基礎循環與基礎日期　
　　2.領先、同時、落後系列

統計成果分析與檢討

結論與建議

探討工業用地景氣與房地產、總體經濟景氣之關連性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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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補充指標建立內容有所闕漏之處。
(相關研究流程見圖 1)

(二)工業用地使用需求分析
1.工業用地供給面積大於實際使用

面積，目前差距約 15%。
2.工業用地地價由民國 82 年至 86 年

變動率高達 12%，反映工業用地取
得成本節節高升。

3.工業用地供給面積與地價指數呈
反向變動，當供給面積增加則地價
降低。

(三)影響工業用地供給與需求因素
包括分為經濟、社會、政策與供

給特性四方面：(見表 1)
(四)工業用地景氣指標選擇與評估

參考工業用地特性、需求活動內
容與房地產景氣指標以選取工業用地
景氣指標。在選取足以代表工業用地
需求活動變化的指標後，利用 1982 年
到 1997 年間的資料，依經濟指標選取
原則篩選，並以時間序列分析方法消
除各指標季節變化，分析其是否可以
反映工業用地需求變化，選取最終之
工業用地景氣指標有如下九項：

1.台灣省工廠登記資本額
2.股價指數變動率
3.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4.製造業生產總值
5.貨幣供給變動率
6.土地買賣減建物買賣移轉登記件
數
7.工業用使用執照面積
8.台灣省工廠登記廠地面積變動率
9.台灣省工廠登記廠房面積變動率

(五)工業用地景氣循環分析
經過各指標組合的討論分析，選

擇代表工業用地需求活動的關鍵性指
標綜合成工業用地基準循環，其組成
內容為：

1.台灣省工廠登記資本額變動率
2.製造業生產總值
3.工業用使用執照面積
4.台灣省工廠登記廠地面積變動率
5.台灣省工廠登記廠房面積變動率

四、結論
在長期的經濟發展變動歷程中，可

以發現經濟景氣的變動，除特殊或重大
的外在影響事件外(如石油危機、金融風
暴、戰爭等)，一般都有一定的週期性變
化。本研究由工業用地使用需求變動著
手，透過工業用地使用之景氣循環分
析，了解台灣地區在總體經濟環境的變
動中，工業用地的景氣循環週期變化、
變動幅度及各峰、谷出現時期，並透過

輔助資料分析比對，以作為未來工業用
地需求預測之基礎，進而作為工業用地
政策擬定之參考。最後本研究由台灣工
業用地需求面之景氣循環分析中，歸納
出以下三點重要分析成果：

表 1 影響工業用地供給與需求因素

經濟 社會
1.物價變動
2.中長期貸款利率
3.匯率
4.融資
5.貸款成數
6.經濟景氣狀況
7.工業生產狀況

1.廠商數
2.廠商競爭力
3.廠商營業收入
4.就業率
5.勞動力
6.薪資成本
7.原料取得
8.生產價值

政策 供給特性
1.環保政策
2.金融政策
3.產業政策
4.土地政策

1.地價
2.設施配置
3.傳銷方式
4.制度作法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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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指標 同時指標 落後指標

圖 2  工業用地之領先、同時、落後
指標圖

1.工業用地之景氣循環平均週期約
為 50 個月，其中擴張期為 33 個
月，收縮期為 17 個月，顯示景氣
回復速率遠較緊縮為慢。各指標之
間的關係如圖 2 所示。

2.工業用地與房地產同屬不動產活
動範疇，在市場活動上有異同之
處，因此透過工業用地景氣與房地
產景氣循環之比較，得知工業用地
與房地產循環週期、特定日期出現
不一，初步發現二者景氣關連性不
強。

3.工業用地景氣受產業發展與總體
經濟景氣發展影響甚鉅，本研究比
較工業用地景氣與總體經濟景氣
之時間關連性，其中工業用地同時

指 標 約 落 後
總 體 經 濟 同

時指標 1.4 個月。未來可以利用「台
灣景氣指標」之同時指標預測工業
用地需求景氣變化方向，以便掌握
工業用地需求變動，作為我國工業
用地供給政策制定之參考。

4.受限於資料完整性，本研究僅以
1982 到 1997 年的資料為分析對
象，1970 年代石油危機與 1998 年
金融風暴的巨大衝擊並未在分析
範圍內，其更大景氣循環之分析有
待後續研究。

5.事實上，台灣產業發展正在進行質
變，即所謂產業再結構，因此也影
響工業用地之利用型態，此種變化
無法反映在景氣指標的變化中，而
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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