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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國大陸自從 1978 年開始了一連串全方位的經濟開放改革政策，因為整

體經濟改革成功，中國人民的實際收入迅速地增加，收入及儲蓄率的提

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化運動的開展，中國房地產產業發展的

發展更應該受到重視。 大陸經濟學者陶東指出，帶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引

擎有兩具，其中一具就是房地產，根據研究房地產投資對於經濟成長率

的貢獻則有 2% ~ 3%，所以房地產產業是一個關乎中國國計民生的支柱

性產業，肩負著經濟發展的重大責任，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所以

本文將透過數據分析研究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總要素生產力的變化來了

解中國房地產的改革。 生產行為是指各種投入轉變成為產出的一個過



程，生產力則被認為是推進社會進步，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但若採用

單一的要素生產力是無法反應出其它許多無法測度的隱性生產要素對產

出的貢獻，比較不符合實際狀況，本研究根據以往實證研究採用「總要

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分析方法，蒐集數據計算出中

國大陸房地產產業自 1997 年到 2007 年總要素生產力指數，找出中國大

陸房地產產業總要素生產力的變化率，另外接著探討影響中國大陸房地

產產業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率的因素有哪些。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現今中

國房地產產業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率的一直呈負成長的，中國房地產產業

已無法依靠增加原物料、資本或是勞動力的投入來提升產出，要提高生

產力應以提昇產業生產效率，提高生產要素在產業及部門之間的流動能

達到改善資源配置效益該有的水平，讓結構效益部分貢獻提升，使總要

素生產力提昇。  

摘要

(英) 

In 1978, China began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form policies. Due to 

the overall success of these reforms, the Chinese people’s real income has 

increased rapidly. Because of the rise in income and the savings rate,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movement, Chines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hould be given more emphasis. Dong 

Tao, a China economist,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engines driv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 estate is one of them. According to his stud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contributes 2% to 3%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ch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ndustry to the Chinese people's livelihood, its 

impact on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leading role in the growth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refore, by using data analysis, this research 

will study the changes in the TFP of the Mainland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to 

understand the reform of China’s real estate. Production behavior refers to a 

process in which various inputs transform to outputs, and productivity is 

considered as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However, if 

we just adopt 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 it can not reflect the contribution of many 

other unmeasured recessive factor productivities, and can’t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past empirical studies, and adop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alysis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and to calculate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ial index of TFP from 1997 to 2007, to determine the 

rate of change in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ial TFP, and then explore which 

factors influence the growth rate of China real estate industrial TFP.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ange in current Chinese real estate industrial TFP has 

been negative.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industry can’t rely on increasing inputs of 

raw materials, capital or labor to raise output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industry should enhance industri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hould advance the fluency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industry and 

departments. With such efforts,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could reach an acceptable level,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tructural benefit would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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