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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在全球開放資料的趨勢下，各國政府皆把資料開放當作重大政策，包含美國

始於 2009 年，總統 Barack Obama 在就任當天，簽署了〈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 

錄〉，而英國政府也提出了政府資料開放相關計畫。我國自民國 101年 11月行

政院通過「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起，開啟國內 Open Data政策新頁，更於民

國 104年於行政院院會報告「政府開放資料的回顧與展望」，毛前院長宣示 104

年為 Open Data深化應用元年，可見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因應，因此，本研究

從政府開放資料庫中收集資料，並將資料之間做串接應用而獲取資訊。 

從文獻回顧中，了解不動產交易特性中的房價與許多人口特性有確實的關聯

性，包含人口密度、性比例、扶幼比、老化指數、可支配所得、有偶率和教育程

度，其係近年來房價高漲且在不動產買賣的過程中，最直接的就是價錢，可以理

解大多數研究多會選擇針對不動產交易特性中的房價做探討，而較少提到不動產

交易其他特性與人口特性之間的關係，而本研究就政府提供的實價登錄交易資料

中，發現許多不動產交易特性包括建物格局等等變數皆可和許多人口特性做結合，

因此，本研究收集臺北市各區里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資料，從探索性分

析中了解臺北市區里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概況，接著，更進一步透過集

群分析的方式找出區域性現象，了解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關聯性。 

 

 

 

 

 

  

關鍵字:社會經濟資料庫、人口結構、實價登錄、不動產交易、集群分析、資料

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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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trend of Open Data, governments regard Open Data as a major 

polic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President Barack signed the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Memorandum" on the day which he took office,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lated 

programs. In November 2012, the Executive Yuan started a new policy field through 

the "Strategy for Promoting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in 2015,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Executive Yuan, Mao, announced that it was the first year of 

the Open Data application from the Executive Yuan year report. Therefore,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from the government's open database and uses it in tandem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literature, it is clear that house price is related with man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Population Density, Sex Ratio, Young Ag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Aging Index, Disposable Income, Education Level. Because of the 

high rising house pri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during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focus on discussing the house price and rarely mention about 

other real estat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 found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ny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pattern of buildings, and so on. Thus, at first,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 data 

in the villages of Taipei. Then,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aipei villages 

through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Furthermore, using cluster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reg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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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政府施政透明、提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議題是世界各國政府推動的趨勢，

經由政府資料的開放，可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提升施政效能，滿足民眾需求，

以強化民眾監督政府的力量。配合雲端運算及行動服務時代來臨，在政府資源有

限下，善用民間無限之創意，整合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

用，發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更是行政院推動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發展的重要

主軸。」1在這個趨勢下，本研究將以開放資料間的串接，應用資料採礦的技術，

找出一些有價值的資訊，提供大眾做參考。 

首先，行政院於 2012 年 8 月 1 日公布實施「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

報登錄制度」，簡稱實價登錄，做為建置房地產交易開放資料平台的法源依據， 

期望透過透明的交易資訊平抑飆漲的房價，並為未來可能施行的實價課稅預作準

備。所謂實價登錄制度是指不動產交易買賣雙方必須依據政府所指定的表格填寫

交易相關資料，包含房屋住址、房地交易總價、建物格局...等。不動產交易係指

牽涉買賣交易等金錢流動的關係，繼承、贈與等雖有轉移但無金錢流動，故無須

申報。公開實價登錄資料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房地產市場交易能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三公原則，提供正當的房市交易價格資訊給一般民眾，資訊透明化有

助於改善單一購屋人與廣大房市中「資訊不對等」的情況。 

另外，95 年 9月起由內政部統計處依據「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

年計畫」，推動「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及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及「社

會經濟地理資訊倉儲及流通中心」兩大項建置計畫，分年建置國土資訊系統、統

計區分類系統、小統計區圖資及整合型社會經濟資料庫，並開發「統計地理資訊

                                                 
1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gov.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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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系統」及「資料庫共通平台」，連結統計區圖資與社會經濟屬性，提供細緻

化與彈性化空間之社會經濟統計資料，以為政府施政及民間加值之應用。 

不管是透過買賣或是租賃，房地產交易是人們作為投資或安家立業時會接觸

到的買賣。根據王日楠(2015)研究指出，人口密度、性別比、扶養比、社會增加

率、人口數及戶量對全國住宅交易地價有影響，且人口等相關因素會因空間地理

因素之差異，而對於住宅土地價格有不同之影響，而且舊有文獻多探討人口特性

與房價之相關性，幾乎無探討不動產其他特性之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資

料採礦技術，探討區域人口特性及不動產交易特性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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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房價一直是國人關心的熱門議題，包括新聞媒體上討論全台區里收入排行榜

等或是政府近來在政策上提出的 1.央行解除房市信用管制 2.公告地價調升 3.實

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等政策皆是實行居住正義和改善貧富不均的情況。 

我國不動產之價格，不僅隨著國民所得提高而提高，更以遠高於所得成長幅

度飆漲，尤以人口密集之都會區為甚。依據內政部「住宅需求動向」統計(102

年第三季2)，整體調查地區之平均房價所得比為 9.2倍，平均貸款負擔率為 33.7%。

各地區中房價所得比及貸款負擔率尤以大臺北都會地區最高，皆超過國際間認定

的「嚴重難以負擔」門檻，「都會區房價過高」更成為十大民怨之首。 

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台北市各區里的人口特性，透過資料採礦技術，比較

各區里之間的差異，並將結果連結上不動產交易資料，探討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

易的關聯性。基於前項說明，本文研究目的整理如下： 

1. 比較臺北市各區里之間人口特性的差異 

2. 將臺北市各區里依人口特性做集群分析 

3. 找出臺北市集群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關聯性 

  

                                                 
2 內政部營建署住宅需求調查結果，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90&Itemid=50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90&Item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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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房價與人口特性之關聯探討 

一、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的定義，所謂人口密度係指每單位土地面積內之人口數。 

人口增加，對於土地需求愈強烈將促使地價上漲。換言之，人口密度大小與地價

之高低，通常具有密切的關係，人口增加則土地需求增大，或者人口在某地區集

中，則該地區土地需求亦隨之提高(林英彥，2000)。 

艾兆蕾(2005)以台灣地區 23 縣市與 359 鄉鎮市為研究地區，蒐集 89 至 

90 年各縣市及其行政區域之平均區段住宅區地價及人口密度等影響地價變數， 

透過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結合空間 Geoda 軟體，探討空間自相關特性對住宅區

地價之影響與瞭解空間自相關自我迴歸是否能解釋與鄰近區域呈現自我相關，其

實證顯示:不論是傳統迴歸模型分析或是空間自相關模型分析，人口密度對於住

宅區地價影響顯著，其與住宅區地價呈正向影響。 

陳斌山(2006)以苗栗縣為例，探討苗栗縣各鄉(鎮、市)人口及產業特 性分佈

與地價之關係。其研究主要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工具，透過文獻回顧方 式歸

納出人口及產業特性與地價理論與觀點以及分析指標(人口數、人口密度、戶量、

社會增加率、教育程度、年齡結構、老化指數)，透過敘述性統計分析、 複迴歸

分析建立關連式資料庫在空間資料處理的輪廓，及以地理資訊系統疊圖分析方法

以研究人口及產業特性分佈的不同是否會影響苗栗縣各鄉(鎮、市)公告土地現值

及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其研究顯示人口密度變數確實為各鄉(鎮、市)公告土地現

值及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的形成因素，而且人口密度為公告土地現值及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的重要解釋變數，即人口密度與公告土地現值及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有極顯

著的正相關。其原因係人口密度的大小與地價的高低，通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社會因素中最主要者是人口因素，人口增加則土地需求提升，或人口在某地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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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造成該地區土地需要隨之提高，構成該地區價格水準上升。依據供需原則，

一般而言，山地部落人煙稀少，住宅需求小，地價偏低；平地鄉村人口較多，住

宅用地的需求略為增大，地價稍微升高；市鎮人口稍微集中，地價高於鄉村地價。 

顏邦睿(2008)應用屠能圈模式以台北都會區為研究範圍，探討台北都會 區

土地使用的模式，論述運輸成本和市中心的關係，結合都市部門系統模式，運 用

克利金法估計房地價和人口密度等高線分布及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鑑別分析劃

分土地使用圈，以觀察台北都會區發展，是否符合屠能圈理論。其實證結果顯示

房地價及人口密度隨距離增加而遞減，但人口密度於郊區相當集中，確實存在有

市中心及次中心特徵。 

黃立雲(2011)在探討一般影響地價的因素中，經常從土地供需兩方面的影響

因素角度切入，然都市的發展型態為聚集經濟而產生人口集中，且人口遷移大都

為地區間人口成長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蒐集 2001 年至 2009 年內政部發布之

地價指數， 以人口密度及人口遷移率為人口分析指標，在透過多層次成長模型

分析，人口密度及人口遷移率是否對於地價造成影響。其結果顯示人口密度及人

口遷移率確實會對地價產生顯著性的影響。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人口密度的大小與地價的高低，通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

係。其原因係社會因素中最主要者是人口因素，人口增加則土地需求提升，或 人

口在某地區集中，將造成該地區土地需要隨之提高，構成該地區價格水準上升。

另一方面，依據供需原則，一般而言，山地部落人煙稀少，住宅需求小，地價偏

低；平地鄉村人口較多，住宅用地的需求略為增大，地價稍微升高；市鎮人口稍

微集中，地價高於鄉村地價。  

二、性比例(Sex Ratio)  

所謂性別比，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之定義係指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 亦

即每百個女子所當男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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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陳明郎等(2006)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 「人力資源統計年報」指

出台灣地區近年來因產業結構快速變遷以及男女受雇人員教育程度提升的情況

之下，使得第一級產業(即農林漁牧業)亦或第二級產業(即工業)之受雇員工比例，

皆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第一級產業在 2003 年更降至2.41%，第三級產業(即服務

業)提升到大於 60%。若進一步按三級產業區分 女男薪資比率，女男薪資比率

在 1978 年第三級產業為 68.22%，高於第一級產業的 56.77%約 10 個百分點，

在 1980 年後也較第二級產業高。在服務業中女性的薪資較其他產業中之女性薪

資高出許多，且女男薪資差距在服務業中最小，到 2003 年時第三級產業女男薪

資比已上升至 72.65%。服務業在台灣的比重快速增加及女性教育水準的提高，

似乎與 1990 年以後女、男薪資差異縮小有重要關係。由於都會地區女性就業比

例、薪資所得的大幅上揚，使得女性購屋消費實力遽增，間接造成住宅土地需求

增加(陳素珍，2008)。  

楊文、王巍(2007)為研究性別比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嘗試從 1999 年至 

2005 年濟南市性別比等相關資料，分析人口結構(性別比)之變化探討其與住 宅

價格之間的關係，經過相關分析研究發現，性別比例偏高將對於住宅需求產生負

面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男性因無法組成家庭而對於住宅需求有所下跌。然而

紀玉臨等(2009)發現從 1990 年代起，有越來越多的台灣農村男性開始前往中國

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尋求人生的另一半，這是因為台灣女性的結婚

意願逐年下滑，以及許多年輕女性常會與較為年長之男性結婚，因此年輕人中未

婚男性人數比未婚女性多，找不到台灣戶籍配偶的台灣男性則轉向迎娶大多來自

中國與東南亞的外籍配偶，亦可能反映台灣城鄉發展的不平等所導致當地適婚男

女比例與婚配對象失衡的現象。因此為了解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型態以及台

灣外籍配偶的空間分佈是否受當地婚姻市場條件和地區社會經濟環境，如當地可

婚配對象性別比、男性平均教育程度、人均所得等之影響，爰蒐集內政部 2003 年

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的資料分析及空間計量經濟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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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外籍新娘的空間分佈有聚集的現象，並且集中於台灣農村地區。而此種空

間分佈的差異，並非肇因於鄉鎮市區的農業屬性，而是透過台灣農村地區在社經

條件的弱勢與可婚配性別比例的失衡等當地婚姻市場的不利性，而間接促使台灣

農村地區的台灣男性必須跨海迎娶外籍新娘。台灣長期的城鄉發展不平等， 使

得農村地區女性往都會區遷移，導致農村地區適婚男女比例失衡。而性別比例偏

高對於住宅需求產生負面影響是因為男性因無法組成家庭而對於住宅需求有所

下跌，但若是性別比例偏高之地區(如非都市地區)透過與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區

女性通婚組成家庭，是否會對於住宅需求產生負面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分

析。  

郎東崗(2012)表示男性與女性性別失衡，使得部分男性與女性不能按照傳統

的偏好與理念擇偶，受到傳統及現代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居住環境、交通工具成

為大多數女性尋求對象的基本前提。透過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11 年第

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對武漢市住宅地價與人口結構的研究分析，其結果得出人口性

別比例與住宅地價不存在相關性。這是因為所蒐集之人口性別比的數據時間過短，

使得人口性別比在短時間內變化幅度並不明顯，進而對於住宅地價的影響缺乏有

效的數據支撐。  

綜合上述，本研究推測性別比例對於住宅需求呈負面影響，其主要原因是 目

前都市地區由於服務業發達，使得女性多集中於都市地區(造成性別比例偏低) 

且都會地區女性就業比例、薪資所得的大幅上揚，使得女性購屋消費實力遽增， 

因此也間接促使住宅需求增加。  

三、扶幼比(Young Ag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扶幼比又稱少年人口扶養比例，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之定義係指 15 歲以下人

口占 15 歲以上至 64 歲人口(勞動人口)比例。 

扶幼比 ＝ 
15歲以下人口

15歲以上至64歲人口(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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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煒、徐奇淵等(2012)分別蒐集 OECD 組織等 19 個國家及中國大陸有

關人口扶養比例資料，探討人口扶養比例與房屋價格之關係。其研究發現，在 

OECD 組織等 19 個國家中，大部分樣本國家其人口扶養比與房屋價格之間的

負相關關係，不論是扶幼比或是扶老比的上升，終究都會導致房屋價格下降。而

與此結果例外之國家計有芬蘭、韓國、丹麥及德國等四個國家。其例外的原因各

有不同，其中丹麥及芬蘭因為扶老比與房價呈現顯著之正相關；扶幼比與房價呈

現負相關而出現例外現象。丹麥及芬蘭係屬北歐高福利國家，當國民步入年老階

段時，政府會增加社會(老人)福利住宅或透過發放住房津貼，使得老年人減少房

屋需求，而削弱了扶老比例上漲對房屋價格的負面影響。德國則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至 90 年代中前期出現異常現象，其異常現象推測可能是因為受到兩

德統一的外部衝擊而發生變動。而韓國則是在 20 世整個 90 年代出現異常現象，

其主要原因是韓國政府於 1988 年漢城奧運期間，積極推出保障性住房而掀起一

股房價熱潮。1992 年保障性住房陸續交屋，使得房屋價格出現下跌，又於 1997

年發生東亞金融危機，使得低迷的房屋價格更是雪上加霜。這些外在因素，抑制

了人口扶養比對於房屋價格的影響。  

相對於 OECD 組織等 19 個國家而言，中國社會經濟環境的複雜性和特殊 

性，例如中國老年人對於子女後代的生活給予更多的關注，而且在子女購屋時更

常扮演資助的角色，因此徐建煒、徐奇淵等(2012)利用微觀數據探討中國人口結

構與房價間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扶幼比例下降明顯的提高房屋價格，但扶

老比例上升卻使得房屋價格上漲，而且扶老比例的變動對房價的影響要大於扶幼

比例的相應變動。其推測結論與 OECD 組織等 19 個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原因係

在於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以及階段性人口政策有密切關係，「中國市場化經濟轉

型」，起因於 1998 年中國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此之前，人民大都以福利分配的

方式獲得住屋，因此那一階段的國民則較具有儲蓄之能力；「階段性人口政策」

則是中國大陸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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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結構。基於「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與「階段性人口政策」之時空背景，

期待房屋價格上漲之預期心理作用下，呈現兩世代之儲蓄(資金)大量湧入不動產

市場，這也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扶老比上升，反而促使房價上漲。然此種現象

也將在計劃經濟時期所累績之儲蓄釋放殆盡後逐漸消失，換言之，扶老比例之上

升最終將成為房屋價格下跌的壓力。  

鄭惠如(2006)蒐集 1991 年至 2005 年間都市地價指數、國泰房價指數及 

信義房價指數和人口相關變數資料進行探討，並利用迴歸模型來觀察人口結構因

素與房價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扶幼比為此三個模型中最為明顯的變數，兩

者呈現正相關，由此可說明，當家中小孩人口數越多的時候，越需要更多的活動

空間，使得購屋需求提升，地價也因此跟著上漲；另外，扶老比在預售屋及中古

屋市場之模型中，與房屋價格呈現負相關，扶老比例的下跌，對於勞動力人口負

擔減輕，居民的消費力增強，購買力提高，住宅用地需求增加，使得住宅地價上

漲。由上述研究結果，亦可得知，人口的高齡化和少子化現象，對於房地產市場

具有其負面影響，而且是全面性的。  

四、老化指數(Aging Index) 

所謂老化指數，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之定義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 0-14 歲人

口百分比，為衡量區域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 

老化指數 ＝ 
65歲以上人口

0 − 14歲人口
 

養老金、醫療保險及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上，隨著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亦將

造成養老金及醫療保險支出數額比例增加，而排擠政府其他如交通建設等預算支

出，不利於經濟發展，也使得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重。以上醫療成本的上升、養

老金支出增加、勞動力短缺和儲蓄率下降等皆因人口老齡化對於經濟上之負面影

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大多數已退休，收入銳減，而生理及心理和社會經濟地位

的改變，使得其需求表現更加成熟、穩重及謹慎，對於商品和勞務的選擇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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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在住房方面一般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修繕，因而對房地產住宅需求不足(楊

文、王巍，2007)。 

鄭惠如(2006)蒐集 1991 年至 2005 年間都市地價指數、國泰房價指數及信

義房價指數和人口相關變數資料進行探討，並利用迴歸模型來觀察人口結構因素

與房價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老化指數與地價或房價之關係呈現顯著負相

關。  

孫蕾、常天驕等(2014)則蒐集中國大陸 1990、2000 及 2010 年等三次人口

普查數據，透過空間自相關模型與經濟自相關模型，嘗試探究中國各區域老化指

數和經濟發展之相關性。其研究發現，各地區老化指數和經濟發展程度呈現顯著

正相關性，且經濟發展程度相近的地區具有相似的老少比，舉例來說，北京、上

海等經濟發展程度較佳之地區，老化指數相近且偏高，而貴州江西和寧夏等經濟

發展程度較差省份的老化指數相近且偏低。  

五、可支配所得(Disposal Income)  

童作君(2008)透過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地區之住宅統計資料作為分析的樣

本，並將分析的樣本分成個體層次及總體層次兩個部分。其總體層次變項包括人

口密度、教育水平與每戶可支配所得，運用階層線性模式 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之五大次模式，以探討區域特徵及建物特徵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為何。其

實證結果顯示在總體層次階層上每戶可支配所得對於各縣市平均住宅價格水準

的解釋達到 5%的顯著水準，亦即每戶可支配所得與各縣市平均住宅價格間存在

正相關之關係。  

郎東崗(2012)以透過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於 2011 年發布的第 6 次全國人 

口普查之主要數據中有關武漢市的人口數據，依據地價理論、供需理論、引致需

求理論、消費理論以及相關文獻為基礎，以定量的角度根據武漢市人口結構的特

點以及住宅地價的變化趨勢採用斯皮爾曼(Spearman)相關係數檢驗法判斷各人

口子結構與住宅地價相關性的趨勢。其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可支配所得與住宅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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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正向關係。這是因為我們對於土地的需求是一種引申的需求，都市中的居民

平均可支配所得的增加是能夠帶動民眾消費合購屋能力的提升，進而帶動土地價

格上漲。另一方面，一個都市的居民人平均可支配所得越高，則願意選擇在這個

都市居住的家庭也越多，對住宅的需求量增加，從而間接的提高都市住宅用地價

格。透過方差分解結果的分析得知，武漢市人口社會經濟結構中，國民可支配所

得在短期內對住宅地價的影響相對較大，但從長期來看，國民可支配所得對於住

宅地價的影響趨於穩定，因此可看出武漢市國民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影響住宅地價

甚深。這是因為食、衣、住、行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但不動產的購置對於首

次購買的薪資階層來說，房地產的價格比其他財貨的價格總額要高出許多，因此

從資本累積的角度來看，不動產的購置是長期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般

社會大眾必須先滿足其生活需要的必需品，故對於住方面的選擇會以租賃的方式

為優先，對住宅市場的影響不大。國民可支配所得是購置房地產所需資金的主要

來源，在國民可支配所得快速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的背景之下，國民儲

蓄餘額的增加，資本累積的速度加快，使得國民在購買以及消費能力上大大的提

升，房地產強烈的需求亦使得民眾開始考慮自住不動產的需求而導致住宅地價快

速上漲。另一方面，隨著國民可支配所得快速的增加，民眾在購買不動產的需求

上不僅僅只滿足自住的需求，漸漸的相關投資及投機性的需求慢慢增加，在加上

貨幣的寬鬆政策支撐起不動產市場維持在高價位。我們對於土地的需求雖然是一 

種引申的需求，國民可支配所得增加的確能夠提升民眾的消費及購買能力，進而

推動住宅地價上漲。  

韓乾(2013)表示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自然也使得個人的實質所得大幅 提

升。所得的提高，誘使工作時數減少。高所得在加上休閒時間增加，使得人們 除

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外，更有能力追求較好的住宅與裝飾，自然也對土地及其生產

帶來更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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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國民可支配所得與住宅地價呈現正向關係。這是因為我們對

於土地的需求是一種引申的需求，都市中的居民平均可支配所得的增加是能夠帶

動民眾消費合購屋能力的提升，進而帶動土地價格上漲。另一方面，一個都市的

居民人平均可支配所得越高，則願意選擇在這個都市居住的家庭也越多，對住宅

的需求量增加，從而間接的提高都市住宅用地價格。再者，隨著國民可支配所得

快速的增加，民眾在購買不動產的需求上不僅僅只滿足自住的需求，漸漸的相關

投資及投機性的需求慢慢增加，在加上貨幣的寬鬆政策支撐起不動產市場維持在

高價位。 

六、有偶率(Marriage Rate) 

有偶率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影響，其一是有偶家戶會希望

較穩定的居住環境，且在財富累積上較為容易，故在住宅租買選擇上較傾向於自

有，兩者呈現正向關係。另一則是有偶家戶會歷經家戶的生命週期，通常會有較

高的住宅調整需求，為降低搬遷的交易成本，故傾向選擇租屋，兩者呈現反向關

係。由彭建文、蔡怡純(2012)實證高度都市化地區，雙薪家庭比例高，財富累積

效果較為明顯，故有偶率對於住宅自有率的正向影響較顯著。 

七、教育程度(Education Level) 

Bayer， Ferreira，and McMillan (2007) 根據在舊金山灣區擁有精確住宅的

百萬戶家庭及其房屋位置(下到人口普查塊)實證發現，家戶願意為了較高教育程

度和較富有的鄰居品質與較好的學校表現而多支付房價 

楊雅婷 (2011)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發佈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應用一般迴歸

分析方法建立實證模型。實證結果在控制變數方面，教育程度越高對於住宅自有

率有正面影響。 

 綜合以上結論，教育程度越高、收入相對越高者，其房地產交易價格也落在

較高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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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社會經濟資料庫特性與應用 

一、社會經濟資料特性 

1. 資料多元而複雜社會經濟資料是多元性而複雜的資料，主要是以人為核心的

資料，凡涉及與人有關的社會或經濟活動，皆屬於社會經濟資料的範疇，因此資

料分類多而複雜。  

2. 資料原始性原始的社會經濟資料大多是由地方政府生產，除重要登記資料外，

中央多不收集地方產出的原始資料，因此需與地方政府大量合作。  

3. 屬性資料主體本分組資料多為屬性資料為主，屬性資訊多於空間資訊，但相

同的屬性在各單位不一定標準化，時間序列的資料也很多。  

4. 原始資料具空間化課題空間統計單元大多為行政區界及特定業務之空間統

計單元區，原始資料的空間單元則多為地址、地標、地名、地籍及其他的事件發

生地點文字描述。  

5. 資料生產方式原始資料大都為業務登記資料，如工商登記資料為業務性的登

記資料。而統計資料生產方式則有公務統計、普查或抽樣調查等的不同。  

6. 資料資訊化程度不一有些業務原始登記資料，中央主管單位有統一管理資訊

系統，其資訊化程度較高，但多數地方政府的社會經濟資料，只是單純的文字電

子檔或紙本，資訊化程度較低，不易進行資料上架與推動。  

7. 更新週期資料的更新週期與統計通報有關，原始資料則大多是動態更新，或

計畫性更新。  

8. 機密敏感或隱私性社會經濟資料中的個人資料大多有隱私性，不能任意公開

使用，例如戶政資料，而敏感性資料則是在特定申請後才能使用。   

9. 典藏週期與版本若為定期更新資料則會有版本觀念，如人口普查資料(有 

1990、2000、2010 年的版本)。但如戶政、工商登記資料則沒有既有的版本觀念，

需要進行至年度性的典藏，以年度靜態資料為該年度的版本，形成資料的歷史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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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如典藏該年度的 12 月份靜 態統計資料。  

10. 加值應用性最廣社會經濟資料除了原本公務性使用外，為商業 GIS 使用最

多的資料，未來也會有很多商業的加值資訊產生。 

二、社會經濟資料之應用 

社會經濟資料的加值應用，無論在公部門或私部門上皆極為廣泛，對於各縣

市政府的業務機關更可提供有效地管理及應用，包括了都市計畫、建築管理、選

舉事務、治安管理、災害防治與救援、學區規劃、交通觀光及工商…等各項應用。

應用方式主要可將各類帶有空間屬性之社會經濟資料，透過門牌地址對位或其他

定位方式，產生空間資訊並與其他空間圖資整合應用，如各類重要地標在交通與

觀光上之應用。另一應用方式是透過個人資訊與空間資訊的關聯應用，如利用戶

籍資訊、商業消費資訊等，將其居住或消費地址之空間資訊進行分析與加值應用，

如區域規劃或商圈分析等應用。在社會經濟資料的加值應用過程中，首先需進行

資料空間資訊化，最常使用的是地址資料與門牌位置資料的對位，但對位過程中

若原始資料的地址填寫格式非門牌位置資料之格式時，或其地址資料為歷史門牌

重未更新過者，在門牌對位過程中將有部分的地址無法比對到，降低資料應用之

可用性，此問題需各使用單位先對地址資料格式及正確性進行整備後方可利用。

以下列出社會經濟資料幾項常見的重要應用，包括區域規劃、防救災與商業應用

等。除此之外，仍有眾多的加值應用待各單位加以開發應用。 

1. 區域規劃  

透過各類普查，門牌位置與戶政之戶口人數資料配合，將有助於各類區域劃

分之規劃，如學區及選區、投票所及行政區里、鄰調整…等依據。 (1) 國中、

小學區之規劃：學區規劃需考量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及學

校分佈分區設置。學齡兒童的分布狀況是規劃學區與國中、小學班級數的重要依

據，以學校位置搭配學齡兒童人口資料，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可使教育單位對於各

學區的範圍及學童人數能精確的掌握與分派。(2) 選區之調整及投票所位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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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之劃分、投票所之規劃及選舉之有效文宣，皆可藉由選區、投票區等該區

內之門牌位置資料再結合戶口資料，可看其安排是否公帄或方便，而能規劃出相

對公帄客觀合理的選區。(3) 行政區調整：地方政府民政處(局)、鄉鎮市區公所

在做行政區及區里、鄰調整時，可利用統計區界定好新行政區自訂範圍後，立即

透過統計區內之人口資料，可查詢該區內之人口數、戶數及面積等，可以加速更

合理之行政區分割 合併等調整工作。 

2. 防救災應用  

各防救災單位如警察局及消防局在執行各項任務時，若能掌握各類社會經濟

資料 搭配其他地理資訊圖資，可做為防災規劃與加速救災任務的執行與判斷，

如學校、醫療院所、安養院等位置搭配路網圖、土石流潛勢溪流圖、斷層帶…等。

另外在災害尚未發生前的減災、整配以及災後的復建規劃方面，利用戶政人口資

料與地形圖進行空間統計可以協助進行防災分區及物資集散據點分布、防災避難

場所、疏散路線…等之規劃工作。 

3. 商業應用  

各類服務業、商店皆可能透過各類管道取得消費者之資訊，了解顧客的來源

與分佈，再搭配其他在地形圖上的地物(如捷運站、電影院….等)分佈資訊，然後

進行空間分析應用，如商店區位選擇、行銷策略的研擬、快遞與物流倉儲轉運等，

以利市場行銷的空間決策。國外許多商業地理資訊系統已在大量的以此做市場分

析，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而政府的服務中心亦可以此做為其服務對象分布之瞭

解，此外服務業及商業更可以透過已有顧客，分析其人口特質及空間特性再尋找

其潛在顧客之空間分布，如此可以開拓更大的潛在市場及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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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的首節先以實價登錄批次資料和社會經濟資料庫的基本介紹為出發，接

著逐步敘述幾個使用到資料檔的主要內容，第二節說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最後，在第三節闡述如何將資料庫內的資料轉換成可以分析的資料。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收集而得臺北市各區里不動產實價登錄批次資料和人口特性資

料做分析，由於 102年不動產實價登錄批次的資料筆數僅 3,479筆，有資料過於

短缺的疑慮，加上人口特性開放資料中，所能取得的最新資料年度為 103年，因

此，最終本研究將民國 102及 103年兩年的資料進行整合，共 6,107筆。首先，

將兩年的資料分別依區里為單位進行合併，接著按人口特性將臺北市各區里進行

分群，其中人口特性包含區里人口密度、區里婚姻狀況、區里綜合所得收入和老

化指數等，選定分群數進行分群，將其結果與房屋特性做連結，其中房屋特性包

含區里平均交易房價、區里交易房價變異、平均交易建物移轉面積、區里交易筆

數和區里平均交易屋齡等，試圖從各群中找出人口特性和不動產交易之間的關聯

性，並予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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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研究流程圖 

人口特性集群分析 

研究架構 分析方法 研究範圍、資料來源與處理 

區里探索性資料分析 

研究設計 

人口特性資料 不動產交易特性資料 

串接不動產交易資料交叉分析 

結論與建議 

房價與人口特性之關聯探討 現行社會經濟資料庫特性與應用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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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 資料採礦的概念 

資料採礦是指找尋在資料中的資訊，如趨勢、特徵及相關性的過程，也就是

從資料中挖掘資訊或知識，也有人稱為「資料考古學」或「功能相依分析」，目

前已被許多研究人員視為結合資料庫系統與機器學習技術的重要領域，因此許多

產業界人士也認為此領域是一項增加企業潛能的重要指標。此領域蓬勃發展的原

因為與現代的企業經常蒐集了大量資料有關，包括市場、客戶、供應商、競爭對

手以及未來趨勢等重要資訊，但是資訊超載與無結構化，使得企業決策單位無法

有效地利用現存的資訊，甚至使決策行為產生混論與誤用。鑒於此，如果能透過

資料採礦技術，從巨量資料庫中，發掘出不同的資訊與知識，作為決策支援之用，

勢必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二、 資料採礦的工具 

資料採礦可以建立六種模式：Classification、Regression、Time Series 

Forecasting、 Clustering、Association以及 Sequence。Classification以及 Regression

主要用來做預測，而 Association與 Sequence主要用來描述行為(例如消費行為)。

Clustering則是兩者都可以運用。以下為六種模式簡介： 

1. Classification：根據一些變數的數值做計算，再依照結果做分類。 

2. Regression：使用一系列的現有數值來預測一個連續數值的可能性。 

3. Time-Series Forecasting：與 Regression相似，只是它是運用現有的數值

來預測未來的數值。 

4. Clustering：將資料分為若干組，其目的是要欲找出組與組之間的差異，

同時也歸納同一組間成員的相似性。 

5. Association：找出在某一事件或是資料中具有關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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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到的資料探勘技術主要為 Clustering，接續會介紹本研究在使用

Clustering時，所用到的分群方法。 

三、 Clustering-Kohonen網路法 

Kohonen 網路是一種執行集群的類神經網路類型，也稱為「knet」或

「self-organizing map」。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分組的相關訊息，則可使用此類型的

網路將資訊集分群。對資料進行分組，以便組別或集群中的資料特性趨於相似，

而不同組別中的資料特性則有所差異。 

基本單元為神經元(neurons)，神經元將分做兩層：輸入層(input layer)和輸出

層(out layer)，輸出層又稱輸出對應(output map)。所有輸出神經元都和所有輸出

神經元相連接，這些連接有與其相關的強度(strengths)或加權(weights)。訓練過程

中，每個單元會與所有其他單元進行競爭已「贏得」每筆紀錄。 

輸出對應是神經元的二維網格(單元之間無連接)。 

 

 

 

 

 

 

 

 

圖 3- 2 The structure of a Kohonen network 

 

 

 

 

Output Map 

Input Layer 

All input neurons are connected to all neurons 

in the output map . (Not shown for cla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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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收集 

一、 資料來源與篩選 

實價登錄資料本意是希望房價交易能透明化，讓大眾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上能

有更客觀的參考來源，內容大致有交易案的項目(土地、建物、車位、土地＋建

物、土地＋建物＋車位等形式)、交易案所在區段、交易案單價每平方公尺和交

易案土地移轉面積等等。社會經濟資料庫內資料豐富，整合內政部內部統計資料，

包含人口、勞動與就業、土地及營建、教育文化和醫療衛生等等，並建置社會經

濟資料庫共通平台供大眾查詢下載，其提供之統計地圖 API雲端服務並於 2016

年獲頒「亞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 

 本研究在找尋研究來源資料時，發現許多資料年份的更新程度不同，如

下表： 

表 3- 1各資料來源年份表： 

資料來源表名 資料年份 

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 民國101年第四季-105第三季 

行政區人口指標_區里_臺北市 

民國97年03，06，09，12月 

民國98年03，06，09，12月 

民國99年03，06，09，12月 

民國100年03，06，09，12月 

民國101年03，06，09，12月 

民國102年03，06，09，12月 

民國103年03，06，09，12月 

民國104年03，06，09，12月 

民國105年03，06，09月 

行政區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統

計_區里_臺北市 

民國97-104年 

行政區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

計_區里_臺北市 

民國100-104年 

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

冊-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區里統計

分析表 

民國88-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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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各資料來源年份時間軸 

從資料來源的時間軸關係，本研究發現在這幾個資料表中，交集的年份為民

國 102及 103年，最終選擇使用上表資料集中這兩年區間的資料共 6,100筆。 

本研究使用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時，發現遇到交易標的不同會使得有些變數

不會有資料的問題，比方說，如果選擇交易標的為土地的資料，就不會出現建物

相關變數的資訊，但建物相關變數通常都是在買不動產時的主要考量，因此，本

研究選擇含有建物包括房地(土地＋建物)、房地(土地＋建物)＋車位和建物的交

易標的。 

 

二、 資料處理與變數說明 

本研究在資料處理方面主要區分為兩大塊，第一部分為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

的處理，第二部份則為人口特性資料的處理，接著再透過合併得到最後拿來分析

的大表。 

首先，先介紹在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處理的部分，本研究在一開始拿到的資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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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鄉鎮市區、交易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門牌等 28個變數，但變數中

只有提供地址(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門牌)變數，而沒有提供本研究目的所要探

討的空間單位-區里，因此，在技術上，本研究先透過 GOOGLE所提供的 Google 

Maps Geocoding API 這個方式，將變數-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門牌轉成經度

(longitude) 和 緯 度 (latitude) 兩 個 變 數 ， 接 著 再 從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平 台

(http://m.data.gov.tw/)下載區里界圖(TWD97 經緯度)，再透過程式判別每筆交易

資料其經緯度所在的區里，最後得到區里這個變數內容。大致流程如下圖：

 

圖 3- 4區里變數資料轉換流程圖 

本研究將不動產實價登錄變數依類別型變數和連續型變數分開處理，類別型

變數的部分，總共有 3個變數，分別為有無車位、有無管理組織和建物現況格局

-隔間，在處理有無車位的時候，將交易標的為房地＋車位的交易案列為有，其

他交易標的列為無，後兩個變數內容即為變數名稱的意思，有的話及顯示有，無

的話則顯示無，最後，本研究依區里進行整併，計算這三個變數出現有的比例得

到新的 3個連續型變數-有車位比例、有管理組織比例和有隔間比例；連續型變

數的部分，本研究有使用到的變數共 9個，分別為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移

轉層次、交易年月日、建物完成年月日、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建物現況-

房、建物現況-廳、建物現況-衛和單價每平方公尺，將交易年減去建物完成年得

到建物屋齡，然後因為移轉樓層變數內容記錄方式為中文形式，因此再將其重新

編碼轉成數值形式，最後，一樣依照區里進行整併，整併的方式將每個連續型變

數依區里算平均數及變異數，讓資訊在統計運算過後增加真實性，得到交易筆數、

土地移轉總面積平均、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移轉樓層平均、移轉樓層變異、屋

齡平均、屋齡變異、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變

土地區段
位置或建
物區門牌

Google Maps 
Geocoding API 經緯度 村里界圖

(TWD97經緯度)

區里
名

http://m.da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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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房間數平均、房間數變異、客廳數平均、客廳數變異、衛浴數平均、衛浴數

變異、單價每平方公尺平均和單價每平方公尺變異等共 17個變數。 

接著，介紹人口特性資料的預處理，本研究收集人口特性資料共有 4個資料

檔，分別為行政區人口指標_區里_臺北市、行政區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統計_

區里_臺北市、行政區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_區里_臺北市和綜合所得稅申

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區里統計分析表，首先本研究將行政

區人口指標_區里_臺北市這個資料檔所使用到變數共 4個取出，分別為性比例、

人口密度、扶幼比和老化指數；行政區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統計這個資料檔

的部分，本研究想要算出 15歲以上有偶比例，因此將有偶人口數除以未婚人口

數、有偶人口數、離婚人口數和喪偶人口數的總和而得，如下所示， 

15歲以上有偶比例 ＝ 
有偶人口

未婚人口數+有偶人口數+離婚人口數+喪偶人口數
 

行政區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_區里_臺北市這個資料檔的部分，本研

究想要算出 15歲以上大學生畢業以上比例，因此將博畢、博肄、碩畢、碩肄、

大畢的總和除以博畢、博肄、碩畢、碩肄、大畢、大肄、二畢、二肄後二畢、後

二肄、前三、高畢、高肄、職畢、職肄、國畢、國肄、初畢、初肄、小畢、小肄、

自修、不識的總和而得，如下所示， 

15歲以上大學畢業比例

=
博畢 +博肄+碩畢 +碩肄 +大畢

博畢 +博肄+碩畢+碩肄+大畢+大肄+二畢 +二肄+後二畢+後二肄+前三+高畢+

高肄+職畢+職肄+國畢+國肄+初畢 +初肄 +小畢+小肄+自修+不識

 

本研究在拿到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區里

統計分析表這個資料檔時，發現這個表的總區里數為 427個和其他表的 426個不

太相同，因此仔細檢查發現多了一個文昌里，並上網搜尋相關資料發現在民國

91年 9月 1日，區里行政區域調整將原老師里、原文昌里合併為一，仍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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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里名，3為相關單位在輸入資料時的疏失，因此，本研究將兩里的綜合所得總

額加總除以兩里的納稅單位加總合併計入老師里當中，如下所示，最終經過計算

得到各里綜合所得平均變數。 

老師里綜合所得平均 ＝ 
老師里綜合所得總和+文昌里綜合所得總額

老師里納稅單位+文昌里納稅單位
 

最後，將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和人口特性資料預處理後的變數，依區里這個

變數合併得到最後分析用的大表，如下表，因為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為資料採

礦技術中的集群分析，在集群分析中，各個變數如果有不同的尺度，分群出來的

結果可能會犧牲尺度較小的變數資訊，因為本研究對於變數間，採一致的重要性，

因此，將人口特性的變數內容做標準化的動作，接著透過分不同數量群的嘗試過

後，本研究最後選定分成三群的結果做後續解釋與結論。 

表 3- 2大表變數說明 

變數名稱 變數中文名稱 變數意義解釋 

區里 區里 台北市各里里名 

number 交易筆數 區里交易筆數 

landarea_mean 土地移轉總面積平均 
交易物中土地的交易面積

平均(單位:平方公尺) 

landarea_var 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 
交易物中土地的交易面積

變異數(單位:平方公尺) 

floor_mean 移轉樓層平均 交易移轉樓層數平均 

floor_var 移轉樓層變異 交易移轉樓層數變異 

houseage_mean 屋齡平均 
交易物中建物自蓋好到交

易該年月時間長短平均 

houseage_var 屋齡變異 
交易物中建物自蓋好到交

易該年月時間長短變異 

buildingarea_mean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平

均 

交易物中建物的交易面積

平均(單位:平方公尺) 

                                                 
3 維基百科-大同區(台灣)目錄 3行政區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5%8D%80_(%E8%87%BA%E7%

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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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area_var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變

異 

交易物中建物的交易面積

變異(單位:平方公尺) 

separateroom_mean 房間平均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房間數

平均 

separateroom_var 房間變異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房間數

變異程度 

separateliving_mean 客廳平均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客廳數

平均 

separateliving_var 客廳變異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客廳數

變異程度 

separatebath_mean 衛浴平均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衛浴數

平均 

separatebath_var 衛浴變異數 

交易物為建物的情況下，交

易物買賣時具有的衛浴數

變異程度 

price_mean 單價每平方公尺平均 平均(總價元/平方公尺) 

price_var 單價每平方公尺變異 變異(總價元/平方公尺) 

car 有車位比例 交易物含有車位 

management 有管理組織比例 交易物含有管理組織 

separate 有隔間比例 交易物含有隔間 

大學畢業以上比例 大學畢業以上比例 
大學、碩士和博士畢業總和

所占全部比例 

有偶比例 有偶比例 
有配偶的人數所占全部比

例 

性比例 性比例 

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

例，即每百名女子所當男子

數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扶幼比 扶幼比 
14 歲以下人數/15-64 歲人

數 

老化指數 老化指數 
為衡量一個國家/地區人口

老化程度之指標，即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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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65歲以上人口對 14歲以

下人口之比，指數越高，代

表高老齡化情況越嚴重。 

incomemean 
綜合所得平均 

單位：金額(千元) 
即綜合所得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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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探索性資料分析 

接下來這一節會依據人口特性變數和不動產交易特性變數做探索性分析，藉

由分析結果，瞭解民國 102及 103年臺北市 443個區里在人口特性和不動產交易

的趨勢。 

一、 人口特性變數 

由圖 4-1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人口密度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

為每平方公里 30,390人，平均數為每平方公里 30,720人，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

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每平方公

里 148人，第一四分位數為每平方公里 15,640人，第三四分位數為每平方公里

42,890人，最大值為每平方公里 128,495人。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萬華區凌霄里、

大安區群英里、萬華區忠貞里、信義區四維里。 

 

圖 4- 1臺北市各區里人口密度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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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4-2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大學畢業以上比例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

中位數為 0.40，平均數為 0.41，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

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17，第一四分位數為 0.34，第三四

分位數為 0.47，最大值為 0.63。 

 

圖 4- 2臺北市各區里大學畢業以上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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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3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有偶比例上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

數為 0.46，平均數為 0.46，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

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34，第一四分位數為 0.45，第三四分位

數為 0.47，最大值為 0.51。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文山區明義里、中山區聚盛里、

萬華區綠堤里、中山區行政里、中山區正義里、中山區中山里。 

 

 

圖 4- 3臺北市各區里有偶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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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4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老化指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

為 104，平均數為 108.3，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

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30.26，第一四分位數為 80.82，第三四分

位數為 132.50，最大值為 296.4。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信義區黎安里、大安區昌

隆里、士林區翠山里、士林區陽明里。 

 

圖 4- 4臺北市各區里老化指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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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5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扶幼比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18.27，平均數為 19.61，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響

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10.42，第一四分位數為 15.96，第三四分位

數為 22.13，最大值為 41.57。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中正區建國里、中正區龍興里、

中正區新營里、中正區廈安里、松山區中正里。 

 

圖 4- 5臺北市各區里扶幼比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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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6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性比例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92.13，平均數為 92.40，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響

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73.66，第一四分位數為 88.9，第三四分位

數為 95.24，最大值為 125.5。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中山區康樂里、中山區中山里、

中山區恆安里、萬華區富福里、中山區大佳里、大同區揚雅里、內湖區蘆洲里、

士林區富洲里、士林區福德里、文山區老泉里、北投區湖山里、信義區黎安里、

士林區溪山里、信義區西村里。 

 

圖 4- 6臺北市各區里性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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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7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綜合所得平均上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

中位數為每戶 1,154千元，平均數為每戶 1,328千元，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平均

數受高綜合所得的區里離群值影響較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每戶 667.5

千元，第一四分位數為每戶 987.2千元，第三四分位數為每戶 1,457千元，最大

值為每戶 7,152千元。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大安區福住里、大安區光明里、大安

區和安里、大安區建倫里、大安區龍安里、大安區民輝里等 32個區里。(參見附

表-1) 

 

 

圖 4- 7臺北市各區里綜合所得收入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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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動產交易特性變數 

由圖 4-8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建物移轉平均總面積上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

來看，中位數為 114.8平方公尺，平均數為 133平方公尺，平均數大於中位數，

平均數受高建物移轉平均總面積的區里離群值影響較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

小值為 34.34平方公尺，第一四分位數為 92.09平方公尺，第三四分位數為 147.30

平方公尺，最大值為 711.4平方公尺。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八仙里、北投

區奇岩里、大同區蓬萊里、南港區西新里、內湖區湖元里等 28個區里。(參見附

表-4) 

 

圖 4- 8臺北市各區里建物移轉平均總面積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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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9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建物移轉總面積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

看，中位數為 3,235，平均數為 51,240，平均數遠大於中位數，平均數受高建物

移轉總面積變異數的區里離群值影響較大，因此，本研究擷取小範圍尺度如圖

4-10；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村里僅有一筆交易影響，第一四分

位數為 1,266，第三四分位數為 8,600，最大值為 6,027,000。屬於離群值的區里

為北投區八仙里、大安區民輝里、大安區永康里、大同區蓬萊里、南港區鴻福里、

南港區西新里等 52個區里。(參見附表-5) 

 

圖 4- 9臺北市各區里建物移轉總面積變異數盒鬚圖(左) 

圖 4- 10臺北市各區里建物移轉總面積變異數縮小範圍尺度盒鬚圖 (右) 

  



 

36 

 

由圖 4-11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不動產交易中含有車位比例之分布，由集中趨

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0.22，平均數為 0.26，平均數大於中位數 0.04，有稍微右偏

的情形；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第一四分位數為 0.07，第三四分位數

為 0.4，最大值為 1。 

 

 

圖 4- 11臺北市各區里交易案含有車位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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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2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在平均移轉樓層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

中位數為 4.6層，平均數為 4.7層，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

離群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1層，第一四分位數為 3.5層，

第三四分位數為 5.7層，最大值為 11.5層。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內湖區港都里。 

 

圖 4- 12臺北市各區里平均移轉樓層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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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3了解臺北市各區里移轉樓層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

中位數為 8.34，平均數為 9.74，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

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村里僅有一筆交易影響，第

一四分位數為 3.67，第三四分位數為 13.48，最大值為 55.7。屬於離群值的區里

為大安區群英里、北投區湖山里、萬華區忠德里、萬華區保德里、松山區民有里、

中正區龍興里。 

 

圖 4- 13臺北市各區里移轉樓層變異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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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4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平均屋齡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

為 24.62年，平均數為 24.34年，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

群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年，第一四分位數為 18.93年，

第三四分位數為 30.24年，最大值為 50.5年。 

 

圖 4- 14臺北市各區里平均屋齡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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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5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屋齡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

數為 89.92，平均數為 105.9，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受高屋齡區里離群值影響；由

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區里僅有一筆交易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24.26，

第三四分位數為 158.5，最大值為 612.5。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中正區富水里、中

正區愛國里、士林區福林里、中正區龍興里、萬華區華中里、士林區臨溪里、大

同區隆和里。 

 

圖 4- 15臺北市各區里屋齡變異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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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6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土地平均移轉總面積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

看，中位數為 26.54平方公尺，平均數為 44.95平方公尺，平均數遠大於中位數，

受高土地平均移轉總面積區里離群值影響大，因此，本研究擷取小範圍尺度如圖

4-17；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4.862平方公尺，第一四分位數為 20.16平

方公尺，第三四分位數為 34.45平方公尺，最大值為 2430平方公尺。屬於離群

值的區里為北投區八仙里、北投區秀山里、北投區一德里、大同區蓬萊里、大同

區重慶里、南港區西新里等 29個區里。(參見附表-2) 

 

圖 4- 16臺北市各區里土地平均移轉總面積盒鬚圖(左) 

圖 4- 17臺北市各區里土地平均移轉總面積縮小範圍尺度盒鬚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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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8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

來看，中位數為 174，平均數為 18,680，平均數遠大於中位數，受高土地移轉總

面積變異數區里離群值影響大，因此，本研究擷取小範圍尺度如圖 4-19；由分散

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區里僅有一筆交易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81，第

三四分位數為 453，最大值為 3,653,000。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八仙里、北

投區林泉里、北投區溫泉里、北投區一德里、北投區永和里、北投區振華里等

63個區里。(參見附表-3) 

 

圖 4- 18臺北市各區里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數盒鬚圖(左) 

圖 4- 19臺北市各區里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數縮小範圍尺度盒鬚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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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0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管理組織比例之分布，由集中趨勢

上來看，中位數為 0.56，平均數為 0.53，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

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第一四分位數為 0.33，第三四分位數為 0.75，

最大值為 1。 

 

 

圖 4- 20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管理組織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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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1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筆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

為 10筆，平均數為 13.72筆，平均數比中位數多 3.72筆，受高交易筆數區里離

群值影響不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1筆，第一四分位數為 6筆，第三

四分位數為 17筆，最大值為 117筆。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建民里、北投

區奇岩里、北投區振華里、大安區光武里、大安區群賢里、南港區三重里等 31

個區里。(參見附表-6) 

 

圖 4- 21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筆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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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2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平均單價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數

為每平方公尺 176,400元，平均數為每平方公尺 185,900元，在中位數與平均數

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每平方公尺 62,640元，第

一四分位數為每平方公尺 140,800元，第三四分位數為每平方公尺 224,500元，

最大值為每平方公尺 428,300元。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士林區東山里、信義區永

吉里。 

 

圖 4- 22臺北市各區里平均單價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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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3了解臺北市各區里單價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看，中位

數為 2,812,000,000，平均數為 8,130,000,000，平均數遠大於中位數，受高單價變

異數區里離群值影響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區里僅有一筆交

易筆數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1,363,000,000，第三四分位數為 6,749,000,000，最

大值為 2,350,000,000。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立農里、北投區立賢里、北投

區清江里、大安區大學里、大安區德安里、大安區光武里等 45個區里。 

 

圖 4- 23臺北市各區里單價變異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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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4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隔間比例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來

看，中位數為 1，平均數為 0.92，中位數大於平均數，受高含有隔間比例區里影

響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受該區里僅有一筆交易筆數且無隔間影

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0.88，第三四分位數為 1，最大值為 1。屬於離群值的區里

為北投區八仙里、大安區群賢里、大同區建明里、大同區斯文里、南港區百福里 、

南港區鴻福里等 29個區里。(參見附表-7) 

 

圖 4- 24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隔間比例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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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5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衛浴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

來看，中位數為 1.5間，平均數為 1.49間，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

異；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第一四分位數為 1.2間，第三四分位數

為 1.7間，最大值為 4間。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士林區新安里、文山區試院里、

士林區德華里、士林區東山里、中正區南福里、士林區陽明里、士林區溪山里。 

 

圖 4- 25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衛浴數盒鬚圖 

  



 

49 

 

由圖 4-26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衛浴數的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

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0.46，平均數為 1.09，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受交易物含有高

衛浴數的變異數區里影響大，因此，本研究擷取小範圍尺度如圖 4-27；由分散趨

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受該區里交易筆數只有一筆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0.27，第三四分位數為 0.83，最大值為 81間。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關渡

里 、北投區立農里、北投區立賢里、北投區林泉里、北投區榮華里、北投區尊

賢里等 50個區里。(參見附表-8) 

 

圖 4- 26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衛浴數的變異數盒鬚圖(左) 

圖 4- 27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衛浴數的變異數縮小範圍尺度盒鬚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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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8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客廳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

來看，中位數為 1.5間，平均數為 1.48間，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

異；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第一四分位數為 1.2間，第三四分位數

為 1.75間，最大值為 2.43間。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士林區溪山里。 

 

圖 4- 28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客廳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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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9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客廳數的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

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0.45，平均數為 0.53，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受交易物含有高

客廳數的變異數區里影響大；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受該區里交易

筆數只有一筆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0.25，第三四分位數為 0.67，最大值為 8.66。

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文林里、大同區建明里、大同區隆和里、南港區鴻福

里、內湖區蘆洲里、士林區東山里等 18個區里。(參見附表-9) 

 

圖 4- 29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客廳數的變異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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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30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房間數之分布，由集中趨勢上

來看，中位數為 2.43間，平均數為 2.4間，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較上無太大差異；

由分散趨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第一四分位數為 2間，第三四分位數為 2.88

間，最大值為 6間。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松山區民有里、士林區新安里、士林區

溪山里。(參見附表-10) 

 

圖 4- 30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平均含有房間數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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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31了解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房間數的變異數之分布，由集中趨

勢上來看，中位數為 1.46，平均數為 2.17，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受交易物含有高

房間數的變異數區里影響大，因此，本研究擷取小範圍尺度如圖 4-32；由分散趨

勢上來看，最小值為 0間，受該區里交易筆數只有一筆影響，第一四分位數為

0.78，第三四分位數為 2.2，最大值為 81.5。屬於離群值的區里為北投區清江里、

北投區尊賢里、大安區錦泰里、大同區建明里、大同區隆和里、大同區永樂里等

26個區里。(參見附表-11) 

 

圖 4- 31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房間數的變異數盒鬚圖(左) 

圖 4- 32臺北市各區里交易物含有房間數的變異數縮小範圍尺度盒鬚圖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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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群分析 

本節將透過資料採礦集群方法 kohonen集群分析，將 443個區里依據 7 個

人口特性變數分成 3群，分別為「老舊社區」、「中產階級」和「雙薪家庭」，

分別含有 171個區里、113個區里和 159個區里。 

 

圖 4- 33 臺北市各集群區里數 

接著，本研究續探討各群人口特性變數上的差異，集群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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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4 臺北市各區里 Kohonen集群分析結果 

一、 老舊社區 

第一個集群為「老舊社區」，共含有 171個區里，包含北投區-八仙里、北

投區-大同里、北投區-稻香里、北投區-豐年里、士林區-新安里、士林區-陽明里、

士林區-義信里、士林區-永倫里、松山區-安平里、松山區-慈祐里、松山區-莊敬

里、萬華區-保德里、萬華區-菜園里、萬華區-頂碩里、中山區-圓山里、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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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守里、中山區-正義里、中山區-中山里、中山區-中庄里、中正區-螢雪里、中

正區-永昌里、中正區-忠勤里等等。(參見附表-13) 

此集群特性為綜合平均所得較低、人口密度較低、大學畢業以上比例較低、

性比例較高、扶幼比較低、有偶比例較低、老化指數較高。 

二、 中產階級 

第二個集群為「中產階級」，共含有 113個區里，包含北投區-文林里、北

投區-裕民里、北投區-振華里、北投區-尊賢里、大安區-芳和里、大安區-黎和里、

大安區-黎孝里、大安區-通安里、大安區-通化里、大安區-住安里、大同區-國慶

里、大同區-建泰里、大同區-民權里、大同區-星明里、大同區-重慶里、南港區-

東明里、南港區-鴻福里、文山區-興泰里、文山區-興旺里、文山區-興業里、文

山區-樟腳里、文山區-樟林里等等。(參見附表-14) 

此集群特性為綜合平均所得較中、人口密度較中、大學畢業以上比例較中、

性比例較中、扶幼比較中、有偶比例較中、老化指數較中。 

三、 雙薪家庭 

第三個集群為「雙薪家庭」，共含有 159個區里，包含大安區-龍淵里、大

安區-龍雲里、大安區-龍陣里、大安區-民輝里、大安區-民炤里、大安區-全安里、

大安區-群賢里、大安區-群英里、大安區-仁愛里、大安區-仁慈里、大安區-臥龍

里、大安區-新龍里、大安區-義安里、大安區-義村里、大安區-永康里、大安區-

正聲里、南港區-三重里、南港區-重陽里、內湖區-寶湖里、內湖區-大湖里、內

湖區-港華里、內湖區-港墘里等等。(參見附表-12) 

此集群特型為綜合平均所得較高、人口密度較高、大學畢業以上比例較高、

性比例較低、扶幼比較高、有偶比例較高、老化指數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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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臺北市各集群結果之比較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區里個數 171 113 159 

大學畢業以上比例 低(-0.956) 中(0.01) 高(1.02) 

有偶比例 低(-0.688) 中(0.153) 高(0.631) 

性比例 高(0.632) 中(-0.151) 低(-0.572) 

人口密度 低(-0.139) 中(-0.031) 高(0.172) 

扶幼比 低(-0.537) 中(-0.169) 高(0.698) 

老化指數 高(0.352) 中(-0.099) 低(-0.308) 

綜合所得平均 低(-0.508) 中(-0.212) 高(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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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口特性集群與不動產交易特性探討 

本節將接續前一節集群分析的分群結果，串接不動產交易特性，透過交叉分

析來探討五個不同主題，分別是「綜合所得平均 v.s. 單價每平方公尺」、「綜

合所得平均 v.s. 建物移轉總面積」、「婚姻狀況及扶幼比 v.s. 建物格局」、「老

化指數 v.s. 屋齡」和「人口密度 v.s. 土地移轉總面積」。 

一、 綜合所得平均 v.s. 單價每平方公尺 

房價與所得的關係一直是大眾討論的熱門話題，包含透過各縣市房價所得比，

探討房市泡沫化的跡象4或是收入高者其考慮買房的要素包含隱密性和地段等等，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所得與房價是否存在相關性。 

本主題透過人口特性變數了解各集群所得概況，並串接不動產交易資料變數，

了解在不同所得概況下，其不動產交易單價每平方公尺的情況。其中，使用到的

人口特性變數為綜合所得平均，而串接的不動產交易資料中，使用到的變數為單

價每平方公尺。 

從表 4-2中，可以透過變數綜合所得平均發現，依照綜合所得平均由低至高

依序是老舊社區、中產階級、雙薪家庭。 

表 4- 2各集群綜合所得平均狀況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綜合所得平均 低(-0.508) 中(-0.212) 高(0.698) 

 

 

                                                 
4房價真的會崩嗎？14張圖表帶你看台灣房市泡沫訊號，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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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透過表 4-3不動產交易變數串接觀察，老舊社區的每平方公尺平均單

價約為 157,072元；中產階級的每平方公尺平均單價約為 178,715元；雙薪家庭

的每平方公尺平均單價約為 220,438元，換算成一般較常用的單位每坪單價，一

坪=3.305平方公尺，分別為老舊社區平均每坪單價約為 519,123元；中產階級平

均每坪單價約為 590,653元；雙薪家庭平均每坪單價約為 728,550元。 

表 4- 3各集群單價每平方公尺統計狀況 

不動產交易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單價每平方公尺_Mean 低(157,072.07) 中(178,715.46) 高(220,438.79) 

單價每平方公尺_Max 1,352,041.00 1,277,875.00 1,560,656.00 

單價每平方公尺_SDev 85,959.83 87,947.04 117,377.97 

本研究在此主題得到兩個結論。首先，本研究從綜合所得平均與每坪單價一

起觀察，可以發現綜合所得平均與每平方公尺單價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說所得越

高的集群其選擇的不動產交易標的的每坪單價越高，且高雙薪家庭集群分別超出

中產階級集群及老舊社區集群每坪單價約 10萬元及 20萬元。再者，本研究觀察

發現雙薪家庭集群中，換算過後，最高每坪單價約 5,157,968元，細看該筆交易

項目，為信義區國業里大筆土地之交易。房價的組成包含「土地價格」與「建物

價格」5， 因此，應為土地區段及土地價格兩因素造成此筆交易案標的單價如此

高的原因。 

二、 綜合所得平均 v.s. 建物移轉總面積 

本主題欲探討所得與居住空間大小是否存在相關性，是不是所得愈高者居住

的空間就越大，反之則愈小，因此，透過人口特性變數了解各集群所得概況，並

串接不動產交易資料變數，了解在不同所得概況下，其不動產交易建物移轉總面

                                                 
5什麼是房地產價格，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BF%E5%9C%B0%E4%BA%A7%E4%BB%B7%E6%A0%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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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情況。其中，使用到的人口特性變數為綜合所得平均，而串接的不動產交易

資料中，使用到的變數為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 

從表 4-4中，可以透過變數綜合所得平均發現，依照綜合所得平均由低至高

依序是老舊社區、中產階級、雙薪家庭。 

表 4- 4各集群綜合所得平均狀況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綜合所得平均 低(-0.508) 中(-0.212) 高(0.698) 

接著，透過表 4-5不動產交易變數串接觀察，老舊社區的平均建物移轉總面

積為 132.2平方公尺；中產階級的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為 139.4平方公尺；雙薪

家庭的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為 154.7平方公尺，換算成一般較常用的單位-坪，1

平方公尺= 0.3025坪，分別為老舊社區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40坪；中產階級

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42.2坪；雙薪家庭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46.8坪。 

表 4- 5各集群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統計狀況 

不動產交易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Mean 低(132.24) 中(139.41) 高(154.65)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Min 1.34 0.43 0.62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Max 9,477.82 14,303.64 4,024.4 

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SDev 305.04 377.51 195.88 

本研究從綜合所得平均與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一起觀察，可以發現綜合

所得平均與建物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說所得越高的集群會選

擇購買較大的居住空間。本研究根據房仲業分析6指出，可能因經濟能力較佳，

                                                 
6【認識格局】常見的住宅格局， 

https://tw.house.yahoo.com/news/%E8%AA%8D%E8%AD%98%E6%A0%BC%E5%B1%80-%E5%

B8%B8%E8%A6%8B%E7%9A%84%E4%BD%8F%E5%AE%85%E6%A0%BC%E5%B1%80-0830

00993.html 



 

61 

 

選購房屋時會選擇較大空間供彈性使用，多出的房間可以改為多功能室，透過彈

性的隔間方式，串聯起各場域機能，帶來多變化的格局配置。 

三、 婚姻狀況及扶幼比 v.s. 建物格局 

本主題透過人口特性變數了解各集群家庭型態，並串接不動產交易資料變數，

了解在不同家庭型態下，不動產交易中會選擇什麼類型的建築內部配置。其中，

使用到的人口特性變數包含有偶比例與扶幼比，而串接的不動產交易資料中，使

用到的變數包含建物現況格局-房、建物現況格局-廰和建物現況格局-衛。 

首先，透過表 4-6可以搭配有偶比例和扶幼比兩個變數觀察，發現各個分群

呈現截然不同的家庭狀況，老舊社區的特性為有偶比例低、扶幼比高，中產階級

的特性為有偶比例中、扶幼比中，雙薪家庭為有偶比例高、扶幼比高。 

表 4- 6各集群有偶比例與扶幼比狀況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有偶比例 低(-0.688) 中(0.153) 高(0.631) 

扶幼比 低(-0.537) 中(-0.169) 高(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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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透過表 4-7不動產交易變數串接發現，老舊社區的建物現況-平均房

數為 2.2房、平均廳數為 1.3廳、平均衛數為 1.4衛；中產階級的建物現況-平均

房數為 2.4房、平均廳數為 1.5廳、平均衛數為 1.5衛；雙薪家庭的建物現況-平

均房數為 2.4房、平均廳數為 1.5廳、平均衛數為 1.5衛。比較特別的是，在雙

薪家庭最多建物現況格局-房數中出現了 41房、最多建物現況格局-廳數中出現

了 11廳、最多建物現況格局-衛數中出現了 42衛。 

表 4- 7各集群建物現況格局統計狀況 

本研究可以發現不管是哪一群其大多交易案房間數皆落在 2-3間，深入搜尋

資料發現，建局格局 2-3房的特性也與上述分群結果有很大的關聯性，建築格局

兩房及三房的家庭特徵整理如下7： 

「建築格局-兩房： 

在房價高漲和少子化的情況下，相當適合小家庭，或是新婚族、頂客族、銀

髮族等人口不多的家庭結構，一間除了作為主臥室，另一間可視情況而定，規劃

成書房、客房、獨立更衣室，或是和室、多功能室等，甚至是未來的小孩房，在

有限的坪數下，盡可能增加空間坪效。 

                                                 
7 雅虎奇摩房地產,居家裝潢， 

https://tw.house.yahoo.com/news/%E8%AA%8D%E8%AD%98%E6%A0%BC%E5%B1%80-%E5%

B8%B8%E8%A6%8B%E7%9A%84%E4%BD%8F%E5%AE%85%E6%A0%BC%E5%B1%80-0830

00993.html 

不動產交易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建物現況格局.房_Mean 低(2.18) 中(2.35) 高(2.36) 

建物現況格局.房_Max (14.00) (9.00) (41.00) 

建物現況格局.房_SDev 中(1.39) 低(1.37) 高(1.84) 

建物現況格局.廳_Mean 低(1.34) 高(1.48) 高(1.48) 

建物現況格局.廳_Max (6.00) (6.00) (11.00) 

建物現況格局.廳_SDev 中(0.78) 低(0.77) 高(0.82) 

建物現況格局.衛_Mean 低(1.38) 中(1.49) 高(1.54) 

建物現況格局.衛_Max (10.00) (9.00) (42.00) 

建物現況格局.衛_SDev 低(0.85) 中(0.93) 高(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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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格局-三房： 

最標準的房屋格局，較能滿足一般家庭的生活需求，由於居住成員大多有小

孩，因此收納規劃更為重要，盡量善用空間的牆面做收納櫃，客廳電視主牆做機

櫃，書房、主臥、小孩房主牆設置棉被櫃、衣櫥等，以滿足全家人的收納機能。」 

 接著，可以發現從平均客廳數來看，發現平均客廳數基本上很接近 1

廳，這和平常對格局的認知非常契合，因為客廳在一個家的定位上就是一個開放

的空間，讓所有家庭成員集合在一起互相分享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在常見的 1-4

房格局中，皆只需要一廳即滿足矣。 

最後，觀察衛浴數的部分，平均數落在 1-2衛之間，通常內部格局是 1房的

情況下，僅會有 1間衛浴；而在現今常見的 2-3房格局中，通常會有 2間衛浴，

分別是主臥室的主衛和其他房間與客廳共用之客衛。 

四、 老化指數 v.s. 屋齡 

國內不僅人口老化嚴重，全台也有超過 524萬戶的房子屋齡超過 20年，占

全台住宅數量 64％；其中，北市平均住宅屋齡達 30.78 年，20 年以上老屋超過

68萬戶、占全市比重高達 77％，兩項都高居全國之冠，凸顯首善之都「老態」

狀況相當嚴重8。根據上述新聞議題，提到人口老化及屋齡老化的問題，本研究

愈探討年長者是否居住屋齡較高的房屋。選擇人口特性變數為老化指數，而串接

的不動產交易資料中，使用到的變數為屋齡。 

從表 4-8中，，可以透過變數老化指數發現，依照老化狀況從高到低依序是

老舊社區、中產階級、雙薪家庭。 

表 4- 8各集群老化指數狀況 

                                                 
8 中時電子報,北市屋齡居冠、老化嚴重，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4000163-260204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老化指數 高(0.352) 中(-0.099) 低(-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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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透過表 4-9不動產交易變數串接觀察，老舊社區的平均屋齡為 26.27

年；中產階級的平均屋齡為 16.14年；雙薪家庭的平均屋齡為 15.47年，可以發

現老舊社區這一群區里相對於中產階級和雙薪家庭區里，平均屋齡大約多了十年，

有相對較老的趨勢。雙薪家庭和中產階級區里集群中，屋齡的標準差相對於老舊

社區區里集群而言較大，顯示其交易案的建物屋齡有較大差異，有年輕的屋齡也

有較年長的屋齡建物。而老舊社區的交易案中，也出現了非常高屋齡的交易建物

標的，高達 78年，實屬非常高齡建物標的，因此，本研究就上述數據分析，可

以印證「老人住老房」的結論。 

表 4- 9各集群屋齡統計狀況 

不動產交易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屋齡_Mean 26.27(高) 16.14(中) 15.47(低) 

屋齡_Min 3 0 0 

屋齡_Max 78 57 58 

屋齡_SDev 10.89 14.97 13.94 

 

五、 人口密度 v.s. 土地移轉總面積 

都市人口較多，因此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建築物大多都是高樓大廈，然而

在購買大樓、公寓和華廈等交易標的時，因為土地持分的關係，土地移轉總面積

相對於郊區單一所有權的透天建物會來得小許多，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人口密度是

否與土地移轉總面積有相關性。 

本主題透過人口特性變數了解各集群人口密度狀況，並串接不動產交易資料

變數，了解在不同人口密度狀況下，其不動產交易的土地移轉總面積的情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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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到的人口特性變數為人口密度，而串接的不動產交易資料中，使用到的

變數為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 

從表 4-10中，可以透過變數人口密度發現，老舊社區和中產階級相對於雙

薪家庭來看，人口密度低許多。 

表 4- 10各集群人口密度狀況 

接著，透過表 4-11不動產交易變數串接觀察，老舊社區的平均土地移轉總

面積為 30.1平方公尺；中產階級的平均土地移轉總面積為 34.5平方公尺；雙薪

家庭的平均土地移轉總面積為 32.5平方公尺，換算成一般較常用的單位-坪，1

平方公尺= 0.3025坪，分別為老舊社區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9.1坪；中產階級

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10.4坪；雙薪家庭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約 9.8坪。 

表 4- 11各集群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統計狀況 

不動產交易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Mean 30.07 34.46 32.54 

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Max 高(3,560.32) 高(3,739.82) 低(2,097.42) 

土地移轉總面積平方公尺_SDev 高(92.59) 高(134.64) 低(57.59) 

從平均土地移轉總面積中，發現其實差距不大，接著，從土地移轉總面積的

最大值來看，發現中產階級與老舊社區皆高出雙薪家庭許多，土地移轉總面積達

3,739.8平方公尺和 3,560.3平方公尺，細究發現，這兩筆交易分別位於士林區東

山里和士林區新安里，皆隸屬郊區，再者，本研究續觀察土地移轉面積的標準差，

發現，老舊社區與中產階級的土地移轉面積標準差相較於雙薪家庭來說大許多，

應為交易案中有郊區的透天與市區的大樓造成土地移轉面積差距甚大，而雙薪家

庭幾乎都是居住於市區大樓，因此，在本主題中，本研究可以合理推測人口密度

與土地移轉總面積有其相關性。   

人口特性變數 老舊社區 中產階級 雙薪家庭 

人口密度 低(-0.139) 低(-0.031) 高(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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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宗旨為探討臺北市各區里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關聯性，從文

獻回顧中，了解不動產交易特性中的房價與許多人口特性有確實的關聯性，包含

人口密度、性比例、扶幼比、老化指數、可支配所得、有偶率和教育程度，因近

年來房價高漲且在不動產買賣的過程中，最直接的就是提到價錢，可以理解大多

數研究多會選擇針對不動產交易特性中的房價做探討，而較少提到不動產交易其

他特性與人口特性之間的關係，而本研究就政府提供的實價登錄交易資料中，發

現許多不動產交易特性包括建物格局等等變數皆可和許多人口特性做結合，找出

區域性現象，故本研究依照臺北市區里為單位做探索性分析，接著進一步透過集

群分析了解人口特性與不動產交易特性的關聯性。 

從探索性資料分析中，本研究將臺北市區里資料分兩大類變數探討，分別為

人口特性變數與不動產交易特性變數做探索，在探索人口特性變數的部分，從集

中趨勢的角度，發現除了綜合所得平均之外的其他 6個變數，包含人口密度、大

學畢業以上比例、有偶比例、性比例、扶幼比和老化指數，其中位數與平均數的

比較上無太大差異，受離群值影響不大，但綜合所得平均數大於中位數較多，受

到離群值影響，其中，臺北市綜合所得平均第一高區里為信義區興隆里，每戶

7,152千元、第二高的為松山區東昌里，每戶 6,864千元。接著，在探索不動產

特性變數的部分，從集中趨勢來看，全部 27個變數中，有 16個變數其平均數與

中位數差距不大，而另外有 11個變數受離群值影響，包含平均建物移轉總面積、

建物移轉總面積變異數、屋齡變異數、平均土地移轉總面積、平均土地移轉總面

積、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數、交易筆數、單價變異數、交易物含隔間比例、交易

物含有衛浴數變異數、交易物含有客廳數變異數和交易物含有房間數變異數，其

中，本研究發現交易筆數最多的區里為萬華區新和里，達 11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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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續將臺北市 443個區里依 7個人口特性變數做分成三群，並依分群結

果將三集群分別命名為「老舊社區」、「中產階級」和「雙薪家庭」。 

最後本研究將分群結果串接不動產交易特性做交叉分析，從五個主題中得到

相應結論，從「綜合所得平均 v.s. 單價每平方公尺」中，發現綜合所得平均與

每平方公尺單價呈現正相關，另外，發現某些郊區交易出現單價特別高的現象，

深入了解發現開放資料的單價變數其包含土地跟建物價格，由土地價格所致；從

「綜合所得平均 v.s. 建物移轉總面積」中，發現綜合所得平均與建物移轉總面

積平方公尺呈現正相關；從「婚姻狀況及扶幼比 v.s. 建物格局」中，本研究發

現民國 102和 103年的交易物件，大多數皆為房間數落在 2-3間、客廳數 1間、

衛浴數 2間的格局設計；從「老化指數 v.s. 屋齡」中，發現老舊社區區里相對

於中產階級和雙薪家庭區里，平均屋齡大約多了十年，有相對較老的趨勢；從「人

口密度 v.s. 土地移轉總面積」中，發現人口密度與土地移轉總面積有其相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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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論文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兩個較大的問題，提供後續研究一些建議與想法做

參考。 

首先，是 Google Map API使用 API Key的話，會有一天 2,500個查詢的限

制，就本研究交易筆數達 6,107筆來說，至少需花 3天的時間才能將全部交易地

址轉換成經緯度，也就是說如果使用的交易資料越龐大，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就會

更多，這邊提供兩個解決辦法供參考，第一個方法較簡單，但必須支付些費用，

也就是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資料供應系統提供客製化申請的資料內含變數

經緯度，這邊另外補充，如果是學術研究的話可享半價的優惠；第二個方法較繁

瑣，但優點是不用另外花費，就是上網搜尋他人寫好之經緯度轉換網頁，其使用

的演算法讓查詢的間隔時間不會太近且不須透過 API KEY，因此不會有查詢限

制的問題，但如果資料量龐大的話，還是必須需要一定時間經人工做資料整理。 

再者，是資料來源的問題，因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皆是網路上的政府開放資

料，在收集過程中，發現許多資料年份不齊全，其因自行政院 101年 11月行政

院才通過「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使得我國 Open Data推動正式啟動，至今

也不過4年的時間，政府各部門幾十年來的資料量龐大，收集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必須透過制度上的調整與跨部門間進行整合等等配套措施才能慢慢改善，比方說

像是研究論文中所使用到的人口特性變數-綜合所得平均，其資料來源為綜合所

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而其在民國 105年 6月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最新

發佈的資料卻為民國 103年，其原因為統計專冊內容，係依據稽徵機關移送之各

類所得資料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資料，進行建檔、交查核定及核定通知等

作業後，產生核定檔統計編製而成，為俟所得資料完整性及稽徵機關完成申報核

定作業，需較長的作業時間才能公布，本研究相信日後經過制度的改進及跨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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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更密切的協調後，包括更理解資料應用出口而增進資料收集的方式，能讓串

接和分析開放資料更實在地成為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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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 1 

綜合所得平均離群值區里 

大安區福住里 大安區光明里 大安區和安里 大安區建倫里 

大安區民炤里 大安區全安里 大安區仁愛里 大安區仁慈里 

士林區臨溪里 士林區天母里 士林區天壽里 士林區新安里 

松山區中華里 信義區安康里 信義區景新里 信義區三犁里 

中山區金泰里 中山區力行里 中山區新福里 中山區永安里 

中正區文北里 中正區幸市里 大安區龍安里 大安區民輝里 

中正區文北里 中正區幸市里 大安區義安里 內湖區金湖里 

信義區興隆里 中山區成功里 松山區東昌里 松山區福成里 

中山區朱園里 中正區東門里 
 

 

附表- 2 

土地平均移轉總面積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北投區秀山里 北投區一德里 大同區蓬萊里 

內湖區大湖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金瑞里 內湖區蘆洲里 

士林區東山里 士林區福林里 士林區後港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陽明里 松山區吉祥里 松山區精忠里 萬華區日祥里 

文山區政大里 信義區六合里 中正區南門里 中正區新營里 

大同區重慶里 南港區西新里 文山區老泉里 文山區萬興里 

內湖區秀湖里 士林區翠山里 中正區幸市里 
 

士林區溪山里 士林區新安里 
  

附表- 3 

土地移轉總面積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北投區林泉里 北投區溫泉里 北投區一德里 

北投區中和里 大安區大學里 大同區隆和里 大同區蓬萊里 

南港區玉成里 南港區重陽里 內湖區寶湖里 內湖區大湖里 

內湖區金湖里 內湖區金瑞里 內湖區康寧里 內湖區西湖里 

士林區福林里 士林區後港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三玉里 

士林區天壽里 士林區天玉里 士林區新安里 士林區陽明里 

松山區精忠里 松山區美仁里 松山區民有里 松山區中正里 

萬華區萬壽里 萬華區新起里 文山區試院里 文山區萬興里 

信義區國業里 信義區黎安里 信義區六合里 信義區新仁里 

中山區金泰里 中山區中央里 中正區頂東里 中正區光復里 

中正區南門里 中正區新營里 中正區幸市里 松山區介壽里 

北投區永和里 北投區振華里 松山區吉祥里 萬華區日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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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鴻福里 南港區西新里 萬華區青山里 文山區政大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葫洲里 文山區興得里 中山區復華里 

內湖區秀湖里 士林區東山里 信義區興雅里 中正區南福里 

士林區天母里 士林區天山里 中正區黎明里 
 

附表- 4 

建物平均移轉總面積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北投區奇岩里 大同區蓬萊里 南港區西新里 

內湖區秀湖里 士林區東山里 士林區福志里 士林區後港里 

士林區溪山里 士林區新安里 松山區吉祥里 松山區精忠里 

松山區松基里 萬華區日祥里 萬華區萬壽里 信義區六合里 

中正區頂東里 中正區南福里 中正區南門里 中正區幸市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西湖里 松山區美仁里 松山區民有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天山里 信義區新仁里 中山區金泰里 

附表- 5 

建物移轉總面積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大安區民輝里 大安區永康里 大同區蓬萊里 

南港區玉成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金瑞里 內湖區西湖里 

士林區福林里 士林區福志里 士林區後港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天玉里 士林區陽明里 松山區安平里 松山區東勢里 

松山區美仁里 松山區民有里 松山區松基里 松山區中正里 

萬華區萬壽里 萬華區新起里 文山區景東里 文山區萬有里 

信義區五常里 信義區新仁里 信義區興雅里 中山區金泰里 

中山區龍洲里 中山區新生里 中山區中吉里 中正區頂東里 

中正區龍興里 中正區南福里 中正區南門里 中正區幸市里 

南港區鴻福里 南港區西新里 信義區安康里 信義區六合里 

內湖區秀湖里 士林區東山里 中山區聚盛里 中山區力行里 

士林區天山里 士林區天壽里 中正區光復里 中正區黎明里 

松山區吉祥里 松山區精忠里 萬華區青山里 萬華區日祥里 

附表- 6 

交易筆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建民里 北投區奇岩里 北投區振華里 大安區光武里 

南港區中研里 內湖區湖興里 內湖區清白里 內湖區石潭里 

士林區天玉里 松山區慈祐里 松山區東光里 松山區中正里 

萬華區新和里 文山區木柵里 中山區金泰里 中山區聚盛里 

中山區晴光里 中山區新福里 中山區新庄里 中山區正義里 

中山區朱園里 南港區三重里 萬華區萬壽里 中山區康樂里 

大安區群賢里 士林區社子里 中山區聚葉里 中山區朱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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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週美里 萬華區西門里 中山區中山里 
 

附表- 7 

單價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立農里 北投區立賢里 北投區清江里 大安區大學里 

大安區光信里 大安區錦華里 大安區龍門里 大安區民輝里 

南港區萬福里 南港區重陽里 內湖區港墘里 內湖區秀湖里 

士林區福志里 士林區福中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三玉里 

松山區吉仁里 松山區介壽里 松山區三民里 松山區中正里 

萬華區萬壽里 信義區大道里 信義區敦厚里 信義區國業里 

信義區新仁里 信義區興雅里 信義區雅祥里 信義區永春里 

中山區中庄里 中正區光復里 中正區三愛里 萬華區仁德里 

大安區德安里 大安區光武里 萬華區青山里 信義區西村里 

大安區全安里 大安區通化里 信義區松隆里 中山區金泰里 

士林區福佳里 士林區福林里 信義區永吉里 
 

士林區新安里 士林區義信里 
  

附表- 8 

交易物含有隔間比例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大安區群賢里 大同區建明里 大同區斯文里 

內湖區港墘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蘆洲里 內湖區西湖里 

松山區復勢里 松山區介壽里 松山區中正里 萬華區菜園里 

萬華區西門里 信義區五常里 信義區新仁里 信義區永吉里 

中山區行孝里 中山區朱園里 中正區光復里 中正區黎明里 

南港區百福里 南港區鴻福里 中山區金泰里 中山區行仁里 

士林區溪山里 松山區東勢里 中正區南福里 
 

萬華區日善里 萬華區榮德里 
  

附表- 9 

交易物含有衛浴數的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關渡里 北投區立農里 北投區立賢里 北投區林泉里 

大安區敦安里 大安區光信里 大安區華聲里 大安區錦泰里 

大同區隆和里 大同區永樂里 南港區鴻福里 內湖區西湖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天玉里 士林區新安里 士林區陽明里 

松山區復源里 松山區民福里 松山區三民里 萬華區福音里 

文山區景美里 文山區景慶里 文山區試院里 文山區萬年里 

信義區六合里 信義區新仁里 中山區集英里 中山區聚盛里 

中山區中央里 中正區頂東里 中正區富水里 中正區河堤里 

中正區文祥里 中正區螢圃里 萬華區榮德里 文山區華興里 

北投區榮華里 北投區尊賢里 信義區景勤里 信義區黎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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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永康里 大同區建明里 中山區龍洲里 中山區新喜里 

士林區德華里 士林區福佳里 中正區南福里 中正區南門里 

松山區東榮里 松山區東勢里 
  

附表- 10 

交易物含有客廳數的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文林里 大同區建明里 大同區隆和里 南港區鴻福里 

士林區仁勇里 松山區復源里 萬華區菜園里 萬華區雙園里 

信義區黎忠里 信義區六合里 信義區永吉里 中山區中央里 

內湖區蘆洲里 士林區東山里 中正區頂東里 中正區梅花里 

文山區博嘉里 信義區景勤里 
  

附表- 11 

交易物含有房間數的變異數離群值區里 

北投區清江里 北投區尊賢里 大安區錦泰里 大同區建明里 

南港區鴻福里 士林區德華里 士林區東山里 士林區福佳里 

士林區仁勇里 士林區陽明里 松山區東勢里 松山區復源里 

文山區試院里 文山區萬年里 信義區景勤里 中山區正義里 

中正區光復里 中正區南福里 松山區民有里 萬華區榮德里 

大同區隆和里 大同區永樂里 中山區中央里 中正區頂東里 

士林區福林里 士林區臨溪里 
  

附表- 12 

雙薪家庭區里： 

北投區-吉利里 南港區-三重里 松山區-中崙里 

北投區-榮華里 南港區-重陽里 松山區-中正里 

北投區-文化里 內湖區-寶湖里 松山區-自強里 

北投區-永和里 內湖區-大湖里 文山區-景東里 

北投區-永明里 內湖區-港華里 文山區-景華里 

北投區-永欣里 內湖區-港墘里 文山區-景美里 

大安區-昌隆里 內湖區-湖濱里 文山區-景仁里 

大安區-車層里 內湖區-葫洲里 文山區-木柵里 

大安區-誠安里 內湖區-金湖里 文山區-試院里 

大安區-大學里 內湖區-康寧里 文山區-萬隆里 

大安區-德安里 內湖區-南湖里 文山區-萬祥里 

大安區-敦安里 內湖區-清白里 文山區-萬興里 

大安區-敦煌里 內湖區-秀湖里 文山區-萬有里 

大安區-法治里 士林區-福志里 文山區-興安里 

大安區-福住里 士林區-蘭興里 文山區-興昌里 

大安區-古風里 士林區-蘭雅里 文山區-興豐里 



 

77 

 

大安區-古莊里 士林區-名山里 文山區-樟新里 

大安區-光明里 士林區-三玉里 文山區-政大里 

大安區-光武里 士林區-聖山里 信義區-安康里 

大安區-光信里 士林區-天福里 信義區-敦厚里 

大安區-和安里 士林區-天和里 信義區-富台里 

大安區-虎嘯里 士林區-天祿里 信義區-廣居里 

大安區-華聲里 士林區-天母里 信義區-國業里 

大安區-建安里 士林區-天山里 信義區-景新里 

大安區-建倫里 士林區-天壽里 信義區-三犁里 

大安區-錦安里 士林區-天玉里 信義區-松友里 

大安區-錦華里 士林區-芝山里 信義區-新仁里 

大安區-錦泰里 士林區-忠誠里 信義區-興隆里 

大安區-龍安里 松山區-東昌里 信義區-正和里 

大安區-龍門里 松山區-東光里 信義區-中興里 

大安區-龍坡里 松山區-東榮里 中山區-成功里 

大安區-龍泉里 松山區-東勢里 中山區-大直里 

大安區-龍生里 松山區-敦化里 中山區-復華里 

大安區-龍圖里 松山區-福成里 中山區-江寧里 

大安區-龍淵里 松山區-富錦里 中山區-金泰里 

大安區-龍雲里 松山區-富泰里 中山區-力行里 

大安區-龍陣里 松山區-復建里 中山區-龍洲里 

大安區-民輝里 松山區-復勢里 中山區-松江里 

大安區-民炤里 松山區-復源里 中山區-永安里 

大安區-全安里 松山區-吉仁里 中山區-朱園里 

大安區-群賢里 松山區-吉祥里 中正區-愛國里 

大安區-群英里 松山區-介壽里 中正區-頂東里 

大安區-仁愛里 松山區-精忠里 中正區-東門里 

大安區-仁慈里 松山區-龍田里 中正區-建國里 

大安區-臥龍里 松山區-美仁里 中正區-黎明里 

大安區-新龍里 松山區-民有里 中正區-林興里 

大安區-義安里 松山區-三民里 中正區-龍福里 

大安區-義村里 松山區-松基里 中正區-龍興里 

大安區-永康里 松山區-中華里 中正區-梅花里 

中正區-廈安里 中正區-文祥里 中正區-南福里 

中正區-網溪里 中正區-新營里 中正區-南門里 

中正區-文北里 中正區-幸福里 中正區-三愛里 

中正區-文盛里 中正區-幸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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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老舊社區區里： 

北投區-八仙里 北投區-中央里 南港區-舊莊里 士林區-社園里 

北投區-大同里 北投區-中庸里 南港區-聯成里 士林區-社子里 

北投區-稻香里 大安區-黎元里 南港區-南港里 士林區-溪山里 

北投區-豐年里 大安區-臨江里 南港區-仁福里 士林區-新安里 

北投區-關渡里 大同區-保安里 南港區-萬福里 士林區-陽明里 

北投區-湖山里 大同區-朝陽里 南港區-西新里 士林區-義信里 

北投區-建民里 大同區-大有里 南港區-新富里 士林區-永倫里 

北投區-開明里 大同區-光能里 南港區-新光里 松山區-安平里 

北投區-林泉里 大同區-國順里 南港區-玉成里 松山區-慈祐里 

北投區-奇岩里 大同區-建功里 南港區-中南里 松山區-莊敬里 

北投區-清江里 大同區-建明里 內湖區-安泰里 萬華區-保德里 

北投區-桃源里 大同區-景星里 內湖區-碧山里 萬華區-菜園里 

北投區-溫泉里 大同區-老師里 內湖區-東湖里 萬華區-頂碩里 

北投區-秀山里 大同區-鄰江里 內湖區-湖興里 萬華區-福星里 

北投區-一德里 大同區-隆和里 內湖區-金龍里 萬華區-福音里 

北投區-長安里 大同區-南芳里 內湖區-蘆洲里 萬華區-富福里 

北投區-智仁里 大同區-蓬萊里 內湖區-內溝里 萬華區-富民里 

北投區-中和里 大同區-雙連里 內湖區-西湖里 萬華區-和德里 

北投區-中心里 大同區-斯文里 內湖區-行善里 萬華區-和平里 

萬華區-仁德里 大同區-延平里 內湖區-週美里 萬華區-華江里 

萬華區-日善里 大同區-揚雅里 內湖區-紫雲里 萬華區-華中里 

萬華區-日祥里 大同區-永樂里 士林區-百齡里 萬華區-錦德里 

萬華區-榮德里 大同區-至聖里 士林區-福德里 萬華區-凌霄里 

萬華區-壽德里 南港區-百福里 士林區-福華里 萬華區-柳鄉里 

萬華區-雙園里 南港區-成福里 士林區-福順里 萬華區-綠堤里 

萬華區-糖部里 南港區-東新里 士林區-富光里 萬華區-銘德里 

萬華區-騰雲里 南港區-合成里 士林區-富洲里 萬華區-青山里 

萬華區-萬壽里 南港區-九如里 士林區-後港里 萬華區-全德里 

萬華區-西門里 中山區-晴光里 士林區-葫東里 信義區-黎安里 

萬華區-孝德里 中山區-新福里 士林區-葫蘆里 信義區-黎順里 

萬華區-新安里 中山區-新生里 士林區-明勝里 信義區-黎忠里 

萬華區-新和里 中山區-新喜里 士林區-前港里 信義區-四育里 

萬華區-新起里 中山區-新庄里 士林區-仁勇里 信義區-松光里 

萬華區-新忠里 中山區-行仁里 士林區-社新里 信義區-松隆里 

萬華區-興德里 中山區-行孝里 信義區-永春里 信義區-泰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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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忠德里 中山區-行政里 信義區-永吉里 信義區-五常里 

萬華區-忠貞里 中山區-圓山里 信義區-長春里 信義區-五全里 

文山區-老泉里 中山區-正守里 信義區-中坡里 信義區-西村里 

文山區-明義里 中山區-正義里 信義區-中行里 中山區-埤頭里 

文山區-木新里 中山區-中山里 中山區-大佳里 
 

文山區-萬和里 中山區-中庄里 中山區-聚盛里 
 

文山區-指南里 中正區-螢雪里 中山區-聚葉里 
 

信義區-大仁里 中正區-永昌里 中山區-康樂里 
 

信義區-景勤里 中正區-忠勤里 中山區-民安里 
 

附表- 14 

中產階級區里： 

北投區-東華里 內湖區-麗山里 松山區-新益里 中山區-朱崙里 

北投區-福興里 內湖區-明湖里 文山區-博嘉里 中正區-板溪里 

北投區-吉慶里 內湖區-內湖里 文山區-華興里 中正區-富水里 

北投區-立農里 內湖區-瑞光里 文山區-景慶里 中正區-光復里 

北投區-立賢里 內湖區-瑞陽里 文山區-景行里 中正區-河堤里 

北投區-榮光里 內湖區-石潭里 文山區-明興里 中正區-水源里 

北投區-石牌里 內湖區-五分里 文山區-順興里 中正區-螢圃里 

北投區-文林里 內湖區-西安里 文山區-萬芳里 中正區-永功里 

北投區-裕民里 內湖區-西康里 文山區-萬美里 信義區-三張里 

北投區-振華里 內湖區-紫星里 文山區-萬年里 信義區-雙和里 

北投區-尊賢里 內湖區-紫陽里 文山區-萬盛里 信義區-四維里 

大安區-芳和里 士林區-承德里 文山區-興邦里 信義區-興雅里 

大安區-黎和里 士林區-翠山里 文山區-興得里 信義區-雅祥里 

大安區-黎孝里 士林區-德華里 文山區-興福里 中山區-北安里 

大安區-通安里 士林區-德行里 文山區-興光里 中山區-恆安里 

大安區-通化里 士林區-東山里 文山區-興家里 中山區-集英里 

大安區-住安里 士林區-福佳里 文山區-興泰里 中山區-劍潭里 

大同區-國慶里 士林區-福林里 文山區-興旺里 中山區-江山里 

大同區-建泰里 士林區-福中里 文山區-興業里 中山區-下埤里 

大同區-民權里 士林區-舊佳里 文山區-樟腳里 中山區-興亞里 

大同區-星明里 士林區-臨溪里 文山區-樟林里 中山區-正得里 

大同區-重慶里 士林區-岩山里 文山區-樟樹里 中山區-中吉里 

南港區-東明里 松山區-復盛里 文山區-樟文里 中山區-中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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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鴻福里 松山區-民福里 文山區-忠順里 中山區-中原里 

南港區-中研里 松山區-鵬程里 信義區-大道里 中山區-朱馥里 

內湖區-安湖里 松山區-新東里 信義區-嘉興里 信義區-六藝里 

內湖區-港都里 松山區-新聚里 信義區-景聯里 
 

內湖區-港富里 內湖區-金瑞里 信義區-黎平里 
 

內湖區-湖元里 內湖區-樂康里 信義區-六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