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外關於住宅租擁的相關文獻很多，我們大致可分成理論與實証兩方

面來看看住宅的租擁問題，以下便是將相關探討的部分做大致的整理。 

第一節  理論部分 

  由於房屋屬於耐久性與昂貴性的消費財貨，使得關於房屋住宅租擁選擇

理論的文章，可分成兩個不同的觀點來探討： 

1.將房屋視為家計單位資產組合的一部分，亦即視房屋為投資財。 

Ioannides(1979)從單一消費者面對未來不確定的租金、房價與通貨膨脹

率時的風險規避行為來分析房屋的租擁選擇問題。此外 Edwin S. 

Mills(1990) 亦將房屋的租擁選擇視為投資組合的決策而非只是單純的消

費決策。其利用 1986年美國租稅改革後的稅後所得資料來做數值的分析，

想要知道一個理性的消費者面臨房屋租擁選擇時如何做決策。其認為擁屋

決策是根據：與房屋所有權相關的淨現金流出現值必須低於既定市價下住

所出租的淨現金流出現值，亦即比較擁屋與租屋的淨現金流出現值以此作

為投資組合決策的分析基礎，據此了解擁屋或租屋那個決策比較適合家計

單位。 

2.採用終生消費路徑的方式來處理房屋的租擁問題，亦即視房屋為消費財。 

  Roldand Artle and Pravin Varaya(1978)的文章中假設每一個人在它終生的

消費路徑中的某一個時點，必須消費某一確定數量的房屋，不管它的所得

財富或是房價的差異。此外他也假設擁屋的機會成本會低於租屋的機會成

本。在這兩個假設下，他分析在完全確定預知的情況下，家計單位擁屋與

租屋選擇的依據在於資產持有的路徑如何受到擁屋決策的影響。也就是說

年輕人可能處於房屋終生消費路徑較低的部分，故擁屋的機率不高；但老

年人則相對處於消費路徑較高的部分，比較有較多的所得來應付購買房屋

的支出，所以擁屋的機率會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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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ois Ortalo-Magne and Sven Rady(2002)在所得、房價與租金不確定的

情形下，利用動態效用最大化的模型來分析家計單位的房屋租擁選擇決

策。可知： 

(1) 在既定房屋的消費路徑下，家計單位的工資所得與房屋租金之間的共變

異關係減少時，會增加家計單位的擁屋機率。 

(2) 有長期居住在某地的家計單位比較有可能會買房子；反之，打算短期居

住的家計單位則會採取租屋的方式，之所以會有這個結果是因為房屋所

有權可以讓家計單位將未來的租金控制在可預測的範圍內。 

在 Henderson and Ioannides(1983)的文章中則嘗試整合終生消費與資產

組合模型來分析房屋的租擁選擇問題。在他的文章中將租屋與擁屋差異化

的機會成本、對於未來房價與租金的不確定性、所得與財富的變化等影響

房屋租擁的因素一起考慮並整合房屋的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兩種觀點來

分析房屋的租擁選擇問題。他發現在完全確定預知的情況下，房屋租擁選

擇跟家計單位資產組合的均衡相關，因為租屋市場外部性的問題使得租屋

者必須支付較高的租金來讓家計單位資產組合方程式得以平衡，所以擁屋

會比租屋有利。而且即使人們有不同的房屋效用函數，擁屋仍然優於租

屋。如果房屋有隨機的資本利得(或損失)且消費者在資本市場中是以固定

報酬比率的方式投資，則租屋會比擁屋來得有利。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房

屋租擁選擇跟家計單位的所得與財富狀況相關。但是房屋投資需求，在給

定所得路徑下跟所得改變呈現正相關卻跟財富是相互獨立的，所以較富有

的人比較有可能以租屋的方式來滿足投資需求。但在 Henderson and 

Ioannides(1987)的實証文章中卻得到擁屋的機率是終生財富的正相關函

數，明顯跟理論得到的結果不同，他將此矛盾的情況歸因於租稅、資本市

場的不完美與租屋市場的外部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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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ing Fu(1991)對於 Henderson and Ioannides的文章提出評論，認為其

結論：房屋的投資需求跟所得改變是正相關卻跟財富相互獨立的論點，是

因為作者的比較靜態分析裡包含了不正確的符號所導致的結果。正確的結

論應該是房屋的投資需求跟財富改變是正相關而非所得路徑的改變。因

此，較富有的人是否較有可能去租屋要視房屋消費需求與所得需求的所得

彈性相對大小來決定。如果投資需求的所得彈性超過消費需求的所得彈

性，則較富有的家計單位擁有房屋的機率會較高。 

  透過房屋租擁相關理論文章整理可發現，由於房屋住宅的特殊性使得家

計單位有不同的需求產生。不管是投資需求或是消費需求，影響的因素大

多都是經濟變數，例如家戶的所得與財富狀況、房屋的租金、房價與房屋

提供的服務等。但是除了經濟變數會影響家計單位的房屋租擁選擇之外，

還有社會變數也對房屋的租擁選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二節  實證部分 

  本節整理了一些國內外關於房屋租擁的實證文章。在國外文獻方面，除

了探討一般家戶的住宅租擁選擇之外，現在已經開始注意到社會上仍然存

在著一些弱勢族群，他們的經濟情況與教育程度比不上其它家戶，進而造

成該族群的自有住宅比率普遍都不高。關於弱勢族群的文章整理如下： 

N.Edward Coulson(1999)利用 1996 年 3 月美國的戶口普查資料(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來分析：為什麼拉丁美洲與亞洲移民的家計單位擁屋率

相較於美國其他種族家計單位的擁屋率來得較低，其發現：「相較於原本

就已經居住在當地的居民，新移民在獲取房屋市場的資訊與取得銀行的信

用貸款的能力稍嫌不足，造成剛遷徙住所的新移民只能選擇租屋的方式落

腳，但是隨著時間的經過新移民的身分與低擁屋率之間的負項關係會逐漸

式微」。所以作者認為亞洲人種與拉丁人種的家計單位擁屋率較低的原因

可以從「是否為新移民」此因素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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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Painter, Stuart Gabriel, Dowell Myers(2001)利用 1980~1990年間的美國

公用個體抽樣資料(the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PUMA)並採用最近五年

內改變住所的新移動者(recent movers)作為分析樣本。發現：亞洲人種的擁

屋率其實與白種人的擁屋率差不多。所以新移民身分並不代表擁屋率會較

低。Gary Painter(2000)發現：「是否為移民(immigrant)」與「到新地區後的

居住時間長短(duration of residence)」並非住宅租擁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 

藉此可證實採用最近移動者來作為住宅租擁選擇分析時，要考慮到選擇矯

正的問題。否則只會造成「年齡」、「是否為新移民狀態」的影響效果在模

型中過度被估計。亦即若經過校正後「新移民狀態」對住宅租擁選擇的影

響程度較輕。Gary Painter, Lihong Yang and Zhou Yu(2003)探討亞洲移民間

是否存在異質性的關係而造成擁屋率高低的差距，分析的方法則是先區分

出不同群體、種族的亞洲移民並比較其秉賦的差異對擁屋率的影響，接著

再比較美國各大都市內亞洲移民擁屋率的差異，試著找出是否因為選擇居

住地區的不同而導致擁屋率差異的因素。發現： 

1. 平均而言，亞洲移民的擁屋率仍然比美國白人低，這可以由亞

洲家計單位較高的遷移率與大多集中居住在較高房價的都市

地來區來解釋。 

2. 亞洲移民中，中國人的擁屋率高於美國白人；其他則否。而且

中國人在跨區中的擁屋率幾乎都是亞洲移民中最高的，這個現

象至今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 

George J.Borjas(2002)認為(1)移民人口的來源國；(2)不同移民群體間的區位

選擇選擇差異，會對移民擁屋率造成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 

1. 移民人口確實比原居民有著較低的擁屋率，而且在過去 20年間這兩個

族群間擁屋率的差距顯著擴大了。 

2. 這兩個族群間擁屋率的差距，只有少部分可以由背景變數(例如：所得⋯)

來解釋，大部分的差距仍然是因為移民與原居民間差異化的區位選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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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 

3. 這兩個變數的確在過去 20年間影響了移民的房屋住宅租擁情形。 

4. 在美國主要城市中，少數種族人口的成長可能會變成影響房屋需求的重

要因素特別是自有住宅的房屋需求。 

  此外作者還認為移民人口的增加會刺激房屋需求的增加，間接影響到房

屋的價格，但是這部分尚未有系統的被探討分析。 

 

經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拉丁人種的擁屋率為何普遍較低的原因，

可以完全由經濟秉赋的差異及其為新移民身分，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來解

釋。但是在解釋亞洲移民與白人間擁屋率的差異，近來的研究結論存有差

異：Coulson(1999)的文章中指出雖然亞洲移民的所得高於美國白人，但是

其擁屋率卻低於美國白人。造成此差異的原因可以由「新移民身分」與亞

洲移民大多居住在高成本的地區來解釋；Patiner(2001)得到與 Coulson不完

全相同的結論，其認為亞洲移民所得高於美國白人且擁屋率也同樣高於美

國白人。之所以得到此差異化結論的原因在於家計單位流動性(可否遷移)

的控制。因為 Coulson使用的是全國普查的資料樣本；Patiner使用的是單

一大都市地區內的調查樣本，所以可知道樣本的流動性愈高，愈有可能造

成較低的擁屋率。 

此外，區位因素對住宅租擁的影響也有學著開始研究：Stuart Gabriel, Gary 

Painter(2003)認為改變住所的時候也同時表現出他們的區位選擇以及區位

特性如何影響其將來住宅租擁的決策。因此單純只考慮種族差異此變數可

能無法完全解釋存在於黑人與白人間由來已久的擁屋率差距。因此重新加

入區位選擇及區位特性這項潛在影響住宅租擁決策的變數後，發現大約可

以縮減 23%黑人與白人間擁屋率的差距，所以未來在研究此項議題時可能

要把「區位」此變數考慮進來。Yongheng Deng, Stephen L. Ross, Susan M. 

Wachter(2003)探討是否特定居住區位的差異特性會影響到住宅擁有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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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經由對美國費城的實証分析發現：並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顯示種族間

居住的差異會降低費城地區黑人的擁屋率。 

Steven C. Bourassa(2000)利用1993~1994年紐西蘭家戶經濟調查(Household 

Economic Survey)的統計資料來分析當地毛利人與歐洲移民擁屋率的差

異。與先前研究房屋租擁文章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特別注重當期所得與財

富的內生性效果，認為只要控制所得與財富的內生性就能對房屋的租擁產

生實質的影響。且其認為這兩個族群擁屋率的差距只有一小部分可由家戶

的稟賦特性來解釋，其他不能解釋的部分可能是由於種族文化與歷史的差

異所造成的。由上面的文獻整理可知，影響少數族群住宅租擁選擇的因素

可分為：因為種族別不同造成的經濟稟賦差異與房貸市場的差別待遇、少

數族群區位選擇的差異化、移民的來源國與不同移民群體間區位選擇的差

異，最後就是因為種族文化與歷史差異所造成的擁屋率差距。 

  經由上述外國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研究大多在探討黑人與

白人之間擁屋率的差異，其發現稟賦變數例如：家戶戶長的年齡、所得水

準、教育程度等對擁屋率差異的影響最大，這個結果在探討拉丁美洲後裔

與白人擁屋率差異方面也適用，但是對於美國亞洲移民則不太適用。 

  此外，除了稟賦變數會影響住宅租擁決策之外，地區的區位特性與移民

國的國籍同樣也是影響住宅租擁決策的變數。 

在國內文獻方面，現在大多仍注意一般家戶住宅租擁選擇的問題： 

薛立敏與陳綉里(1997)利用民國 71 年與民國 82 年家計單位的資料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 data)探討影響台灣地區住宅自有率變動的因素。發

現在 1980 年代，當擁屋成本相對租屋成本來得高時，家計單位會較傾向

租屋消費住宅，但是預期房屋增值提高時反而會較傾向擁屋來消費住宅。

此外，家戶的恆常性所得愈高、戶長的年齡愈大與家戶的戶內人口數愈

多，擁屋的機率也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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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良與張郁鶴(2000)利用行政院主計處提供的 1996年「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來分析家計單位的儲蓄在不同家庭世代與房屋租擁選擇的交互影響

下呈現的趨勢與特性。亦即將家庭的住宅需求與世代組成同時考慮藉此分

析此兩個因素對家計單位儲蓄的影響。其發現住宅型態會對家戶的儲蓄水

準產生影響。 

謝文盛與林素菁(2000)利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八十五年個人所得分配

調查報告」資料以 probit與 logit兩種間斷實證模型分析來租稅效果對住宅

租擁選擇的影響。其發現財產稅赋對家計單位的租擁選擇決策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而且當財產稅增加時，家計單位選擇租賃方式消費住宅的機率會

高於擁屋的機率；當恆常性所得增加或房屋租賃價格提高時，則傾向自有

方式消費住宅的機率反而較高。 

  在實証方法上，林祖嘉(1994)採用家戶特性變數，例如：戶長年齡、性

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戶長職業別、戶內人口數等來當做家計單位所

得的代理變數，其發現年齡、教育程度愈高與結婚家庭購屋的機率會較

高，戶內人口數愈多者反而購屋的機率也較高。 

  台灣關於弱勢族群住宅租擁的文章比較少，現在仍傾向於分析一般家戶

的住宅租擁選擇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對弱勢族群的關心只會有增無

減因此關於弱勢族群住宅租擁選擇的問題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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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示是對國外弱勢族群住宅租擁選擇文章的整理。 

表 2-1  文獻整理表 

作者 使用的資料 研究方法 說明 
N.Edward 
Coulson 

使用 1996 年美
國的戶口普查資

料 (CPS)分析拉
丁美洲與亞洲移

民 

Probit 作者認為亞洲人

種與拉丁人種的

家計單位擁屋率

較低的原因可以

從「是否為新移

民」此因素來分

析。 
GaryPainter, 
StuartGabriel, 
Dowell Myers 

1980~1990 年間
的美國公用個體

抽 樣 資 料

(PUMA) 

Tenure choice with 
sample  selection 

亞洲人種的擁屋

率其實與白種人

的擁屋率差不

多，而且新移民

身分並不代表擁

屋率會較低。 
Gary Painter 1990年美國公用

個體樣本資料

(PUMS) 

Tenure choice with 
sample  selection 

使用橫斷面資料

及採用最近移動

者來作為住宅租

擁選擇分析時，

要考慮到選擇矯

正的問題。否則

只會造成「年

齡」、「是否為新

移民狀態」的影

響效果在模型中

過度被估計。 
Stuart Gabriel and 
Gary Painter 

1990年美國公用
個體樣本資料

(PUMS) 

Logit 但 是 假 設

tenure choice 與

location choice 內生
決定 

考慮區位選擇及

區位特性這項潛

在影響對住宅租

擁選擇決策的影

響。 
Yongheng Deng, 
Stephen L. Ross, 
Susan M. Wachter 

1985年費城地區
美國房屋普查資

料(AHS) 

Multinomial model 
of tenure choice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是否特定居住區

位的差異特性會

影響到住宅擁有

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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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文獻整理表 
 

作者 使用資料 研究方法 說明 
Gary Painter, 
Lihong Yang and 
Zhou Yu 

1990年美國公用
個體樣本資料

(PUMS)，並選擇
三個都會區族群

樣本：洛杉磯、

舊金山與紐約 

Tenure choice 
with sample 
selection 

1.拉丁人種的擁屋
率普遍較低可以完

全由經濟秉赋的差

異及其為新移民身

分來解釋。 
2.樣本的流動性愈
高，愈有可能造成較

低的擁屋率。 
George J.Borjas 1980 年與 1990

年美國公用使用

資料 (PUMS)與
1998 年~2000 年
美國人口普查資

料(CPS) 

probit 移民人口的來源國

與不同移民群體間

的區位選擇選擇差

異對住宅租擁選擇

的影響。 

Steven C. Bourassa 1993~1994 年紐
西蘭家戶經濟調

查(HES) 

logit 1.只要控制所得與
財富的內生性就能

對房屋的租擁產生

實質的影響。 
2. 擁屋率的差距只
有一小部分可由家

戶的稟賦特性來解

釋，其他不能解釋的

部分可能是由於種

族文化與歷史的差

異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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