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理論與實證模型 

第一節  住宅租擁選擇模型 

   在建構本文理論模型之前必須先清楚的知道，房屋是屬於耐久性的財

貨，它可以用來消費與投資，家計單位可將房屋視為其資產組合的一部分

亦可將它視為簡單消費財。本文並不分析家計單位視房屋為投資財的情

況，只簡單的分析家計單位以消費的方式來面對此一耐久性財貨的情況，

所以主要是傾向分析家戶特性 (household character)、住宅特性 (house 

character)與地區區位特性(location character)等變數對家計單位房屋租擁的

影響，在此我們建立一個簡單的基本效用函數來分析家計單位的住宅租擁

情況。 

因為住宅租擁選擇是一個標準的不連續二分選擇變數，所以我們用

來表示無法被觀察了解的被解釋變數(latent variable)，其表示第 i個家

計單位可能的住宅消費型態。 表示影響到家計單位住宅租擁的因素。 

*
iown

ix

假設兩者之間存在下列關係： 

      iii xown εβ +=*

其中，β為估計參數。 iε 為隨機誤差項。 

   我們可以將影響家計單位住宅租擁的因素分成經濟變數非經濟變數。

經濟變數包括該家計單位的所得、房屋住宅的房價、地價與租金的多寡

等；非經濟變數則包括家計單位的家戶特性、住宅特性與地區區位特性等

社會變數。 可表示成下列影響因素的函數： ix

=ix (家戶所得、房屋住宅租金與房地價、房屋提供的服務、家戶特性1、住

宅特性、地區特性等)。 

                                                 
1 包括：戶長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戶內人口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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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家戶所得又受到家戶特性變數的影響，故在本文中我們利用家戶的特

性變數來估計該家戶的恆常所得，藉此作為戶口普查資料中缺少家戶所得

資料的代理變數。 

一個家計單位要滿足居住的需求，可以選擇自己擁有自有住宅或是以

租賃的方式來消費住宅，其選擇的基礎在於哪一種方式帶來的效用較高。

最後我們用效用函數來表示如下： 

)( i
o xU 表示家計單位選擇購買房屋消費住宅的效用； 表示家計單位

選擇租賃來消費住宅的效用。如果 則表示 -  > 0，家

計單位會選擇購買房屋的方式消費住宅；如果 則表示

-  

)( i
r xU

0* >iown )( i
o xU )( i

r xU

0* ≤iown

)( i
o xU )( i

r xU 0≤ ，則家計單位會改以租賃方式來消費住宅。 

但是由於我們無法觀察到 ，故須透過變數轉換的方式來進行估

計。因此假設： 

*
iown

      10* => ii ownownif

      00* =≤ ii ownownif

且 表示在我們所觀察到的樣本中，第 i 個家計單位住宅的租擁行

為。當無法觀察到的被解釋變數大於 0時，表示此家計單位會選擇購買房

屋的方式消費住宅，即

iown

1=iown ；反之，則是以租賃的方式消費住宅，即

。經由此變數轉換我們可以知道，在線性機率模型下： 0=i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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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為隨機誤差項 iε 的累積分配函數(CDF)，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為一個二項變數且機率為 F(.)。進而導出其概似函數 (Likehood 

Function,LF)： 

i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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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F(.)的函數型態取決於 iε 的分配型態。假設 iε 服從平均數為 0，標準

差為σ 的常態分配，即 。 ),0(~ 2σε Ni

則我們可以得到 probit 模型 (PM)，且累積分配函數 (.)φ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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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iε 的累積分配函數為 logistic分配時。 

則我們可以得到 logit模型(LM)，且累積分配函數 L(.)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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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中，主要在探討家計單位住宅消費型態的決策情形，故須假設租屋

與購屋是一個互斥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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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型變數說明 

文中我們利用民國 89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先估計出恆常所得的方程

式，再利用此方程式估計出戶口普查資料中經濟戶長的恆常所得做為分析

單親家戶住宅租擁決策的影響因素之ㄧ，在此，我們將分成兩部分來說明

模型的變數設定，並以表格的方式簡單歸納整理。 

1.被解釋變數： 

 (1) 第一部份：恆常所得的估計 

  利用民國 89 年家戶收支調查報告中經濟戶長的經常所得做為被解釋變

數。 

 (2)第二部分：租屋或擁屋的二元互斥選擇。 

  我們用 tenure來表示之。由於房屋的租擁是一個互斥的消費行為決策，

且為一個二元的行為模式。故我們用 tenure = 1來表示家計單位選擇以擁

有自有住宅的方式來消費房屋；反之，當 tenure = 0時，表示家計單位選

擇以租屋的方式來消費房屋。 

2.解釋變數： 

 (1)第一部分：  

 在戶長家戶特性中，若 SEX = 1表示經濟戶長為男性；SEX = 0則表示經

濟戶長為女性，經濟戶長年齡我們限定在 20 歲以上的成年人。經濟戶長

的教育程度若為不識字、自修、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與研

究所，則分別以 0、0、6、9、12、14、16、18代表其教育年限。 

 在戶長從事的行業方面，由於戶口普查資料中只區分出農業、工業與服

務業三大行業，故我們在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亦遵循此一原則把該資料中

經濟戶長從事的行業別區分成三大行業來估計恆常所得。亦即我們建立三

個行業虛擬變數來估計經濟戶長的恆常所得，分別是農業、工業與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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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部份：  

 (A)家戶特性變數(household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包括所有有關家計單位基本的個人特性，但由於在恆常所得的估計時我

們已經放入了基本的家戶特性，所以從恆常所得估計的係數就可以間接的

看出家戶特性對住宅租擁的影響。因此，在第二部份中我們只需放入戶內

人口數與住居所改變情況即可，說明如下： 

(a) 戶內人口數(people)：由於存在極端值的情形，故刪除每戶超過 10

人以上的樣本。只留下 1 人~10 人區間的每戶人口數。想知道戶

內人口數的多寡對家計單位租擁房屋機率的影響。一般而言，戶

內人口數愈多，所得較低且花費在基本生活開銷的支出佔大部分

沒有多餘的支出用於住宅支出，所以購屋傾向會較低。但林祖嘉

(1994)發現卻戶內人口數對購屋傾向有正的影響。 

(b) 住居所改變情況(move)：此變數用來表示家計單位改變住居所的

情況，亦即五年前的住居所與現在住居所的是否有差異。若五年

前的住居所與現在有異，則用 move = 1表示，也就是說家計單位

曾經改變過住居所；若五年前的住居所與現在沒有差異，則用

move = 0表示，也就是說家計單位仍然居住在現在的住所。此變

數主要的功能在於想要找出是否最近五年內改變住所的家計單位

會比較傾向於採取租屋的方式來做房屋的消費，其選擇租屋的機

率是否相對較高。Per-Anders Edin and Peter Englund(1991)認為房

屋需求是具有前瞻性的行為，單獨使用 recent movers的樣本來分

析將會產生誤導的結果，所以我們把此變數當成解釋變數放入估

計的方程式中來改善方程式的適合度且不影響估計係數的顯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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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住宅特性變數：建立此變數是想知道房屋構造特性的差異對家計單位

房屋租擁選擇的影響，故設立下列有關房屋特性的變數來探討之： 

(a) 基本的房屋特性變數，例如：房間數、廳數、層別、總樓層數、屋

齡與總樓地板面積等。主要是想透過這些基本的房屋特性來了解在

一般情況下，這些基本房屋特性變數如何影響家計單位的房屋租擁

機率。 

(b) 房屋構造別變數：我們把房屋的屋體構造別區分為鋼鐵造、木石磚

造與土竹造三種構照別的房屋。並建立相對應的虛擬變數。藉此了

解房屋構造別的不同對家計單位在房屋租擁決策上是否會有影響。 

(C) 地區特性變數(location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關於地區選擇的變數，計有： 

(a) 就地區而言：我們設立了 4個地區虛擬變數，分別是：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人數最少的金馬地區則忽略不

計。主要是想知道地區選擇的差異對房屋租擁是否會有影響以及

各地區間相對應的租屋與擁屋機率的差異。 

(b) 就縣市而言：我們總共設立了 23個縣市的虛擬變數，包括台灣省

的 16 個縣與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與台南市，5 個市

與台北、高雄 2 個直轄市。金馬地區因為人數過少同樣也忽略不

計。只要是想了解各縣市間相對應的租屋與擁屋機率的差異。 

(c) 就都會區與非都會區2而言：為了要知道都會區與非都會區相對應

的租屋與擁屋機率的差異，我們設立了此地區虛擬變數。 

 

 

 

                                                 
2 都會區是指：台北基隆大都會區、中壢桃園大都會區、台中彰化大都會區、台南大都會區、高雄大都會
區、新竹次都會區、嘉義次都會區；其他地方則為非都會區。 

 - 25 -



表 3-1 各變數的設定與說明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被解釋變數： 

第一部分： 

  經濟戶長的經常所得 

第二部分： 

 tenure：租屋或擁屋的二元互斥選

擇 

 

 

 

 

 

1：自有住宅 

0：租押 

解釋變數：  

第一部分： 

    戶長性別(sex) 

 

1：男性 

0：女性 

    戶長年齡(age) 選擇 20歲以上的成年人 

    戶長教育程度(edu) 透過教育年限的轉換，把不連續變

數轉換成連續變數 

    戶長行業變數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農業   0：其他 

1：工業   0：其他 

1：服務業 0：其他 

第二部份： 

    戶內人口數(people) 

 

連續變數，預期符號為正 

    遷徙狀況(move) 1：五年內曾改變過住居所 

0：五年內不曾改變過住居所 

預期符號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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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續 1) 各變數的設定與說明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房屋特性變數  

   房間數、廳數、層別、總樓層數、

屋齡與總樓地板面積3

皆為連續變數 

   房屋構造別 

     鋼鐵造 

     木石磚造 

     土竹造 

 

基準組，變數為 0 

1：木石磚造 0：其他 

1：土竹造   0：其他 

地區選擇變數 

就地區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基準組，變數為 0 

1：中部地區 0：其他 

1：南部地區 0：其他 

1：東部地區 0：其他 

 

 

 

 

 

 

 

 

 

                                                 
3 總樓地板面積的單位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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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續 2) 各變數設定與說明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就縣市言 
台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台北市 

 
1：台北縣；0：其他 
1：宜蘭縣；0：其他 
1：桃園縣；0：其他 
1：新竹縣；0：其他 
1：苗栗縣；0：其他 
1：台中縣；0：其他 
1：彰化縣；0：其他 
1：南投縣；0：其他 
1：雲林縣；0：其他 
1：嘉義縣；0：其他 
1：台南縣；0：其他 
1：高雄縣；0：其他 
1：屏東縣；0：其他 
1：台東縣；0：其他 
1：花蓮縣；0：其他 
1：澎湖縣；0：其他 
1：基隆市；0：其他 
1：新竹市；0：其他 
1：台中市；0：其他 
1：嘉義市；0：其他 
1：台南市；0：其他 
1：高雄市；0：其他 
為基準組；以上變數皆為 0 

  都會區 

  非都會區 

1：都會區 0：其他 

基準組，變數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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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恆常所得估計 

  家戶經濟戶長的所得是影響家戶住宅租擁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由於

戶口普查資料中缺乏家戶經濟戶長所得資料的緣故，使得我們在分析單親

家戶住宅租擁時遭遇到困難。為了彌補此一限制，我們利用民國 89 年家

戶收支調查報告來作為恆常所得估計的樣本，藉此資料庫中的家戶所得來

估計恆常所得方程式。 

  茲採用該資料中經濟戶長的經常所得(current income)做為被解釋變數，

並以該經濟戶長的家戶特性，如性別(sex)、年齡(age)、教育年限(edu)、戶

長從事的行業等做為解釋變數，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來估計恆常所

得方程式，繼而利用此方程式帶回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中估計出戶口及住

宅普查資料中經濟戶長的恆常所得。 

  由下表估計得知的恆常所得方程式可以得知：當經濟戶長為男性

(sex=1)、其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高時，其恆常所得就愈高，顯示出其人

力資本累積較為豐富故恆常所得就愈高；三種行業中以從事服務業工作者

的恆常所得最高，從事農業的恆常所得最低。這與我們一般的直覺相符合。 

  整個恆常所得方程式估計的係數皆為顯著變數，且估計模型的 R-square

為 0.276，使用的樣本數為 13,081個經濟戶長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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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恆常所得估計表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截距項 -601737.457*** 

(29582.311) 

Sex 124552.153*** 

(9389.681) 

Age 8934.672*** 

(364.846) 

Edu 51304.817*** 

(1011.817) 

農業 131353.791*** 

(17089.487) 

工業 346513.5*** 

(14861.806) 

服務業 405513.354*** 

(14006.092) 

R-square 0.276 

F-value 874.624*** 

樣本數 13,801 

  

註：1.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2.*代表 10%的顯著水準；**代表 5%的顯著水準；***代表 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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