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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風水與房價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 

第一節 風水對於房屋價格影響之研究 

    數千年來，風水是中國人依據地質、地形、水文、日照、風向、

氣候及景觀作為選址的參考依據。因為風水是先民從生活經驗的累積

和對環境的看法所歸納出來的一種智慧，經過傳承變成一種傳統習

俗，甚至可以視為一種信仰。但是在清末民初從外國引進民主和科學

兩大思想時，就有不少的學者認為風水是一種對於吉凶禍福穿鑿附會

之說，而飽受否定且認為應該去之。 

從清末至今已歷經了近百年，風水似乎已經通過了民主和科學而

存在於現代日常生活中。從耳熟能詳的兒歌「家」的歌詞裡「我家門

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便可一窺究竟，歌詞中除了訴說著居家

周圍的景觀配置外，門前有小河一景在明朝時被風水術士王君榮解釋

為「門前若有玉帶水，高官必定容易起。出人代代讀書聲，榮顯富貴

耀門閭。」
3
 

究竟為何現代民眾仍會相信風水術數呢？由於人們對於現實社

會的不可掌握性，而將不確定性寄託於術數上。再加上台灣的民間信

仰大多沒有教義典籍，較少民眾皈依某個教派後就改變原有的價值

觀，比較容易產生以術數消災解厄的心理。近數十年來經報章媒體的

大肆渲染，風水術數不僅是兩岸三地的人民相信，幾乎已經風靡華人

居住地。
4
 

呂應鐘也認為 1995 年以降，英國與美國的風水出版品大增，兩

國民眾熱衷於中國古老的風水術，且舉出英國首相請風水師察看官邸

風水為佐證(呂應鐘，2000)。風水似乎不僅影響中國人選擇宅第，而

且已經擴及世界各地影響各國人民購屋行為，因此近年來陸續有國內
                                                       
3 語出王君榮(明朝)，陽宅十書。 
4 見瞿海源(1999)，第 11-12 頁。 



 7

外學者研究民眾購屋行為和風水對房價的影響。 

以 Bourassa and Peng (1999)為例，他們關心著華人世界裡風

水對於房價的影響，且認為華人深信風水一說，好的風水將為民眾帶

來好的運氣，反之則會帶來壞的時運。且華人在選購房屋時會挑選 3、

6、8 及 9數字結尾的門牌號碼，一定不會挑選 4 結尾的門牌號碼。

因此他們想測試華人區的房價是否會隨門牌號碼不同而有所變化，該

研究以 1986 年至 1996 年紐西蘭華人居住區為實證樣本，結果發現無

論是否為華人家庭，門牌號碼都會影響房屋價格，這是因為非華人購

屋者認為未來在房屋轉售時買主有可能會是華人，他們有誘因選購有

幸運門牌號碼的房屋，所以這些住宅的價格相對較高。 

地勢方面的風水從古流傳至今，大家朗朗上口的「我家門前有小

河，後面有山坡，…」便是最好的寫照，香港的學者 Tam,Tso and 

Lam(1999)便是研究地勢方面的風水，他們認為風水是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的結合，囊括多種面向，其避免「風水」流於迷信，欲以科學

數據加以佐證。作者利用 1996 年香港大埔東一帶之十五個村落共

3400 戶人家的普查資料，探討房價與風水的關係，自變數除了考慮

風水外，也納入可及性和房齡。其中「風水」是以「面河背山」的程

度計分，「可及性」是指村落到主要車站之間的距離。結果他們發現

這三個自變數中，風水是最顯著影響房屋價格，且與房價成正相關，

其次為屋齡且與房價成反相關，而交通之可及性是不顯著。 

台灣的民眾大部分都居住在西部平原地區，集中叢聚於平地，鮮

少關心整體地勢風水，較為關心居家周圍是否有嫌惡性風水設施。這

些嫌惡風水設施大多是隨著都市人口成長，政府所做的都市的土地規

劃趕不上變化，使得原本在都市外圍的火葬場或墳場等，隨著都市範

圍的擴大，這些嫌惡設施便出現在自家附近。另外，都市土地重劃和

舊屋重建，許多未重建的房子周圍出現了高聳的辦公大樓，形成泰山

壓頂的姿態，新闢的道路讓原本的房子面臨路衝，為了交通方便，興

建的捷運或高架橋，使得周圍的房子受到天斬煞威脅(胡不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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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究竟民眾對於居家周圍的嫌惡性風水設施的態度為何呢？ 

林秋綿(2007)研究，發現購屋者在選購房屋時會考慮嫌惡風水的

影響程度，且他們對嫌惡風水所採取的措施有，不購買、要求降價求

售和請風水師解決等。另外，房地產估價師表示風水因素的確是影響

不動產價格的其中之一，且他們與購屋民眾所考量的嫌惡風水之項目

大致相同，估價師估算受嫌惡風水影響的房子，其房價大約比正常房

屋減價一成左右。 

白金安等(2004)，依據對民眾所施測的問卷調查之結果發現，一

般民眾在購屋時，最忌諱路衝及高架橋，忌諱者高達 84.3%。其次為

剪刀口、反弓路與切角煞，忌諱者有七成多，還有忌諱無尾巷者，約

有六成的民眾。對於各風水的忌諱原因，不單純只是因為風水考量，

還有考量交便利性、視覺景觀和安全性等。另外，該研究發現多數購

買者對嫌惡風水的考量，不會因為購買的房屋類型和屋主的教育程度

不同而有所差異，但是會隨屋主宗教信仰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黃名義

(2005)以高雄市仲介從業人員做為問卷的施測對象，分析高雄市的房

仲人員，看待嫌惡風水的普遍態度，並將仲介人員的身份依其性別、

職別、經歷、仲介業者的經營方式加以區分，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和

嫌惡風水之間的相關程度。結果發現房仲人員對於嫌惡風水的認知、

其產生原因和銷售手法有顯著的差異；且仲介人員表示購屋者隨著宗

教信仰不同，其購屋時間和議價空間有所差異，其中以道教購屋者最

為明顯。另外，屋東會因為房屋存在嫌惡風水因素，而自動降低房價

6~8%。 

陳淑惠 (2004)利用台中市政府八期至十一期重劃區為研究之實

證區域，證明了路衝減損土地價格。莊鈺玲和花敬群(2008)以玄奘大

學財金系與工管系及育達商業技術學院畢業校友為問卷施測對象，運

用 EKB 消費者購買決策模型為研究架構，經過「需求確認」、「資訊搜

尋」、「選擇評估」、購買和「購後行為」一連串的消費過程，從中瞭

解風水因素如何影響購屋者的消費習慣及購買行為，他們發現風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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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購屋決策會因為消費者的年齡大小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為性別、

教育程度及宗教信仰而有所差別。 

另外，部分的嫌惡性設施也被視為嫌惡性風水，如火葬場、棺木

店、殯儀館或神壇廟宇等。李永展和何紀芳(1996)以問卷的方式調查

居住於台北地區的人民對於嫌惡設施的態度，發現火葬場、公墓、殯

儀館、屠宰場、垃圾掩埋場、煤氣供應站、監獄和機場都是高度的嫌

惡設施，平均有 80%的民眾反對該公共設施於住家附近。另外民眾因

為心理因素而不喜歡火葬場、公墓和殯儀館；認為公墓會破壞景觀，

殯儀館周圍飽受噪音所苦，火葬場則會污染空氣；且受訪民眾認為喪

葬設施會使附近的房價低落。另外如焚化爐、核能電廠、市場、宗教

設施等，一般的文獻認為是嫌惡性設施的，但在該文中的受訪者並沒

有強烈表達不願意接受，因為這些設施雖然具備負外部性但是在生活

上具有便利性或福利效益。在許多文獻中有提及殯葬相關的公共場所

往往會造成嫌惡現象，如陳川青(2002)、楊國柱(2003)和廖祥熙

(2005)。其中楊國柱(2003)提及因為一般民眾具有「人死為鬼」和「靈

魂不滅」這兩種觀念，使他們忌諱接近鬼魂進出的場所且造成心理不

安，再加上這些場所常常因辦理喪事而有噪音污染或焚燒紙錢而有空

氣污染，更讓民眾唯恐避之不及。 

第二節 特徵價格理論 

本篇文章主要建構在特徵價格理論上，該理論可將物品得屬性特

徵反應在價格上，在各個領域裡被廣泛的使用，這個汗馬功勞是何人

立下的呢？在二十世紀末就有兩篇文章爭論著「hedonic」一詞的歷

史，Goodman (1998)認為，特徵價格法由 Griliches(1961)在 60 年

代廣為推展，但是“hedonic＂一詞最早可以追溯至 1939 年 Andrew 

Court(1939)的文章，他發現汽車的價格無法用單一變數解釋，而在

汽車的特徵價格模型中，加入車子馬力、和車子淨重和車輪的軸距等

三個變數，以半對數的迴歸模型來解釋車子價格。然而在 Colwe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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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more(1999)認為 Haas(1922)比 Court 的文章早了 16 年，Haas 早

在 1922 年主要透過到城市的距離和城市規模大小來衡量美國明尼蘇

達的農地價格，在 Wallace(1926)用相同的方法衡量美國愛荷華州的

農地價格。另外 Colwell and Dilmore 認為 Court 可能由 Wallace 得

知研究方法，並應用在汽車市場上。 

Lancaster( 1966)提出新消費理論，替特徵估計奠定個體理論的

基礎，他認為對於商品的評價因人而異，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不是

從商品本身而是藉由商品特徵組合，使自己的效用得到滿足，因此新

消費理論解決了新推出的財貨或服務，市場上生產者訂價高低及消費

者支付費用多寡的問題。Rosen(1974)提出一套完整且有系統的特徵

價格模型(hedonic model)，其模型建立於消費者效用和生產者利潤

極大的假設之下，利用商品不同的特徵決定價格。對於個別特徵所願

意多支付的金額，為該屬性的影子價格(shadow price)，若將每個特

徵乘以其對應的隱含價格之加總，即可得到該商品的總價。由於房地

產的價格受到數種屬性特徵(attributes)的影響，且民眾因房地產的

屬性而有不同的需求，因而國內外文獻，依據特徵價格理論探討不動

產屬性對於其價格的影響，並配合計量經濟學上的迴歸模型，研究不

同的房屋特徵對於房價的影響。 

一般來說，其房屋特徵的範圍大體上可分為四大類：住宅屬性、

鄰里環境、城市屬性及經濟環境。住宅屬性包含坪數、樓層、屋齡、

房間數、衛浴數、房屋類型、車位及建材等因素，國內外依據住宅屬

性估計不動產價格的文獻有，林楨家和黃至豪(2003)及高文津

(2000)。其中林楨家和黃至豪(2003)探討台北捷運營運前後房地屬性

價格的變化，作者以 82 年到 84 年間及 86 年到 88 年間來區分為捷運

營運前後的時間點，選出 317 筆的有效樣本，再以傳統迴歸分析法估

計房地產屬性的特徵價格，結果發現：(1)面積、屋齡和至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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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等三項特性對於房價有顯著的影響。(2)捷運營運後，坪數對房

價的影響幅度更大，且房屋的折舊程度因而減緩。(3)在捷運營運前

後，市中心房屋面積對房價無影響，但市區邊緣者的差異較大。(4)

若以房屋類型而言，捷運營運是否會改變住宅面積與房屋折舊程度對

房價的影響，對於大廈建築較大，對於獨棟式影響較小，對於公寓式

則完全沒有影響。高文津(2000)以民國 85 到 88 年間嘉義蘭潭地區

32 棟透天住宅為研究對象，以特徵價格法估計住宅加裝人文、科技、

健康及人性設備對房價的影響。結果發現住宅中加裝具有人性的設

計、人文裝置或科技與健康設備，則會使房屋價格提升 115~180 萬左

右。 

鄰里環境包括道路寬度、距離公園、學校、市場、捷運及嫌惡設

施之距離等。國內研究捷運系統和路寬對於房價影響的文獻有林祖嘉

和洪得洋(1999)，該研究發現道路寬對對於房屋價格有正向的影響，

且對於商用型態的房屋其影響程度相較於其他住宅型態更大。另外，

鄰近捷運系統會提高其房屋價格，且距離和價格為負向關係。而在嫌

惡設施方面有 Smith and Desvousges(1986)，他們曾以問卷調查並

配合特徵價格，估算住戶遠離波士頓郊區有害廢棄物基地其單位空間

的願付價格，結果發現這些住戶每年願付每哩 330 至 495 美元之間遠

離廢棄物基地。 

在區域屬性方面，李育坤(1988)進行台北市地價變遷與空間分佈

之研究，結果發現台北市地價上漲趨勢，新市區增加幅度大於舊市

區，使得整體地價趨於平均。且除了距離都市中心和人口會影響地價

之外，法訂土地使用規定也是一大要素。另外捷運系統的開通減少沿

線地區的交通時間，交通可及性使得土地價值隨之增長。 

除了以上三種個體因素會對於房價產生影響外，其實總體因素也

會對於房價有顯著地影響，其中林秋瑾和黃佩玲(1995)研究總體因子

和房價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為股價和貨幣供給額為不動產價格領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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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指標，且對不動產價格有正向衝擊，而匯率和利率則為房地產

價格領先三個月的指標，此兩項總體因素對於房價有負向影響。藉由

觀察這四項變數可縮短對住宅價格變動的時間落差。且藉由變異數分

解得知藉由抑制股價和物價變動，對於房價平穩有較大成效。表 2-1

是彙總上述文獻探討對於不動產價格影響較重要的因素。 

 

表 2-1 影響不動產價格因素之文獻整理 

作者 研究對象 理論或

方法 

影響不動產價格之因素/研究結果 

Bourassa and 

Peng (1999)  

以 1986 年至 1996 年紐西

蘭華人居住區為樣本，研

究門牌號碼對住宅價格

的影響 

特徵價

格法 

門牌號碼 

Tam,Tso and 

Lam(1999) 

1996 年香港大埔東一帶

之十五個村落共 3400 戶

人家的普查資料，探討房

價與風水的關係 

 風水、交通可及性和房齡，以風水和

屋齡較為顯著。 

陳淑惠 (2004) 利用台中市政府八期至

十一期重劃區為研究之

實證區域，研究路衝對於

土地價格的影響 

特徵價

格法、

同步自

我迴歸

模型 

土地面積、臨道路的土地寬度、行政

區、商業區與否、距學校距離、距公

園距離、土地座向、角地、路衝、路

衝程度、容積率、臨路寬、標購日期

和外地得標者與否 

白金安(2002) 以高屏地區的居民為問

卷施測對象。 

問卷分

析 

隨宗教信仰、教育程度、和房屋類型

的不同，對於風水的見解有所差異，

進而使風水對房價影響程度也隨之不

同 

黃名義(2005) 以高雄市仲介從業人員

做為問卷的施測對象，分

析高雄市的房仲人員，看

待嫌惡風水的普遍態度 

問卷分

析 

房仲人員認為，購屋者隨宗教信仰不

同，對於風水的見解不同，而風水對

房價影響程度也隨之不同 

林秋綿(2007) 對從事相關行業的人員

進行訪查，探討風水因素

對房地產價格影響 

回顧文

獻和訪

談 

嫌惡風水會影響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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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影響不動產價格因素之文獻整理(續) 

作者 研究對象 理論或方

法 

影響不動產價格之因素/研究結

果 

莊鈺玲、花敬群

(2008) 

以問卷形式探討民眾對

風水的看法 

EKB 消費

者購買決

策 

對風水的態度，隨消費者的年齡

大小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為性

別、教育程度及宗教信仰而有所

差別。 

李永展、 

何紀芳(1996) 

以問卷調查台北地區的

居民對於嫌惡設施的看

法 

問卷調查 發現火葬場、公墓、殯儀館、屠

宰場、垃圾掩埋場、煤氣供應

站、監獄和機場都是高度的嫌惡

設施，平均有 80%的民眾反對該

公共設施於住家附近。 

高文津(2000) 以民國 85 到 88 年間嘉

義蘭潭地區 32棟透天住

宅之住戶，研究不同住

宅設備對於房價的影響 

特徵價格

法 

土地面積，建物面積、面臨馬路

寬度、至市中心的直線距離、住

宅人文屬性、住宅科技與健康屬

性及住宅人性屬性 

林楨家、 

黃至豪(2003) 

以台北地區 312 筆不動

產為樣本，比較捷運營

運前後房價的差異 

特徵價格

法、以傳

統迴歸和

模糊迴歸

為計量模

型 

面積、屋齡、離公共設施的距

離、離市中心的距離、經濟成長

率和物價指數 

林祖嘉、洪得洋

(1999) 

以 1994 年至 1997 年間

台北市都會區 3,730 筆

資料，研究道路寬度和

捷運系統對房價的影響 

特徵價格

法 

離捷運站距離、道路寬度、住建

物比率、嫌惡設施住宅型態、一

樓、頂樓、建材、房衛廳數、屋

齡、交易時間。 

Smith and 

Desvousges(1986) 

以問卷的形式調查波士

頓郊區民眾對於有害廢

棄物基地的態度 

特徵價格

法 

居住地與廢棄物基地距離 

李育坤(1988) 探討影響台北市地價的

各項因素之影響力 

次數分

配、相關

分析、時

間序列和

迴歸分析

距離、人口、法定土地使用強度

及捷運系統開發 

林秋瑾、黃佩玲

(1995) 

探討總體因素對於房價

的影響 

自我迴歸

模型 

股價、貨幣供給額、利率和匯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