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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風水對房價影響之實證研究分析 

    房價隨眾多房屋特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同價位的不動產購買

者對於房屋特徵的需求也會隨之不同，若僅用平均趨勢來描繪整體房

地產市場，可能會有所偏頗或受限，因此我們藉由分量迴歸刻畫不同

價位的房地產購買者對於房屋特徵的需求。 

    本研究由台灣某民營銀行所提供的資料中，挑選適合的變數，以

每 0.05 分量做一次分量迴歸，共計執行 19 次分量迴歸式，從中取分

量迴歸相關文獻常用的五個條件分量(0.1,0.25.0.5,0.75,0.9)及最

小平方法之迴歸係數值，依序列於表 5-1，探討各種不動產特徵對於

房價的影響。房價函數在最小平方法的 Adj-R
2
為 0.7768，分量迴歸

的 Pseudo-R
2
介於 0.4916 到 0.5870 之間。圖 5-1 以最小平方法和分

量迴歸係數所描繪出的圖，橫軸為各個分量，縱軸為估計所得的係數

值。最小平方法估計所得的結果為水平的實線，上下兩條水平需線為

其 95%的信賴區間；分量迴歸所得到的結果為實心的曲線，上下兩條

需線的曲線為其 95%的信賴區間。 

第一節 最小平方法和分量迴歸模型下，住宅特性對房價影

響的比較 

一、坪數 

在坪數方面，藉由表 5-1 我們可以發現最小平方法估計房屋面積

每增加一坪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為 1.87%，且為顯著。依據圖 5-1(a)

的分量迴歸結果顯示，隨著房價分量增加，坪數對於房價的正向影響

會更加激烈，表示在高價位的房屋增加坪數對於價格的影響更甚於低

房價者。另外，坪數對房價的影響在左尾分量的估計結果和最小平方

法的結果接近，但是右尾分量坪數對房價的正向影響力則較高。 

 二、路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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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祖嘉和洪得洋(1998)中，認為路寬為影響房價的因素之一。

透過表 5-1 我們可以發現，最小平方法估計房屋所面臨的道路寬度每

增加一公尺則住宅價格就會增加 0.43%，且為顯著。依據圖 5-1(b)

的分量迴歸結果顯示，隨著房價分量增加，道路寬度對於房價的正向

影響幅度會越來越大，表示在高價位的房屋所面臨的道路寬度越寬對

於住宅價格的正向影響比低價位者更劇烈，符合我們預期的結果。另

外，道路寬度對房價的影響在中央分量的估計結果和最小平方法的結

果接近，但是左尾和右尾分量道路寬度對房價的正向影響力則分別為

較低和較高。 

三、屋齡 

    屋齡代表房屋折舊，圖 5-1(c)發現最小平方法的結果，屋齡對

於房價有負向影響，且只能掌握中央分量下的訊息。藉由分量迴歸，

我們可以解釋不同分量下，屋齡對於房價的影響。整個圖形大致呈現

正斜率的走勢，表示在左尾分量上屋齡對房價的負向影響力幅度大；

在右尾分量上屋齡對房價的負向影響力幅度則較小。這可能是由於買

得起高房價的屋主，所得較高也較願意支付費用做裝潢或整修的工

程，符合我們的預期。 

四、頂樓或一樓 

由於位於一樓的住宅可及性高，頂樓住戶具有陽台使用權，視野

佳的因素，可能使得位於頂樓或一樓者比其他樓層者的房價高，因而

將這兩個變數納入模型中。發現一樓的變數顯著地符合我們的假設，

平均而言，一樓的房屋價格明顯地高出其他層位 15.61%。但是頂樓

卻不如我們預期會顯著地高於其他樓層，這可能因為位居於頂樓的住

戶，若防水或防曬設施沒有妥當設置，容易會有漏水或日曬的問題，

使人不願意居於頂樓。由圖 5-1(d)看出，一樓變數對房價的影響，

中央分量的估計結果與最小平方法相同，但在左尾分量下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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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右尾分量下正向影響大，顯示越有能力購買高價位房子的屋

主，對於一樓或頂樓的偏好越強。而頂樓變數在低價位反而會降低房

價，這可能是低所得者並沒有閒情逸致觀賞風景，又怕有日曬或漏水

的問題所致；相反地，購買得起高價位屋宅的消費者，可能透過整修

改善其住宅問題，且重視頂樓所具備之好視野和高隱密性，因此頂樓

因素會提升高價位房屋的價格。 

五、車位變數 

    相較於不包含車位的房屋，備有車位的房子會提高房屋的價格。

符合我們的預期。由圖 5-1(f)顯示，隨著分量的增加，是否具備車

位之條件對於住宅價格影響之變化趨勢不明確。 

六、公設比 

    若我們只是藉由最小平方法來解釋公設比率對於房價的影響，就

僅能解釋中央分量公設比對於房價的負影響。藉由分量迴歸我們可以

更清楚地描繪公設比是如何影響不同價位房屋的價格，圖 5-1(g)顯

示，低分量公設比對於房價的影響為負，符合過去文獻的結果。但是

於高分量的住宅而言，公設比對於房價的影響為正，且隨著分量的提

高，也就是公設比對房價的正影響幅度更加為提昇。本研究認為這是

由於高房價的房子，附有更高比例的公設，而購買高房價房屋的人們

對於公共設施的要求是更多的，所以導致公設比率和房價是呈現正相

關。 

七、房屋是否為鋼骨結構 

    由於鋼骨的成本高，因而以鋼骨建材對於房價有正的影響。藉由

圖 5-1(h)最小平方法和各分量係數所構成的圖形，我們可發現鋼骨

結構對房價的影響在左尾和中央分量上的估計結果和最小平方法結

果接近。且整個圖形大致上呈現負斜率，符合預期，亦即對低房價有

較大的影響力，高房價有較小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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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嫌惡設施 

    嫌惡設施為人所厭惡的，並希望這些設施最好不要出現在我家附

近，本研究嫌惡設施對於房價的影響為負，與過去文獻和預期相符。

透過圖 5-1(i)，發現分量迴歸所估計結果和最小平方模型的 95%信賴

區間幾乎重疊，亦即無論價位高低，嫌惡設施對於房價的影響程度相

去不遠。 

九、時間： 

    本文所用的資料為 2002 年-2007 年的資料，我們依時間將資料

切成 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及 2007 年，以

2007 年為基準組，發現 2002 年的房價平均最低，之後房地產景氣逐

漸回溫。 

十、房屋型態 

    本研究的房屋型態分為套房、公寓、大廈、透天厝、別墅和國宅，

以大廈為基本組，藉由表 5-1 顯示平均而言僅有透天厝和別墅價格高

於大廈，其餘三種房屋型態的房價都低於大廈。 

十一、區域 

    我們去除樣本數僅有一筆的台東縣後，將台灣本島分成 21 個縣

市，並以樣本數最多的台北縣為基本組，我們發現平均而言除了台北

市的平均房價高於台北縣，其他縣市皆顯著低於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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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最小平方迴歸模型與分量迴歸模型之估計結果 

模型 OLS    0.1      0.25    0.5    0.75      0.9   

變數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截距項 5.7624  833.16 ***   5.4750 375.71 ***   5.6067  636.55 *** 5.74  770.54 *** 5.8712  627.45 ***    5.9702 468.75 ***

坪數 0.0187  243.13 ***   0.0189  86.33 ***   0.0193  140.81 *** 0.02  154.21 *** 0.0196  170.50 ***    0.0201 124.30 ***

路寬 0.0043  25.20 ***   0.0023  7.96 ***   0.0033  17.58 *** 0.00  21.81 *** 0.0051  20.80 ***    0.0059  20.38 ***

屋齡 ‐0.0055  ‐34.29 ***  ‐0.0118  ‐31.58 ***  ‐0.0089  ‐37.48 *** ‐0.01  ‐37.66 *** ‐0.0037  ‐18.23 ***   ‐0.0017  ‐6.30 ***

一樓 0.1561  33.30 ***   0.0922  13.29 ***   0.1036  20.28 *** 0.15  26.98 *** 0.1897  26.40 ***    0.2321  30.42 ***

頂樓 0.0009  0.27     ‐0.0271  ‐4.16 ***   ‐0.0057  ‐1.32  0.01  2.38 ** 0.0192  4.78 ***    0.0188  3.96 ***

車位 0.1301  42.00 ***   0.1188  21.85 ***   0.1095  26.52 *** 0.11  31.27 *** 0.1304  33.18 ***    0.1134  29.12 ***

公設比 ‐0.0238  ‐1.78 *   ‐0.1393  ‐6.86 ***  ‐0.0663  ‐4.10 *** 0.01  0.53  0.0725  3.83 ***    0.0972  3.55 ***

鋼骨結

構 
0.1618  7.69 ***   0.1836  5.45 ***   0.1554  6.38 *** 0.19  8.78 *** 0.1071  5.79 ***    0.0595  1.87 * 

鄰嫌惡

設施 
‐0.0657  ‐9.41 ***   ‐0.0407  ‐2.68 ***  ‐0.0493  ‐5.75 *** ‐0.05  ‐5.25 *** ‐0.0737  ‐7.57 ***   ‐0.0720  ‐6.61 ***

路衝 ‐0.0102  ‐0.98      0.0205  1.13      0.0131  0.90  0.00  ‐0.39  ‐0.0061  ‐0.46     ‐0.0162  ‐1.19 

無尾

巷、巷弄

狹窄或

基地低

於地面 

‐0.0595  ‐7.54 ***   ‐0.0238  ‐0.92     ‐0.0277  ‐2.35 ** ‐0.04  ‐4.22 *** ‐0.0505  ‐4.13 ***   ‐0.0511  ‐4.13 ***

鄰高架

橋 
‐0.0427  ‐4.76 ***    0.0016  0.07      0.0026  0.29     ‐0.02  ‐2.54  ** ‐0.0739  ‐7.07 ***   ‐0.1071  ‐8.75 ***

鄰棺木

店、殯儀

館、墳墓 

‐0.0826  ‐5.06 ***   ‐0.1273  ‐4.04 ***   ‐0.0688  ‐2.34 ** ‐0.08  ‐3.01 *** ‐0.0257  ‐1.04     ‐0.0228  ‐1.62 

鄰神壇

或廟宇 
‐0.0350  ‐3.86 ***    0.0267  1.48     ‐0.0023  ‐0.20  ‐0.03  ‐4.53 *** ‐0.0383  ‐4.04 ***   ‐0.0628  ‐5.16 ***

位居四

樓 
‐0.0398  ‐10.77 ***   ‐0.0405  ‐6.74 ***   ‐0.0331  ‐8.28 *** ‐0.04  ‐9.94 *** ‐0.0412  ‐8.41 ***   ‐0.0333  ‐5.81 ***

套房 a ‐0.3925  ‐57.66 ***   ‐0.4260  ‐24.79 ***   ‐0.3959  ‐45.58 *** ‐0.39  ‐46.87 *** ‐0.3503  ‐32.46 ***   ‐0.2937  ‐23.50 ***

公寓 ‐0.0543  ‐15.06 ***   ‐0.0282  ‐4.19 ***   ‐0.0230  ‐5.71 *** ‐0.03  ‐8.36 *** ‐0.0529  ‐12.51 ***   ‐0.0755  ‐12.53 ***

透天厝 0.3986  82.50 ***    0.2866  32.30 ***    0.3378  52.24 *** 0.40  62.10 *** 0.4511  65.82 ***    0.4663  54.77 ***

別墅 0.3404  46.34 ***    0.2414  19.40 ***    0.2652  29.94 *** 0.32  38.75 *** 0.3886  43.66 ***    0.4084  31.30 ***

國宅 ‐0.1970  ‐30.26 ***   ‐0.1810  ‐13.54 ***   ‐0.1828  ‐24.13 *** ‐0.21  ‐22.28 *** ‐0.2016  ‐18.53 ***   ‐0.1909  ‐17.94 ***

基隆市
b
 ‐0.6126  ‐71.68 ***   ‐0.5705  ‐46.58 ***   ‐0.6189  ‐78.11 *** ‐0.63  ‐70.16 *** ‐0.6550  ‐92.38 ***   ‐0.6639  ‐32.76 ***

台北市 0.4877  129.09 ***    0.4619  57.33 ***    0.4680  93.96 *** 0.48  107.59 *** 0.5106  97.42 ***    0.5402  79.43 ***

桃園縣 ‐0.5112 ‐127.85 ***   ‐0.4320  ‐68.19 ***   ‐0.4785 ‐103.54 *** ‐0.51 ‐114.24 *** ‐0.5349 ‐100.03 ***   ‐0.5399  ‐88.31 ***

新竹市 ‐0.4039  ‐55.21 ***   ‐0.4016  ‐22.86 ***   ‐0.3732  ‐34.93 *** ‐0.40  ‐59.16 *** ‐0.4290  ‐47.82 ***   ‐0.4332  ‐32.07 ***

新竹縣 ‐0.5450  ‐73.37 ***   ‐0.4703  ‐33.86 ***   ‐0.5108  ‐62.34 *** ‐0.55  ‐63.84 *** ‐0.5736  ‐74.42 ***   ‐0.5829  ‐7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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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最小平方迴歸模型與分量迴歸模型之估計結果(續) 

模型 OLS    0.1      0.25    0.5    0.75      0.9   

變數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苗栗縣 ‐0.7407  ‐65.70 ***   ‐0.6499  ‐23.36 ***  ‐0.6850  ‐50.55 *** ‐0.74  ‐59.54 *** ‐0.7964  ‐52.15 ***   ‐0.7947 ‐36.94 ***

台中市 ‐0.5646 ‐140.15 ***   ‐0.4763  ‐78.70 ***   ‐0.5229 ‐116.14 *** ‐0.57 ‐141.74 *** ‐0.6144 ‐132.58 ***   ‐0.6506 ‐108.78 ***

台中縣 ‐0.7118 ‐115.35 ***   ‐0.6068  ‐57.15 ***  ‐0.6619  ‐98.74 *** ‐0.73 ‐106.95 *** ‐0.7634 ‐114.68 ***   ‐0.7860  ‐79.44 ***

南投縣 ‐0.7748  ‐36.77 ***  ‐0.7111  ‐22.94 ***   ‐0.7297  ‐18.03 *** ‐0.76  ‐45.97 *** ‐0.8139  ‐27.59 ***   ‐0.8267  ‐23.73 ***

彰化縣 ‐0.8081 ‐117.97 ***  ‐0.7121  ‐65.14 ***   ‐0.7661  ‐84.53 *** ‐0.81 ‐127.17 *** ‐0.8602  ‐84.88 ***   ‐0.8662  ‐81.44 ***

雲林縣 ‐1.0238  ‐71.56 ***   ‐0.9969  ‐25.39 ***   ‐1.0236  ‐48.95 *** ‐1.01  ‐55.22 *** ‐1.0233  ‐68.88 ***   ‐1.0431  ‐38.10 ***

嘉義市 ‐0.8110  ‐79.88 ***   ‐0.7580  ‐52.03 ***   ‐0.7603  ‐66.80 *** ‐0.81 ‐120.51 *** ‐0.8708 ‐100.07 ***   ‐0.8891  ‐55.73 ***

嘉義縣 ‐1.0783  ‐66.20 ***   ‐1.0243  ‐25.12 ***   ‐1.0407  ‐44.62 *** ‐1.07  ‐48.19 *** ‐1.0756  ‐40.60 ***   ‐1.1197  ‐53.84 ***

台南市 ‐0.7518 ‐144.86 ***   ‐0.6692  ‐68.96 ***   ‐0.7069 ‐119.61 *** ‐0.75 ‐138.45 *** ‐0.7977 ‐112.68 ***   ‐0.8083  ‐80.65 ***

台南縣 ‐0.8943 ‐148.52 ***   ‐0.7977  ‐60.14 ***  ‐0.8422 ‐118.06 *** ‐0.89 ‐159.04 *** ‐0.9439 ‐132.51 ***   ‐0.9716 ‐118.26 ***

高雄市 ‐0.5581 ‐129.66 ***   ‐0.5568  ‐73.17 ***  ‐0.5814 ‐104.70 *** ‐0.59 ‐102.37 *** ‐0.5194  ‐59.53 ***   ‐0.4640  ‐53.39 ***

高雄縣 ‐0.7466 ‐122.36 ***   ‐0.7356  ‐75.16 ***   ‐0.7346  ‐79.91 *** ‐0.73 ‐131.24 *** ‐0.7697  ‐87.17 ***   ‐0.7766  ‐69.40 ***

屏東縣 ‐0.9091  ‐78.81 ***   ‐0.8330  ‐37.28 ***   ‐0.8887 ‐100.59 *** ‐0.92  ‐62.11 *** ‐0.9718  ‐54.85 ***   ‐0.9715  ‐54.81 ***

花蓮縣 ‐0.8106 ‐102.24 ***   ‐0.7074  ‐59.79 ***   ‐0.7511  ‐92.36 *** ‐0.81 ‐106.44 *** ‐0.8689 ‐107.82 ***   ‐0.8972  ‐77.04 ***

宜蘭縣 ‐0.6652  ‐71.13 ***   ‐0.5840  ‐34.53 ***  ‐0.6165  ‐49.22 *** ‐0.66  ‐60.07 *** ‐0.6969  ‐75.01 ***   ‐0.7118  ‐67.43 ***

2002(c)  ‐0.3228  ‐65.09 ***   ‐0.3001  ‐34.57 ***   ‐0.3182  ‐48.64 *** ‐0.32  ‐50.83 *** ‐0.3213  ‐45.48 ***   ‐0.2921  ‐32.50 ***

2003  ‐0.3047  ‐61.99 ***   ‐0.2864  ‐32.39 ***   ‐0.2923  ‐46.98 *** ‐0.29  ‐45.20 *** ‐0.2913  ‐42.93 ***   ‐0.2886  ‐34.96 ***

2004  ‐0.2273  ‐52.23 ***   ‐0.1795  ‐27.31 ***   ‐0.2034  ‐34.95 *** ‐0.22  ‐41.12 *** ‐0.2369  ‐37.77 ***   ‐0.2308  ‐30.47 ***

2005  ‐0.1684  ‐38.73 ***   ‐0.1105  ‐17.49 ***  ‐0.1413  ‐25.00 *** ‐0.16  ‐32.47 *** ‐0.1822  ‐34.64 ***   ‐0.1818  ‐23.89 ***

2006  ‐0.0966  ‐19.05 ***   ‐0.0517  ‐6.50 ***  ‐0.0777  ‐12.61 *** ‐0.09  ‐15.04 *** ‐0.1026  ‐15.88 ***   ‐0.1059  ‐14.74 ***

AdjR2/Ps

eudo 
 0.7768       0.4916     0.5215  0.5435  0.5565      0.5870  

樣本數   77624       77624     77624   77624   77624     776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註: 

(a) 房屋型態標準組：大廈 

(b) 縣市標準組：台北縣 

(c) 年份標準組：2007 

(d) 由*,**,***之係數分別代表該係數在 90%,95%與 99%顯著水準下顯著異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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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5-1、住宅特性對房價影響於最小平方迴歸與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及 95%信賴區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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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和過去相關文獻相比，發現本研究的 Adj-R
2
為 0.7768，

而 Pseudo-R
2
介於 0.4916 到 0.5870 之間，而張怡文(2007)研究模型

之 Adj-R
2
為 0.7772， Pseudo-R

2
介於 0.4771 到 0.5764 之間，兩篇

研究之整體模型解釋能力相似。
10
 

                                                       
10張怡文(2007)其研究區域為台北市，期間從 2004 年 Q1 至 2005Q2，該研究在選

取樣本除了刪除缺失值和不合理樣本外，也剔除掉 5分位數以下和 95 分位以上

的樣本數，保留的樣本量共計 3270 筆，該研究變數納入坪數、坪數平方、房間

數、衛浴數、屋齡、屋齡平方、是否為一樓、是否為頂樓、舊都市中心、新都市

中心、東郊區、北郊區和時間變數。 

圖5-1、住宅特性對房價影響於最小平方迴歸與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及95%信賴區間(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g) (h) 

(i) 



 53

另外，在解釋變數部分，本文相較於 Smith and Desvousges 

(1986)、 林祖嘉及洪得洋(1999)、林祖嘉、馬毓駿(2007)、與張怡

文(2007)對房價可解釋的變數，本研究的住宅特徵對於房價的影響大

致與這四篇文獻相符，即坪數、路寬、一樓、頂樓、車位、公設比、

距嫌惡設施的遠近及鋼骨結構對於房價都有正向的影響。 

    在分量部分，國內外相關文獻甚少，僅能與張怡文(2007)研究模

型的解釋變數互相比較。
11
在是否有車位之解釋變數方面，張怡文

(2007)的車位對於房價的邊際影響力，會隨房屋價位的增加而使正向

影響力隨之增加，而本文車位變數在不同房價下，其正向影響力沒有

一致的增加或減少。然而，對於是否位於一樓或頂樓的解釋變數，兩

篇研究都隨著房屋價位的增加，一樓和頂樓之解釋變數對於不動產價

格的正向影響幅度都會隨之提高。在坪數和屋齡對房價的邊際影響力

方面，張怡文(2007)在不同價位下所產生的邊際效果為高低不一；而

本研究坪數和屋齡對於房價的影響，會隨房屋價位的增加，而有一致

性的影響，亦即隨著價位的增加，坪數對於房價的正向影響更加激

烈；而屋齡對於房價的負向影響卻趨緩。 

另外，相較兩篇研究之變數在分量迴歸和最小平方法之 95%信賴

區間，發現張怡文(2007)坪數、屋齡、一樓及頂樓變數於分量迴歸和

最小平方法之 95%信賴區間幾乎相互重疊，沒有太大差異，表示分量

迴歸對於坪數和屋齡之解釋能力和最小平方法相去不遠；而本文兩種

迴歸模型的 95%信賴區間重疊部分較少，代表引進分量迴歸，對於該

變數對房價的解釋能力更加具有說服力。 

 

 

 

                                                       
11請參考張怡文(2007)，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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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最小平方法與分量迴歸模型下，風水因子對於房價

影響的比較 

一、 路衝 

路衝為本研究關注對房價影響的嫌惡風水之一，藉由最小平方法

發現路衝對房價的負影響不顯著異於零。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顯示，

路衝對房價的影響，隨價位的增加，路衝對於房價的負影響更加激

烈。但是最小平方法和分量迴歸之估計係數的 95%信賴區間重疊，表

示各分量下的迴歸估計結果與最小平方法相同。 

二、 位居無尾巷、基地低於路面及臨狹窄巷弄： 

當住宅位居無尾巷、住家基地低於地面或房屋所面臨的巷弄狹窄

時，平均地使房價折抵 5.95％，顯著異於 0，見表 5-1。分量迴歸的

估計結果顯示，位居無尾巷、基地低於路面及臨狹窄巷弄對房屋價格

的影響隨著房價分量而改變。該嫌惡風水設施對房屋價格的影響在中

央或右尾分量的估計結果與最小平方法的結果接近，但左尾分量上該

變數對於房價的負向影響幅度較小，且不顯著異於 0。由圖 5-1(b)

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對於高價位的房屋位居無尾巷、基地低於路

面或臨狹窄巷弄這三種嫌惡設施使房價下降的幅度高，低房價則價格

減少幅度較小，亦即購買高房價住宅的消費者比購買低房價者更加厭

惡這三種嫌惡風水設施。 

通常購買高價位的消費者，其所得較高可能在商界或政界都佔有

一席之地，此結果與瞿海源(1999)的觀點一致，即所得愈高者或官位

愈高者對於風水的因素是愈在乎的。 

三、 臨高架橋： 

猶如一把利刀攔腰斬過住宅的高架橋，在風水學上為人所厭惡。

我們利用迴歸模型分析高架橋對房價產生的折價效果，發現平均而言

當住宅鄰近高架橋，房屋價格就會減少 4.27%，顯著異於 0。在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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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下高架橋對於房價的影響效果不顯著異於 0，但在中央及右尾分

量上該風水因子對於房屋價格折減幅度大，且效果顯著。在中央分量

上高架橋會使房屋價格下跌 2%；於第 0.75 分量，面臨高架橋的房子

其價格會減少 7.39%；價位於第 0.9 分量，其房屋價格折價 10.71%。

我們從圖 5-1(c)顯示面臨高架橋對於高價位房屋折價比低價位者

多，由此可知購買得起高價位房屋的消費者對於該嫌惡設施更加避而

遠之。 

四、 鄰近臨墳墓、殯儀館或棺木店： 

    墳墓、殯儀館或棺木店等這三種喪禮相關之設施及場所，總是帶

給人陰森森的印象，更有人認為這些地方陰氣叢聚，因此一般民眾必

會住在這些地方附近。在台灣平均而言，鄰近於此三種嫌惡風水，房

價會顯著地下降 8.26%。但分量迴歸顯示，墳墓、殯儀館或棺木店對

於中低價位的房屋折價幅度大於高價位者，位於第 0.1 分量，鄰近這

三種嫌惡設施房價會降低 12.73%；在第 0.25 分量時，房價因此下降

6.88%；第 0.5 分量，房價因鄰近喪禮相關設施而減少 8%；而在右尾

分量上鄰近殯葬相關設施對於房價的影響，呈現不顯著異於 0。此結

果顯示，低房價購屋者可能較相信「人死為鬼」和「靈魂不滅」，而

對房屋折價幅度大於高價位者。 

五、 神壇或廟宇旁： 

在國人宗教的概念中，廟宇或神壇是容易凝聚陰氣，又會舉辦大

型法會和祭典擾亂鄰居安寧，一般人皆避而遠之。透過最小平方迴歸

模型知曉鄰近廟宇或神壇者會使房價平均折減 3.5%，且顯著異於 0。

透過分量迴歸，發現神壇和廟宇對於房價的影響在中央分量的估計結

果與最小平方法相接近。另外，左尾分量位居神壇或廟宇旁會折減其

價格，但是其效果不顯著異於 0；位於第 0.5 分量，廟宇和神壇因素

會使房價下降 3%；在第 0.75 分量下，該因素會使價格減少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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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0.9 分量下，房屋會因而折價 6.28%。由圖 5-1(e)可發現，隨著

房價分量的增加，神壇和廟宇對於房價的影響會越來越劇烈。 

六、 位居四樓 

數字「四」為中國人所避諱的數字，手機號碼、車牌號碼、門牌

號碼中都不喜歡有「四」字。本研究也欲驗證國人於購屋時是否會避

諱四樓，而造成四樓的房價普遍較低。最小平方迴歸模型顯示一般而

言，位居四樓的房屋價格較其他樓層降低了 3.98%，顯著異於 0。透

過圖 5-2(f)發現，最小平方法所得係數值之 0.95 信賴區間，大致上

都包括該變數在每個分量下之係數值，亦即表示最小平方迴歸模型足

以解釋該因子的效果。 

    另外，我們藉由嫌惡風水分量間的差異檢定，瞭解風水因子對於

不同價位下的房子影響是否有所差異，進而知曉所得的民眾對於嫌惡

風水設施的態度。透過表 5-2 發現，民眾對於位居四樓為普遍厭惡；

但對於路衝、位居無尾巷、狹窄巷弄、基地於地面處、鄰高架橋、鄰

棺木店、墳墓、殯儀館、廟宇和神壇，這些風水因子會隨著房屋的價

位的不同所產生的影響也會有所差異。 

本研究結果，嫌惡風水設施對高價位房子折減的幅度大於低房

價，可呼應瞿海源(1999)之研究，其認為高所得者在官場或商場上所

面臨的不確定大，欲讓心靈有所寄託而更相信風水術數。 

表 5-2、嫌惡風水分量間的差異檢定表 

分量 (0.1,0.5)    (0.1,0.9)    (0.25,0.75)    (0.5,0.9)   

路衝 2.15    3.08  *  1.53    0.52   

無尾巷、巷弄狹窄

或基地低於路面 

0.58    0.95    2.86  *  0.35   

鄰高架橋 1.56    21.37  ***  40.77  ***  37.00  *** 

鄰棺木店、墳墓或

殯儀館 

1.82    9.70  ***  1.80    5.03  ** 

鄰神壇或廟宇 11.22  ***  18.00  ***  9.80  ***  6.94  *** 

位居四樓 0.30    0.96    2.47    0.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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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風水因子對房價影響於最小平方迴歸與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及95%信賴區間(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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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對於部分房屋特徵和嫌惡風水因子，最小

平方法就能解釋所有分量下的效果，例如：房屋否為鋼骨結構、鄰近

嫌惡設施、路衝、房屋位居無尾巷、座落於狹窄巷弄中或基地低於路

面、居住在四樓的住宅、房子鄰近棺木店、殯儀館或墳墓等。但仍有

部分變數可藉由引入分量迴歸模型更清楚地描繪隨著房價分量的變

化，各房屋特徵和嫌惡風水因子對於房價影響的趨勢，如坪數、路寬、

屋齡、位居一樓、位居頂樓、附有車位、公設比率、住宅鄰近高架橋

或位於廟宇或神壇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