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購屋者外部搜尋管道與搜尋期間之探討∗ 

要完整呈現購屋搜尋行為，除搜尋期間的討論外，外部搜尋管道的選

擇行為也不容忽視。在第三章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仲介服務

確實對搜尋期間有影響，但尚未對管道選擇行為加以討論，更何況購屋者

可獲取資訊之管道不僅仲介。因此，本章將針對購屋外部搜尋管道的選擇

行為與搜尋期間之關係進行探討。 

第一節 外部資訊搜尋管道類型之選擇與搜尋期間 

依據 Kolter(2003)的說法，消費者可以透過四個管道來獲取資訊，包括

個人來源(personal sources)、商業來源(commercial sources)、公共來源(public 
sources)與經驗來源(experience sources)，且搜尋行為包括多個面向，包括搜

尋期間、搜尋管道等。就高度複雜的購屋決策來說，購屋者可能獲取個案

資訊的管道相當多，但過去相關研究，多著重於討論仲介對購買決策的影

響(李春長與張金鶚,1996；Anglin,1997；周美伶與張金鶚,2005)，未討論資

訊管道差異可能造成的影響。 

參考 Kolter(2003)的說法，可以劃分為個人來源(即親友推薦)、商業來

源(包括報章雜誌、電視、網際網路、仲介、代書、傳單等)、公共來源(包
括中立機構的研究報告、消費者保護相關機構等)，以及經驗來源(即過去購
買或使用經驗)。其中，個人來源(人際傳播)及商業來源(大眾傳播媒介)均屬
於外部搜尋(external search)的資訊來源 (Assael,1992；Kolter,2003)，兩者對

於消費者決策的影響上有不同的功效。個人來源常被採用，主要原因在於

其非商業特性，即資訊傳播者與銷售者獨立(即無關) (Arndt,1967)，以及取
得便利(Bettman et al.,1990)。 

通常消費者會在資訊超載、高知覺風險、評估新產品或新服務時、選

擇專業性服務，以及產品複雜度增加且缺乏客觀具體評估準則時，傾向選

擇使用個人來源。依據相關研究，在風險中立的假設前提下，個人來源的

使用，有助於降低知覺風險，增加消費者自信程度，因為口語傳播有更多

的機會可以去澄清與回饋(Hugstand et al.,1987；Crane and Lynch,1988；
Murray,1991；Bansal and Voyer,2000)。Schmidt and Spreng(1996)更進一步提
出環境不確定性與個人來源偏好為正相關。房屋屬於耐久經驗品，且具有

高度異質性、昂貴性且重複購買頻率低，為家戶或個人重大決策，加上房

屋市場資訊非完全公開透明，環境不確定性高。依據 Derbaix(1983)研究發
現，消費者對於耐久經驗品有較高的財務風險，而房屋即屬於耐久經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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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購屋屬於環境不確定高且知覺風險高的決策 59。 

當購屋者面對較高知覺風險時， Cox(1967)發現消費者會依賴自己過
去的經驗和他人的經驗，以降低購買的不確定性。Kiel and Layton(1981)以
汽車為研究對象，更進一步發現經驗會影響外部資訊管道的選擇，即較少

購車經驗者，傾向依賴個人來源。Hugstand et al.(1987)的研究也指出，當消
費者購買決策的知覺風險提高時，個人來源比起非個人來源的資訊顯的更

重要，也就是說知覺風險會影響消費者的外部資訊管道之選擇，消費者對

於個人來源有較高的信賴感，所以會尋求個人來源中關於產品的資訊或購

買的經驗與建議，以降低購買時的知覺風險。 

但以房屋市場現況來看，房屋具有異於一般消費性商品的特性，個人

來源是否具有同樣的影響力，值得深入討論。依據 Nelson(1970) 的理論及

Urbany and Weilbaker(1987)的研究發現，對於經驗財之房屋來說，個人來源

在購買決策中確實扮演較重要的角色。依據Maclennan and Wood(1982)的研
究發現，對該地區熟悉的搜尋者，傾向選擇搜尋親朋好友的意見，即個人

來源。對該地區不熟悉之新進入者，則傾向選擇正式管道(包括報紙、櫥窗
廣告、仲介、地主或房東，以及出租公司)，即商業來源。前述結果顯示對

於購屋來說，購屋者個人經驗會影響外部資訊管道之選擇，並隱含個人來

源之使用，與個人社會網絡有關 60。 

而個人來源之使用對購屋搜尋期間是否有影響？則缺乏直接可供參考

的研究結果。回顧前述知覺風險與管道選擇行為之相關文獻時發現，相較

於商業來源，消費者對個人來源有較高的信賴度，有助於降低知覺風險。

因此，在消費者為風險中立者的假設前提下，知覺風險與搜尋期間為正相

關(Taylor,1974；Betty and Smith,1987 ；Moore,1995)。因此，個人來源似乎

可能減少對資訊再度求證的搜尋期間。故建立本研究之假說八如下： 

假說八：常使用含個人來源的購屋者，較常使用商業來源之購屋者，有較

短之搜尋期間。 

                                                 
59Arndt(1976b)與 Bansal and Voyer(2000)認為知覺風險應包括財務(financial loss)、績效
(performance loss)、心理(psychological loss)、社會(social loss)與功能(convenience loss)上的
風險。房屋具有高度異質性、昂貴性且重複購買頻率低，為家戶或個人重大決策，加上房

屋市場資訊非完全公開透明，環境不確定性高。因此，對購屋者而言決策錯誤造成的影響

極大，故推論購屋具有知覺風險並無不妥。 
60同區遷移之購屋者，因對該地區較為熟悉，除可能對地區次市場較為瞭解外，也可藉由

以往所建立當地的社會網絡關係，去尋求相關資訊與建議。而個人來源就是一種社會化行

為(Writz and Chew,2002)。人們存在著社會性歸屬與認同的需求，口碑傳播的互動與訊息
交流，就是提供滿足此社會性需求的重要方法。研究中發現消費者多半是在與他人交談

中，獲取產品與服務的相關資訊。(Katona andMueller,1954；Katz and Lazarsfeld,1955；Price 
and Feick,1984)，尤其是家人、朋友或鄰居等熟悉的親友(Bayus,1985)。 



第二節 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一、資料說明 

本研究所採用之資料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

中心共同進行之「台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資料期間為 2005 年第三季。

該資料包括已購屋者與尚在搜尋者之資料，由於尚在搜尋者尚未完成搜

尋，難以確認在購屋前最常用之管道。且已購屋者是透過銀行進行調查，

包括有無透過仲介購屋者，而尚在搜尋者資料是透過仲介門市進行調查，

可能產生抽樣偏誤，故本研究僅採取已購屋者資料進行實證，且因本研究

主要探討資訊管道使情形，故剔除資訊管道未填寫者，有效問卷為 1315份。 

該問卷中針對已購屋者詢問其購屋過程最常使用的管道，選項包括親

友推薦、報章雜誌、電視、網路、仲介店面、代書、傳單、路過與其他。

依據本研究先前對不同搜尋管道類型特性之描述，親友推薦屬於個人來

源，其餘均屬商業來源。商業來源中之告知性管道，包括報章雜誌、電視、

網路、傳單與路過，說服性管道則包括仲介店面與代書，至於「其他」選

項無人填答。而仲介店面列入說服性管道，該仲介店面包含兩個意涵，一

為張貼或放置於仲介店面外頭之廣告或專刊，一為購屋者直接進入仲介店

面進行洽詢。因目前台灣並沒有聯賣制度，購屋者無法像看到一般出售廣

告，可以直接自行與賣主接觸。仲介店面所張貼之廣告或是發送之仲介專

刊，內容僅對個案最簡單描述，屬告知性管道，購屋者若想進一步知道更

多資訊或是看屋，則需要透過仲介進行瞭解。由此可以發現仲介店面很難

加以歸類，僅能列入商業來源。 

而就實際情況來說，告知性管道與說服性管道，常是相互搭配使用且

相輔相成的 61。加上受限於資料缺乏建商或代銷之問項，未完全囊括所有

的說服性管道，難以在實證時，就所有資料之商業管道進一步區分為告知

性管道與說服性管道。雖然以往相關研究中，並未提到建商或代銷之銷售

                                                 
61依據資料可以發現購屋者主要使用之資訊管道包括個人來源、商業來源之告知性管道、

商業來源之說服性管道、以及混合來源等四種類型。其中告知性管道與說服性管道，為避

免資料可能存在的偏誤並不細分，仍以商業來源視之。而以實際住宅市場行銷管道來看，

房屋銷售消息通常會同時出現在 DM、看板、報章雜誌廣告、網路等告知性管道，以及仲

介、建商或代銷人員等說服性管道。例如，預售屋或新成屋的銷售消息會同時出現在 DM、
看板、報章雜誌廣告等告知性管道，以及建商或代銷人員等說服性管道。加上前述資料上

的限制，因此，就購屋者最常使用的管道來說，很難將告知性管道與說服性管道硬加以劃

分開來，兩者常是搭配使用與相輔相成的。故本研究在實證時，不將商業來源作進一步的

細分，並配合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將管道區分為個人來源、商業來源，以及混合來源，

並將個人來源與混合來源合併為「含個人來源」與「未含個人來源」，雖有未盡完善之處，

但應無不妥之處，此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待後續若有新研究資料，才能做進一步的討

論。故本研究進行後續實證時，主要以含個人來源與未含個人來源（即商業來源）二種管

道類型進行分析。 



人員可能對搜尋管道選擇或搜尋期間產生影響，但仍有可能使得實證時，

預售屋購屋者的搜尋管道選擇行為時有所偏頗。為避免可能研究偏誤的產

生，以及本研究主要重點為討論個人來源在購屋搜尋行為上的影響。因此，

本研究在後續實證時，不將商業來源作進一步的細分，而將管道區分為含

個人來源（包括個人來源與混合來源）、未含個人來源（即商業來源）兩種，

探討重點放在含個人來源、未含個人來源之管道與搜尋期間之關係，此為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二、實證模型與變數說明 

本研究所採用之資料雖未包含右方設限 (right censored)之資料，但依

據以往購屋搜尋期間之研究結果(李春長與張金鶚,1996；周美伶與張金

鶚,2005；周美伶,2005)，發現該類搜尋期間之資料型態非屬常態性資料，

無法採用一般常態分析方法進行分析，故本章採用存活分析法 62。實證模

型同(3-3)式，其中， iT 為表示個體 i停止搜尋購屋的隨機變數，µ為平均數，

xxx ili β ′=,...,1 為解釋變數，共有 l個， βββ ′=l,...,0 為解釋變數之估計值，

σ 為 scale的參數， Wi =ε 為誤差項的隨機分配若直接採用一般常態分析方

法進行分析，可能產生係數高估的情況，故本研究採用存活分析法有其正

當性。。 

WxxxTY illii σβµσεβββ +′+=++++== 1110 ...)ln(           (6-1) 

本研究以搜尋成本與效益的觀點，來探討不同管道對搜尋期間的影

響，因此，實證模型之被解釋變數為搜尋期間代表搜尋成本，解釋變數除

搜尋管道外，以買賣價差(即購買支出的節省)與單價作為搜尋效益之替代變

數。其餘則參考搜尋期間相關研究(Wood and Maclennan,1982；Betty and 
Smith,1987；Anglin,1997；周美伶與張金鶚,2005；周美伶,2005)，並考量房

屋市場的特性，納入可能影響搜尋期間之因素，包括購屋目的、單價與區

域變數以為控制。關於變數之說明與預期符號說明如下： 

（一）搜尋期間 

為被解釋變數，單位為月。 

（二）外部資訊搜尋管道 

為類別變數，以個人來源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商業來源」、

「混合來源」。依據假說九之推論，購屋者最常使用之管道不同，其搜尋

                                                 
62採用存活分析法之原因，在於存活分析法為探討與時間有關之事件時，一般常用的計量

研究分析方法(Cox and Oakes, 1984； Allison, 1984)。在有關期間估計的實證分析中，受限
於抽樣的時間，常會遇上觀察值被設限的問題，導致部分觀察值不完整的情況。而存活分

析法之優點，在於可以處理二項多元迴歸所無法處理的資料，即樣本資料發生設限的情形

(censoring data)，以及會隨時間變動的解釋變數資料(time-vary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期間應有差異。 

（三）搜尋效益 

指的是買賣價差。買賣價差為賣方開價減去實際購買總價，單價為實際

購買總價除以實際購買坪數，單位為萬元⁄坪，兩者均為連續變數，且為能

更敏銳找出價格變化的影響，均取對數。當買賣價差越大時，表示搜尋效

益越大，購買決策錯誤之成本越高，所以消費者越願意投入更多的搜尋。

依據 Betty and Smith(1987)、Anglin(1997)、周美伶(2005)之研究，搜尋期間
與搜尋效益為正向關係，故預期符號為正。 

（四）透過仲介購屋 

透過仲介購買者，不一定最常使用說服性管道，可能經過一段時間透過

傳單、看板、仲介店面廣告等告知性管道搜尋後，發現欲購買的個案剛好

目前委託仲介銷售，而透過仲介購買。因此，實證資料之問項中，「仲介

店面」應不等同於「透過仲介購屋」，不宜將兩者合併或互為替代，應納入

「透過仲介購屋」於實證模型中，以為控制 63。 

（五）購屋目的 

為類別變數，區分為自住者與非自住者。依據McCarthy (1982)、Betty and 
Smith(1987)，與周美伶與張金鶚(2005)之研究，發現目的確實會影響搜尋期
間，故以自住者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自住者」，且對於自住型購

屋者來說，因為購屋主要供自己或家戶居住使用，房屋服務水準高低切身

相關，預期符號為正。 

（六）所得 

所得可能影響對知覺風險之感受，以及管道之選擇(Spence et al.,1970；
Betty and Smith,1987；張愛華與蘇振昌,2000)，因此，納入所得變數。本研

究主要受限於資料，無法取得真實所得之連續性資料，只能放棄所得之邊

際效果，改採用虛擬變數方式，將家戶平均月所得區分為低、中、高所得，

                                                 
63由下表所採用實證資料的敘述性統計，發現仍有一定比例的購屋者，透過仲介購買但最

常使用告知性管道，或是最常使用告知性管道與說服性管道。因此，問項中的「仲介店面」

應不等同於「透過仲介購屋」，不宜將兩者合併或互為替代。故本研究仍納入「透過仲介

購屋」於實證模型中，以為控制。 

透過仲介購買

是否最常使用仲介門市 
否 是 合計 

否 391(81.63%) 193(31.03%) 584(53.04%) 

是 88(18.37%) 429(68.97%) 517(46.96%) 

合計 479(43.51%) 622(56.49%) 1101(100%) 
說明：1.括弧內之百 2.括弧內之百分比為 row percent分比為 col percent 



目的在比較不同所得層級間之差異。放入虛擬變數「高所得」、「低所得」，

高所得者負擔能力較高，且購買錯誤之成本較低、時間成本高，預期符號

為負。反之，低所得之預期符號為正。 

（七）年齡 

在本研究實證之外部資訊搜尋管道中，僅網路部分可能受到網路使用能

力之限制。依據張愛華與蘇振昌(2000)之研究，不同特徵(年齡、教育程度、

所得)的消費者對網路資訊搜尋的使用情形是有差異的，因此，有必要納入

年齡變數。但原始問項為連續變數，但受限於多項邏輯特模型在實證分析

時，需使用類別變數。因此，參考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 ACI-FIND 所
進行的「2003 年我國家庭資訊通信技術應用概況調查」，55 歲以上的民眾
上網比例不及二成 64。故以 55歲作為區分(55歲以上=1)，以虛擬變數方式

呈現。 

（八）區位 

為類別變數，包括台北縣市、桃竹縣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房屋因

具有高度異質性與不可移動性，因此不同區域次市場產品類型之替代性，

遠較一般商品為低，為避免地區次市場特性造成搜尋習慣的差異，故納入

作為控制變數，並以台北縣市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桃竹縣市」、「台

中縣市」、「高雄縣市」。 

                                                 
64在可供選擇的管道中，報章雜誌、傳單、電視或銷售人員之使用，較無受到年齡之限制，

僅網路部分較有可能受到網路使用習慣或能力的限制，因此，依據網路使用情況來做年齡

虛擬變數之劃分。而經濟部工業局、資策會 ACI-IDEA-FIND在 2005 年所進行之「電信平

台應用發展推動計畫」中，「我國家庭寬頻、行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與 2003
年調查主題有部分差異，故所公布資料中，僅針對各年齡層有使用網路者之使用狀況做描

述。依據 2003 年之調查，以「15歲至 19歲」及「20至 24歲」者上網的比例最高(95%、
94%)，而 45歲以上的民眾，上網比例皆不及五成，55歲以上的民眾上網比例則不及二成。

2005 年之調查顯示 15至 34歲之間，近七成的人為重度使用者，網路使用情形與 2003 年

所調查之情況相近。故以 55歲為年齡虛擬變數之劃分基準。 



第三節 基本統計敘述 

表 6-1與表 6-2為資料的基本敘述統計，由表 6-1可以發現購屋者最常
使用商業來源(62.05%)，其次為混合來源(30.95%)，顯示商業來源仍是購屋

者獲取資訊的主要來源，而混合來源之使用，也反映出購屋屬於高度複雜

性與高知覺風險之決策，購屋者為降低決策錯誤的風險，會透過各種可能

管道盡量去進行外部搜尋，也印證以往認為搜尋管道彼此具獨立性之假設

有誤。另外，最常使用個人來源者，僅 7%，則回應先前所言，購屋決策的
高度複雜性，使得購屋者自個人來源所獲得之資訊可能無法完全延用。而

本研究主要重點在於探討個人來源對搜尋期間的影響，加上單純最常使用

個人來源之樣本數過少。因此，後續實證研究時，將購屋搜尋管道分為二

類，分別是將個人來源與混合來源合併為「含個人來源」之管道，以及「未

含個人來源」之商業來源。 

在購屋目的部分，購屋多半摻有投資的動機(60.39%)，平均家庭月收
入以 3~6萬元(34.10%)與 6~9萬元(33.42%)居多，年齡平均為 37.55歲。經
驗部分，購屋者多為跨區遷移者(76.39%)，且多不具購屋經驗(60.19%)、租
屋經驗 (76.39%)。購屋者是否透過仲介購屋則比例相近，購屋區域與類型

以台北縣市(42.40%)、中古屋稍多(48.28%)，預計購買總價平均為 588.86
萬元，賣方開價平均為 657.32萬元，購屋總價平均為 593.45萬元，購屋坪
數平均為 40.83坪。 

表 6-1 自住者類別變數基本敘述統計表 
變數名稱 類       別 次數與百分比 
資訊管道類型 個人來源 92(7.00%) 
 商業來源 816(62.05%) 
 混合來源（包括個人來源與商業來源） 407(30.95%) 
購屋目的 純自住 463(39.61%) 
 非純自住 706(60.39%) 
購屋類型 預售屋 127(10.93%) 
 新成屋 446(38.38%) 
 中古屋 561(48.28%) 
 其他 28(2.41%) 
同區遷移 原居住縣市與新購住宅同一縣市 276(23.61%) 
 原居住縣市與新購住宅不同縣市 893(76.39%) 
購屋經驗 換屋者 379(39.81%) 
 首購者 573(60.19%) 
租屋經驗 前屋為租屋居住，有租屋經驗 276(23.61%) 
 前屋非租屋居住，無租屋經驗 893(76.39%) 



續表 6-1 
變數名稱 類       別 次數與百分比 
透過仲介購屋 是 517(46.96%) 
 否 584(53.04%) 
購屋區域 台北縣市 485(42.40%) 
 桃竹縣市 249(21.77%) 
 台中縣市 185(16.17%) 
 高雄縣市 225(19.67%) 
平均家庭月收入 3萬元以下 34(2.91%) 
 3~6萬元 398(34.10%) 
 6~9萬元 390(33.42%) 
 9～12萬元 206(17.65%) 
 12~15萬元 85(7.28%) 
 15萬元以上 54(11.91%) 

表 6-2 連續變數基本敘述統計表 
變數名稱 單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預計購買總

價 
萬元 5500 75 588.86 371.71 

賣方開價 萬元 6000 85 657.32 415.71 
購屋總價 萬元 5600 70 593.45 374.64 
坪數 坪 650 9 40.83 25.28 
搜尋期間 月 48 1 5.63 5.73 
年齡 歲 65 20 37.55 7.48 

 



第四節 實證結果 

前文透過檢定已得知模式配適 Weibull 模型，購屋者停止搜尋期間有
時間相依性。表 6-3為搜尋期間之實證結果。接下來透過σ̂ 與α̂ 65，本研究

進一步釐清停止搜尋機率的變化。當 1ˆ >σ 時，購屋者停止搜尋的機率隨著

搜尋期間的增加而遞減。當 1ˆ5.0 << σ 時，購屋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是以遞減

的方式在增加。當 5.0ˆ0 << σ 時，購屋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是以遞增的方式

在增加。表 6-6 中 8130.0ˆ =α ， 23.01)8130.0/1(ˆ =−=σ ，表示時間每增加

1%，整體購屋者停止搜尋的機率增加 0.23%。 

在進行各變數對搜尋期間之影響分析前，本研究先釐清使用不同搜尋

管道購屋者的存活函數是否有顯著差異。透過圖 6-1 可以發現，使用不同

搜尋管道購屋者之存活函數似乎有差異，透過Wilcoxon test檢定，在顯著
水準為 0.05 下， 2χ 為 14.3258，p-value 為 0.002，顯示使用不同管道類型

之購屋者存活函數確實有顯著差異。整體來說，以個人來源者的存活函數

最小，其次為商業來源，混合來源存活函數最大，此結果表示常使用個人

來源者，有較短的搜尋期間。(存活函數詳見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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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有無含個人來源之自住者之存活函數圖 

                                                 
65α̂ 是另一個判斷危險率變化方式的參數，與 h(t)之關係與計算方式，同註 43。 



表 6-3 自住者常使用外部資訊搜尋管道類型之存活函數表 
搜尋期間

(月) 
含個人 
來源 

未含個人 
來源 

搜尋期

間(月)
含個人 
來源 

未含個人 
來源 

0.5 0.9973 0.9886 8 0.2054 0.1434 
1 0.9162 0.8617 9 0.1919 0.1307 
2 0.7919 0.6789 10 0.1459 0.1041 
3 0.5838 0.4975 11 0.1405 0.0990 
4 0.5297 0.4289 12 0.0757 0.0584 
5 0.4703 0.3820 13 0.0676 0.0520 
6 0.2784 0.2132 14 0.0649 0.0457 
7 0.2405 0.1891 － － － 

說明：14個月以後之存活函數差異不大，故不一一列出。 

表 6-4 則為探討搜尋管道與搜尋期間之間關係的存活分析結果，買賣
價差的確顯著影響搜尋期間(係數為 0.1352)，當買賣價差增加 1%時，搜尋
期間增加 1.14倍 66，與預期符號相符，顯示搜尋效益的增加，確實會吸引

購屋者進行更多的搜尋。接下來檢視假說八是否獲得支持，即個人來源對

搜尋期間的影響。其中，常使用含個人來源者較未含個人來源者之搜尋期

間短，為其 0.89倍，假說八獲得支持。此結果顯示當購屋者對個人來源有

較高的信賴感，減少求證花費的時間，同時也隱含購屋者對未含個人來源

之商業來源，有一定程度的不信任感。 

在購屋目的部分，自住購屋者與投資與自住動機兼具的購屋者相較之

下，自住者有較短的搜尋期間，前者是後者的 0.85倍。依據Baryla et al.(2000)
之研究，當市場景氣變壞或是利率變高時，自住者搜尋期間將拉長，而本

研究研究期間正處於市場景氣較以往回升的狀況，這可能是造成實證結果

與預期符號不符的原因 67。而各區域之搜尋期間則有顯著不同，桃竹縣市、

                                                 
66exp(0.1352)=1.14，反轉原因同註 30。 
67依據 Baryla et al.(2000)針對市場景氣與利率變化，對自住者搜尋期間的影響之研究，發

現當市場景氣變壞或是利率變高時，自住者搜尋期間將增加，顯示景氣與利率的變化將對

搜尋期間造成影響。本研究之研究期間為 2005 年第三季，參考下圖「台灣房地產景氣動

向季報」之景氣綜合指標來看，本研究研究期間之景氣變化呈現較以往回升與變化較大的

情況，故可能是造成與預期符號不同的原因。但因本研究為橫斷面資料，所以，無法直接

針對景氣變化造成的影響作檢驗，僅能就觀察所得與過去文獻之結果，推論自住者搜尋期

間較短之可能原因，此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之購屋者，明顯較台北縣市購屋者有較長的搜尋期間。 

表 6-4 自住者搜尋期間的存活分析實證結果表 

被解釋變數：搜尋期間 

Parameter DF Estimate Standard Error 
截距項 1 1.3337*** 0.1430 
含個人來源 1 -0.1166 0.0562 
買賣價差(log) 1 0.1352*** 0.0309 
透過仲介購屋 1 -0.0281 0.0534 
自住者 1 -0.1575*** 0.0520 
年齡 1 0.0875 0.1347 
低所得 1 0.1273** 0.0555 
高所得 1 -0.3039*** 0.0830 
桃竹縣市 1 0.3772*** 0.0727 
台中縣市 1 0.3904*** 0.0768 
高雄縣市 1 0.2868*** 0.0722 
σ (Scale Parameter) 1 0.8130 0.0182 
δ (Weibull Shape) 1 1.2300 0.0276 
Log Likelihood  -1332.3154  
樣本數  1073  
說明：1.***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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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5 年第三季台灣房地產動向季報 



第五節 小結 

研究結果顯示假說獲得支持，購屋者以商業來源為主要資訊搜尋管

道，但有相當比例常使用含個人來源之混合來源。顯示在風險中立的假設

前提下，購屋搜尋管道彼此間非互斥關係。此結果顯示購屋者對資訊的需

求非單一管道所能滿足，商業來源與混合來源為購屋者主要資訊來源。單

使用個人來源較少之原因，可能是房屋的高度異質性，購屋者受到個人來

源之使用仍有其限制，會受到個人人際關係的寬度與廣度，以及受諮詢者

的專業性的影響，讓個人來源所取得他人之經驗或知識較難全盤延用於自

己之購屋決策，使得購屋者較常使用商業來源或混合來源進行搜尋，以降

低決策的不確定性或知覺風險。 

接下來透過存活分析，本研究釐清搜尋管道與搜尋期間之關係。得知

常使用含個人來源者，較常使用商業來源之購屋者，有較短的搜尋期間。

而買賣價差的確顯著影響搜尋期間，顯示搜尋效益的增加，確實會吸引購

屋者進行更多的搜尋。此結果顯示當購屋者可搜尋之資訊管道越多或越複

雜時，購屋者將增加搜尋的努力程度進行搜尋。此結果隱含購屋者對購屋

資訊的缺乏，而難就單一管道之搜尋即獲得滿足，且購屋者對商業來源之

信賴感較低。故中立團體的介入或是公開資訊平台的建立，也是增強購屋

者搜尋效率的方法之一。最後，因缺乏公共來源與部分人員銷售之調查資

料，無法得知購屋者對公共來源的偏好情況，以及商業來源無法更細分，

此為本研究之限制，可列為後續研究之考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