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理論模型 

第一節 搜尋行為定義、衡量與影響因素 

一、搜尋行為定義與衡量 

所謂購屋搜尋行為，依據 Clark and Flowerdew (1982)之定義，搜尋行

為是一個目標導向的活動，包含一個相當複雜的資訊獲取過程，以適用在

決策中，且搜尋過程充滿不確定性。而搜尋行為所獲得之資訊，將有助於

決策者於後續的決策過程中，評估各項可能方案，以找出最符合需求之房

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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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記憶屬於內部搜尋的資訊管道，其餘屬於外部

搜尋資訊管道。當消費者面對重要或是不確定性高的決策時，會傾向進行

大量的外部搜尋(Betty and Smith,1987)。  

而購屋搜尋行為應如何衡量？回顧購屋搜尋相關研究，依據研究目的

的不同，購屋搜尋行為主要可由幾個部分來衡量，包括搜尋期間、使用資

訊之管道與數量、搜尋區位數量、看屋數量，以及搜尋的地理半徑等等，

其中搜尋期間是最常被採用之搜尋行為替代變數(Smith et al.,1979；Smith 
and Mertz,1980；Clark and Flowerdew,1982；McCarthy,1982)。若搜尋期間因

該因素影響而縮短，表示購屋者在該情況下，將付出較少之搜尋成本，加

上對外部搜尋管道的選擇行為的釐清，讓業者與目標市場在此情況下，可

達到有效溝通，縮短了購屋者決策時間，得以促進市場之交易效率。為比

較購屋搜尋與一般商品搜尋之差異，並釐清購屋搜尋行為，以找出有效行

銷溝通管道，本研究之搜尋行為，包括搜尋期間、停止搜尋機率以及外部

搜尋管道。 

消費者之搜尋行為受到搜尋成本與效益的影響 (Stigler,1961；
Nelson,1970；Wilde,1980)，在消費者為理性經濟人的假設下，消費者會持

續搜尋，直到搜尋的邊際效益等於邊際成本為止。此處的邊際效益指的是

消費者預期搜尋可能得到的利益，邊際成本指的是搜尋的邊際成本。依據

Stigler(1961)提出之資訊經濟學，假設邊際成本遞增，即搜尋活動愈多搜尋
也就會愈貴；邊際效益遞減，表示消費者搜尋活動增加所帶來的利益，會

隨著資訊搜尋活動的增加而減少。 

二、搜尋行為影響因素 

一般影響搜尋行為之因素，依據 Betty and Smith(1987)、Nelson(1970)



的研究，主要可區分為市場因素、產品因素、消費者因素與情境因素 10。

研究結果顯示，以搜尋成本與效益的觀點來看，有經驗之消費者搜尋成本

降低，會減少搜尋行為影響，也就是過去的購買經驗會使搜尋效率提高；

時間壓力越大會增加搜尋成本，消費者搜尋行為減少，搜尋期間越短；有

特殊購買目的或時機之消費者，搜尋效益的提升會增加搜尋行為；資訊越

容易取得、處理資訊能力越好，搜尋成本降低會增加搜尋行為，但對於搜

尋期間之影響少見討論；年齡越大、所得越高之消費者，其搜尋行為減少；

教育程度越高的消費者，其搜尋行為將增加，而價格分散程度或品質差異

程度越大，會增加搜尋之預期效益，消費者會增加搜尋行為。 

（一）價格與產品 

由前述可知，影響搜尋行為的因素相當多，但購屋者可能受限於房屋

市場資訊未完全透明，以及房屋異於一般消費性商品的特性，包括異質性、

昂貴性、耐久性、低重複購買頻率與消費投資雙重性等，可能有不同於一

般消費性商品的搜尋行為。但過去相關文獻缺乏對購屋搜尋行為做全面性

的討論，多著重於價格搜尋的探討(Miller,1978；Cronin,1982a,1982b；Betty 
and Smith,1987；Salant,1991；Anglin,1997；林祖嘉,1994)，忽略房屋效用是

由價格、產品與區位所組成。Nelson在 1970 年之研究發現價格與品質對搜

尋行為均有影響。特別是消費者在面對價格分散程度大，或品質差異大的

產品時，預期搜尋利益會增加，而從事較多的搜尋活動，以求支出節省或

得到較高品質之產品。而房屋具有消費與投資雙重性，購屋目的差異可能

影響搜尋效益，當購買越切身相關，或是越昂貴、轉換成本越高的產品時，

搜尋效益將增加，進而增加搜尋期間(McCarthy,1982；Betty and Smith,1987)。 

（二）個人價格認知與預期 

此外，對自住者來說，房屋之消費與投資雙重性，讓房屋的整體價值

除來自該資產當時的價值(目前房價認知)外，更包括其未來可能的增值(未
來房價預期)，加上房屋市場資訊不完全，使得不同的個體所認知市場價格

分配產生差異，如此將可能產生所謂的「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s)。依
據展望理論(Prospect theory)的說法，個人搜尋成本與效益的認知，會相對

於某個參考點而變化，該參考點可稱為「錨」(anchors)，使得個體間有著
不同的成本與效益認知 (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Lambson et al.,2004)，而追求經濟上的次佳解，造成搜尋行

                                                 
10 Betty＆Smith(1987)將影響搜尋行為之成本效益因素區分為四種，市場因素包括方案數

量、價格級距、商店區隔（商店間的距離）、資訊可獲性（廣告、購買點、銷售人員、包

裝、有經驗的消費者、獨立來源）；產品因素包括價格、產品區隔、實體產品；消費者因

素包括學習與經驗、購買定位、社會地位（教育、職業、所得）、年齡與家庭生命週期、

知覺風險；情境因素包括時間壓力、為自己購買、愉快的環境、社會環境、心理與生理的

能量。 



為上的差異。但房屋除了消費的特性外，還具有保值或增值的效果。特別

是預售屋，其價格類似期貨價格，預期景氣變動是主要影響預售屋價格之

因素。一般來說預售屋價格通常高於新成屋、中古屋價格（白金安與張金

鶚,1996；花敬群與張金鶚,1999），特別是在市場景氣階段，預期效果會促
使價格上漲（花敬群與張金鶚,1997）。因此，有必要將個人房價認知與預期
納入討論。 

（三）先前租買經驗 

資訊搜尋包括內部搜尋與外部搜尋兩個部分，其中內部資訊搜尋主要

是掃瞄記憶，係從個人的認知當中，回憶一些既存的知識 (Bettman,1979；
Lynch and Srull,1982；Leigh and Rethan,1984)。消費者的過去經驗的知識，

將影響他們對新資訊的瞭解與學習 (Johnson and Russo,1984)。相較於一般
產品，房屋是相當昂貴的財貨，是家戶或個人的重要購買決策，加上房屋

市場非完全競爭市場，市場資訊也非完全透明。加上房屋屬於經驗財，購

屋者可透過實際使用經驗來累積品質的相關資訊，但具低重複購買頻率，

有可能因此降低經驗的影響程度。關於經驗的討論也多偏重於購買經驗或

區域居住經驗，且研究結果並不一致(Maclennan and Wood ,1982；Wood and 
Maclennan,1982；Turnbull et al.,1993；Anglin,1997)。除了購屋會進行搜尋

外，租屋同樣會進行搜尋，且在需求的產品類型、搜尋方式與資訊內容上

有一定程度的相似 11，但以往卻少有文獻同時就租屋經驗與購屋經驗，對

購屋搜尋行為影響加以探討。因此，有必要針對先前經驗對購屋搜尋的影

響重新審視。 

（四）仲介服務 

仲介是購屋搜尋最常使用的管道之一，國內仲介業者在進行行銷時，

多強調可縮短搜尋期間。而關於仲介影響的討論，過去研究也多討論透過

仲介購買與否所造成的差異，(Cronin,1982；Anglin,1997；李春長與張金

鶚,1996)，且同樣缺乏一致性之結論。目前國內外之仲介服務與收費方式相

似，兩者同樣採用固定費率方式收費，只有買方負擔之費率高低有所不同。

國外買賣雙方需支付成交價的 6﹪至 7﹪予協助成交之仲介業者(Miceli et 
al. ,2000)，買賣雙方各自負擔比例由雙方協議之，一般而言，買方所負擔

之比例，約為 3﹪至 4﹪。而國內目前缺乏完善的資訊交流體制，仲介業者

較個別購屋者擁有較多的銷售資訊，買賣雙方需支付成交價的 5﹪予仲介業
者，以換取資訊提供的服務，其中購屋者僅負擔 1﹪的服務費，遠較國外為

                                                 
11依據台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租屋者之需求面積以 30 坪內之整層住家為主，不論購屋

或租屋，均有仲介與自行尋找兩個方式，並藉由搜尋過程與實際居住使用，去獲取關於房

屋屬性、區位環境等資訊。但因為租屋僅以成屋為主，不包括預售屋，且租金遠低於購屋

之價額，以及租屋者居住期間多較購屋者為短，租屋與購屋對於單一房屋品質的要求可能

有程度上的差異。 



低。據此推論，國內不同管道對購屋者搜尋期間影響之假設，應可直接引

用國外結果加以推論。此外購屋者可搜尋之資訊管道，不僅仲介而已，尚

包括親友推薦、報章雜誌、電視、網際網路、仲介、代書、傳單、過去經

驗等等，這與使用仲介作為資訊來源之影響是否相同，有必要加以區分。

本研究將於本章第二節回顧外部搜尋管道之現況與相關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針對房屋特性可能

造成差異部分，包括購屋目的、搜尋重視因素、個人房價認知與預期、租

買經驗、其他資訊管道可能造成的影響，回顧一般消費性商品之搜尋行為

與購屋搜尋行為等相關文獻，針對過去研究有所不足的部分，建立本研究

之架構與假說，以重新檢視購屋搜尋行為。 



第二節 外部搜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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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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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去相關研究，多著重於討論仲介對購買決

策的影響(Anglin,1997；李春長與張金鶚,1996；李春長等,1997)，忽略了其

他資訊管道可能造成的影響。 

除仲介、非仲介的分類外，張愛華、蘇振昌(2000)將管道區分為傳統
管道與網際網路，樣本主要透過仲介門市取得，並非所有購屋者均透過仲

介購屋，且預售屋並不透過仲介銷售。因此，該研究結果是否可以一般化，

需再進行檢視。另外，該文並未論及傳統管道間彼此的差異與關係，忽略

了個別管道特性差異可能造成的影響。Maclennan and Wood(1982)則將管道
區分為正式管道(包括報紙、櫥窗廣告、仲介、地主或房東，以及出租公司)，
以及非正式管道(親朋好友)，並認為購屋者僅會選擇使用某單一管道，此種
假設是否符合實況值得進一步討論。本研究實證時同時納入有無仲介協助

購屋之資料，以符合房屋市場之現況。但受限於資料，無法對公共來源作

討論 12，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接下來，本研究將依據個人來源、商業來源與經驗來源之個別管道特

性，將管道重新做劃分，以求更接近現況。首先討論經驗來源經驗來源部

分，房屋屬於經驗財(experience goods)，經驗包括購屋經驗、租屋經驗與對
遷入地區的熟悉度，過往的購屋經驗確實會影響搜尋行為 (Wood and 
Maclennan,1982；Anglin,1997)，購屋者不容易完全摒除過去經驗的影響，

且無經驗購屋者也無法選擇經驗來源。因此，購屋者僅能就個人來源與商

業來源做選擇。故本研究實證時將經驗作為控制變數，去探討有無經驗之

購屋者，在其他管道的選擇行為。 

                                                 
12購屋者外部搜尋管道使用情形，本研究採用之資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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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為目前少見長期間且大規模之購屋需求調查，該調查由 2002 年第二季開始迄今，每

季調查範圍涵蓋台北縣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2005 年第三季尚包括桃竹縣市，每季

有效回收份數均在一千份以上。因該季搜尋管道之問項並未涵蓋公共來源管道，故無法針

對此管道作分析，但有增列「其他」選項供受訪者填寫管道名稱。所以，已盡量涵蓋大部

分資訊管道，且依據同年第一季資料，顯示購屋者個案資料來源，主要仍為個人來源與商

業來源。故此問項未納入，應不置於大幅度減少本研究之貢獻與價值。 



個人來源部分，口碑傳播(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是個人來源最

常見的一種形式，或稱為「口碑建議來源」 (WOM recommendation 
sources)(Duhan et al.,1997)。口碑傳播往往是親友或朋友等熟識者之間「非

正式的溝通」(informal communication)(Schiffman and Kanuk,1997)，不具商

業色彩(Arndt,1976a)，且不以獲利為考量，被認為是一種比較自主、可靠、

值得信賴的資訊來源，並具有相當大的傳播與影響效果，廣為學者與實務

界所重視及投入研究(Marney,1995；Silverman,1997；Henricks,1998；Gilly et 
al. ,1998；Bansal and Voyer,2000；Writz and Chew,2002)。而口碑傳播效果在
一般產品與耐久財上有顯著差異 (Katona and Mueller,1954；Gilly et 
al.,1998)。依據 Nelson(1970) 的理論及 Urbany and Weilbaker(1987)的研究，
也發現對於經驗財之房屋來說，個人來源在購買決策中扮演較重要的角

色。故本研究稱其為建議性之管道，並藉以探討該管道與其他管道間關係，

以及其對購屋搜尋行為的影響。 

在商業來源部分，仲介、代書、建商或代銷之銷售人員，除了較一般

民眾具有較多的專業知識外，其與一般銷售人員不同，在於他們可藉由交

易，獲取交易金額一定百分比的報酬，因此，有更強烈在短時間內促成交

易的意願。而依據過去研究仲介確實會對搜尋期間造成影響(Cronin,1982；
Anglin,1997；李春長與張金鶚,1996)，可能原因在於這類人員掌握較多的資

訊。因此，將商業來源中，仲介、代書、建商或代銷之銷售人員定位為說

服性之管道應無不妥。報章雜誌、電視、網際網路、傳單，甚或路過看到

銷售廣告等，其內容主要為銷售個案資料的呈現與告知，屬於告知性的管

道。另外，納入混合性管道，以釐清購屋者是否有選擇兩種以上管道之行

為。 

表 2-1 就個人來源、商業來源與混合來源，依據資訊內容、使用成本

與使用限制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各管道之間似乎在資訊內容、資訊取得成

本、使用門檻與限制上有所差異，但購屋者之選擇行為，是否存有次序關

係或是巢層關係，何者較能縮短搜尋期間，則需要進一步討論。 



表 2-1 購屋資訊管道類型比較表 
管道類型 個人來源 商業來源 混合來源 

管道特性 建議性 告知性 說服性 混合性 

涵蓋範圍 非商業來源，包

括親朋好友。 

屬傳播媒體，包括

網際網路、報章雜

誌、傳單、電視、

路過等。 

屬人員銷售，包

括仲介、代書、

建商或代銷人

員。 

使用兩種以上管

道。 

資訊內容 不一定，依據提

供資訊者本身的

專業程度與經

驗，而有所差

異。 

包括預售屋與成

屋，個案資料包括

房屋本身簡單資

訊（如大約地址、

屋齡、坪數等），

網際網路部分有

時還包括圖片或

是線上影音導覽。

包括預售屋與成

屋，個案資料包

括房屋本身詳細

資訊與圖片，甚

至安排看屋服

務。 

不一定，依據購

屋者所使用管道

組合有所差異。

管道與交

易之關係 

提供個人過去經

驗以供諮詢，通

常無強烈促成交

易之動機。 

傳遞個案銷售訊

息，吸引購屋者的

注意，無法立即澄

清與提供回饋。 

有強烈促成交易

之動機，可針對

疑問加以澄清，

並提供回饋。 

不一定，依據購

屋者所使用管道

組合有所差異。

資訊取得

成本 

為個人社會網

絡、人際關係之

應用，不需支付

資訊取得費用。

包括網路使用費

用、交通費用、報

章雜誌購買費用

等。 

資訊取得成本主

要來自於成交後

需支付之服務費

用。 

不一定，依據購

屋者所使用管道

組合有所差異。

使用門檻

或限制 

使用門檻稍低，

但受限於個人人

際網絡寬度與深

度，不一定能獲

得最直接正確或

完整之資訊。 

使用門檻稍高，若

對房屋之專有名

詞有一定程度認

識，有助於對廣告

內容作瞭解並對

資訊作簡單比較

與篩選。網際網路

使用更需有一定

電腦與網際網路

使用能力。 

使用門檻最低，

因有專人解說，

並對繁多的資訊

先作整理與篩

選。 

不一定，但需熟

悉不同管道的特

性與差異，才有

助於找出最有效

且有益的資訊。

 



第三節 購屋搜尋模型 

關於搜尋模型的建構上，目前搜尋行為之相關研究，大致上可分為兩

個部分，分別是有關消費搜尋與勞動市場搜尋，並假設搜尋者為理性決策

者。其中勞動市場的工作搜尋模型建立與探討較為完整(McCall,1970；
Lippman and McCall,1976a,1976b；Eckstein and Wolpin,1995)。工作搜尋模
型之假設，包括市場訊息均不充分、搜尋完成後訊息仍具有差異性、產品

本身的差異化、搜尋成本的存在等，與房屋市場大致符合(林祖嘉,1994；李

春長、張金鶚與林祖嘉,1997；李春長,2002；周美伶與張金鶚,2005)，故參

佐McCall(1970)、Lippman與McCall (1976a,1976b)之工作搜尋模型，以及
Cronin(1982a,1982b)與 Lambson et al.(2004)之購屋搜尋模型，建立本研究之

理論模型。 

在建構購屋搜尋模型之前，需先界定有無限期，以及可否反悔之模型

假設前提。購屋搜尋是有限期或是無限期搜尋？所謂有限期的搜尋，指的

是某產品為限時提供，超過該時點即無任何產品可供搜尋與購買。然則實

際上，整體來說房屋並非限時供給，在台灣地區，除非有法令禁止轉售、

開發，否則同一地區之房屋可能有新推個案、原屋主出售或更新重建等方

式，不斷有房屋之供給產生。因此，對於自住者來說，購屋可視為無限期

的搜尋。至於購屋搜尋是否可以反悔？所謂可以反悔，指的是自住者會接

受過去搜尋過但放棄的個案。然則實際上，整個房屋市場中，並非只有單

一購屋者，因此，過去搜尋過但放棄的個案，可能出售予其他購屋者，倘

若尚未出售，也可能因搜尋成本隨著期間經過，而不斷累積，接受程度更

低。因此，本研究透過逐次搜尋模型，以建構無限期、不可反悔(sampling 
without recall)之購屋搜尋模型。 

首先，在無限期、不可反悔的模型中，若購屋者為風險趨避者，其所

追求為最大效用，則購屋者衡量該個案是否值得購買，是依據搜尋到第 i次
之個案所具有之效用（ iX ）高低來衡量。所以 iX 應是個體透過搜尋的過程，
對於第 i次之個案提供之服務，所體會到之效用。購屋者之異質性來自於搜

尋成本、所欲購買地區的個案市場特性、個人搜尋限制等差異。因此，每

個個體對於同一個個案應該有不同的效用認知( iX )， iX 為相互獨立的隨機

變數， ( ) ∞<iXE ，且其接受 iX 以下效用的累積機率函數為 ( )iXF 。 

接下來假設購屋者已知 ( )iXF ，搜尋成本是購屋者取得個案資訊的成

本，其受到資訊取得成本、交通成本與時間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即個人搜

尋能力的差異，使得搜尋成本因人而異 (Cronin,1982a,1982b；Wood and 
Maclennan,1982；Lambson et al.,2004)，但搜尋能力不會隨時間改變，即邊



際搜尋成本不會受到時間的影響 13，邊際搜尋成本為 c， ),0( ∞∈c ，而在搜

尋第 i次停止搜尋時的總搜尋成本為 iC。在前述假設之下，自住者會多找一
個個案的邊際成本，等於多找一個個案的邊際效益時（MR=MC）停止搜尋，
其在搜尋第 i次停止搜尋時的報酬為(2-1)式： 

( ) iii CXXY −= ,......,max 1 ， ( )∞∈ ,1i                           (2-1) 

藉由最大化 ( )iYE ，可以找到該搜尋的停止法則(stopping rule)，其中 i
是隨機停止時間。假設ξ是購屋者在最適停止法則下的搜尋期望效益，在

1XX i = 時，則最適停止法則可以表示如下： 

當 ξ≥1X ，或是 12 CC ≥ 時，接受該個案； 

當 ξ<1X ，或是 12 CC < 時，則繼續搜尋。 

此時ξ可以稱為購屋者的保留效用，且任何符合(2-1)的搜尋策略，都

符合上述的保留效用特性。假設搜尋成本發生在期初，當 i=1 時，停止搜
尋的報酬 1Y 以 yβ 表示，搜尋成本為 1C ，其中 β為折現率，且 )1(1 r+=β ，

而 r為適當的利率水準。則最適策略下的期望報酬等於保留效用：  

( ) 11 ],max[ CXE −= ξβξ                                    (2-2) 

接下來，由(2-2)式、(2-3)式推導出(2-4)式 14。 

( ) ( ) )(,max 1 xdFx-ξξXE ∫
∞

+=
ξ

ξ                              (2-3) 

( )[ ] ( ) ( ) ( ) ( )[ ]ξξββξξβξξβ rrHHXEC +−=−−=−= 1 1 ,max 11   (2-4) 

( )ξH 為當 i =1時，購屋者搜尋到的個案效用與心中保留效用之差距，

                                                 
13個人搜尋能力會影響自住者的搜尋成本，例如：有經驗者或所得較低者，會有較低的搜

尋成本。個體間差異對搜尋行為影響的相關討論中，多為橫斷面資料，難以探討搜尋成本，

在經過每次搜尋的累積後，搜尋能力所產生的變化。因此，多假設個體之搜尋能力，在短

期的研究期間內，不受時間的影響，也就是不討論學習效果的影響，邊際搜尋成本為固定。

本研究均採用橫斷面資料，故沿用此作法，即假設其主要影響自住者對房屋整體效用之認

知，並不影響其搜尋能力。 
14第(2-3)式之推導過程為：

( )

( ) )(

)()()()()()(,max
01

xdFx-ξξ

xdFxxdFxdFxdFxxdFxdFXE

∫

∫∫∫∫∫∫
∞

∞∞∞∞

+=

−++=+=

ξ

ξξξ

ξ

ξ

ξ
ζξξξξ

                      

 
0

 

第(2-4)式之推導過程為： 

( )[ ] ( ) ( ) ( ) ( ) ( )[ ]ξξββξξβξξξβξξβ
ξ

rrHHxdFxXEC +−=−−=−⎥⎦
⎤

⎢⎣
⎡ −+=−= ∫

∞
11)(,max 11  

 



也就是多一次搜尋的淨效益，即 ( ) ( ) ( )∫
∞

−=
ξ

ξξ xdFxH 。(2-4)式的經濟意義

在於，購屋者決策時是短視的，只需要比較他接受個案的報酬，以及多搜

尋一個個案的期望報酬兩者間的差距。擴張來說，當 1>i 時， X為第 i次
搜尋到的個案之效用，Y為第 i+1次所搜尋到的個案之效用時，則可將 ( )ξH
改寫為： 

( ) ( ) ( )][ YdFXYXH
x∫
∞

−= β                                  (2-5) 

其中，H(X)為在每次的搜尋中，本次搜尋(Y)與前次搜尋(X)所得到效用之
差距，累計後折現所得到的結果，為搜尋成本、保留效用所構成之搜尋效

益函數，為(2-6)式。 

( )
)(])()([

]),max([)],max([)1(

XHYdFXY

XEXEH

=−=

−=−−−=

∫
∞

ξ
β

ξξβξβξβξξ

        
           (2-6) 

H(X)是凸性、非負、遞減的函數，且滿足下列條件： 

( ) 0lim =
∞→

XH
X

; ( ) ( )XEXH
X

=
−∞→

lim  ; ( ) ( )[ ] 01 <−−= XFdXXdH  ;

( ) 022 ≥dXXHd  

因為 ( )XH 是 X 的遞減函數，所以較小的ξ伴隨著較大的 iC。在其他
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當搜尋成本低、保留效用高時，購屋者搜尋期間會增

加，以找到最符合需求的房屋；當搜尋成本高、保留效用低時，購屋者的

搜尋期間會縮短。 



第四節 小結 

綜前所述，房屋因本身特性使然，使得購屋搜尋行為與一般消費性商

品的搜尋行為，在搜尋期間影響因素上，包括購買目的、搜尋重視因素、

先前經驗、個人認知與預期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外部搜尋管道選擇等，可

能有所不同。本研究將以搜尋成本與效益的角度出發，在同時考量產品與

區域可能形成的次市場，以及是否透過仲介購買所造成的差異下，去探討

購屋者面對不確定性高的購屋決策時，所呈現的資訊搜尋行為。本研究將

分別於以下四章中，釐清影響購屋者搜尋期間之主要因素，並找出較為有

效的行銷溝通管道。 

本研究在第三章中，透過回顧一般消費性商品搜尋行為研究結果，並

參考房屋市場現況，先針對購買目的、搜尋重視因素、購屋經驗等因素，

以及同時考量房屋之消費投資雙重性，以及市場資訊不完全等情況進行初

步探討。第四章至第六章為避免投資或自住購屋者可能因購屋目的差異造

成影響，故以探討自住者為主。第四章將著重探討自住者個人對房價的認

知與預期，探討在景氣變動較大時，定錨效應是否會搜尋期間造成影響，

以釐清購屋是否為完全理性之決策，以及個人房價預期是否會加強定錨效

應的影響。至於其他之變數選擇，則延續第三章之研究結果。在第五章同

樣以第三章之所得到之重要影響因素為變數選擇依據，並同時考量購屋的

低重複購買頻率，深入討論先前租屋經驗是否可延伸至本次購屋，以及購

屋經驗與租屋經驗，可能對搜尋行為造成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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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容忽視，第六章將針

對購屋不同外部搜尋管道之特性，分析以及其與搜尋期間之關係進行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