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人房價預期與認知對自住者購屋搜尋行為之

影響 

本章將著重探討自住者購屋具有之消費與投資雙重性，並延續第三章

搜尋重視因素的結果，探討若加入自住者個人對房價的認知與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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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定錨效應與個人房價認知與預期 

所謂定錨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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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s)將使得消費者會受到內部的參考點的

影響，而有不同的價格或效用的認知，影響其搜尋成本與效益，進而影響

其決策行為(Thaler,1985；Kalyanaram and Winer,1995)。也就是個人在不確

定情況下的決策行為，可能是有限理性的決策，並受到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s)的影響，個體間有著不同的成本與效益認知 (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Lambsonet al.,2004)，而追
求經濟上的次佳解，造成搜尋行為上的差異。此與在經濟模型中，認為人

對於未來有不偏的預期，即使在最複雜的情況下，也能在瞬間做出最佳決

策之假設截然不同。 

房屋具有消費與投資雙重特性，特別是對自住者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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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更明顯突出消費與投資雙重特性透過定錨效應可能產生的影響，故本

研究以自住者為主要討論對象。當自住者對房價看法趨向樂觀，將房價定

錨在較高的價格時，通常也會伴隨較高的參考效用或參考價格，進而影響

其對房屋價格或效用的評估或搜尋行為(Northcraft and Neale,1987；Quan 
and Quigley,1991；Lambson et al.,2004；Geltner,1993；廖仲仁與張金

鶚,2004)。房屋同時也具有消費與投資雙重性(Lin and Lin, 1999)，使得自住
者對於房價看法，可能受到他對目前房價的認知，以及未來增值預期的影

響。所以，為避免以經濟角度分析，可能過度解釋經濟或財務價值，卻忽

略個人看法可能造成的影響。故本研究將自住者的價格認知與預期，同時

納入購屋搜尋行為之探討中，檢驗定錨效應對購屋搜尋行為的影響有其正

當性。 



延續前述之搜尋模型，首先，在無限期、不可反悔的模型中，因房屋

為相當昂貴之產品，轉換成本與不確定性均高，自住者同時也承受相當大

的財務壓力與決策錯誤之風險。若自住者為風險趨避者，其著重在尋找最

低價格，即對該自住者來說價格是最重要的，且價格可以完全反應效用，

搜尋效益來自於預期支出的減少。則自住者在搜尋第 i次停止搜尋時的報酬
為( 4-1)式。其中， *p 為保留單價 32， p為個體透過搜尋的過程，所獲得之
個案銷售單價，為相互獨立的隨機變數，其累積機率函數為 ( ).F ，

( ) ∞<pE ，且其接受 p以下單價的機率為 ( )pF 。 

搜尋成本是自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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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個體搜尋能力的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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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不會受到時間的
影響 33，且 ),0( ∞∈c ，C則為個體在停止搜尋時的總搜尋成本。在前述假
設之下，自住者多找一個個案的邊際效益，等於多找一個個案的邊際成本

時(MR=MC)停止搜尋。則自住者在搜尋第 i次停止搜尋時的報酬為(4-1)式： 

( ) iii CpppY −−= ],......,min[ 1
* ， ( )∞∈ ,1i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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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是最適停止法則下的保留單價，在 1ppi = 時，

則最適停止法則可以表示如下： 

當 *
1 pp < ，接受該個案； 

當 *
1 pp ≥ ，則繼續搜尋。 

但依據 Thaler(1985)、Kalyanaram and Winer(1995)的研究發現，消費者
之購買選擇行為存在定錨效果，即其行為會受到目前市場價格與消費者心

中參考價格(perceived price)的影響，而參考價格主要又依據消費者最近所

經驗或認知之價格而定。因此，自住者之 *p 依據展望理論的論點，受到個

體之房價看法（b）之不同，而有不同的內部參考點，且將影響其對該屋整

體價格分配之認知，使機率修正為 ( )bpF , ， ( )∞∞−∈ ,b 。故本文首先納入

                                                 
32 也就是定錨效應中的「錨」。而未以總價來分析之原因，主要原因在於，總價會受到地

區次市場、的影響，同樣總價之房屋可能有不同之坪數，可能會使得推論結果，無法適用

於其他地區，故改使用單價。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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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是探討個體對未來房價預期差異，可能對搜尋期間造成的影響，且同為橫斷面資

料，故沿用此作法。而每個自住者對房價之不同認知（b），本文假設其主要影響自住者對
房屋整體價格之認知，並不影響其搜尋能力。 



自住者對目前房價認知，去探討定錨效應對搜尋行為的影響。 

假設每單位價格是服從均勻分配，即 mpf /1)( = 。由於受到定錨效應

的影響，自住者對價格分配的信念會從 m增加到 m+b，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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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son et al. ,2004）。當 0>b 時，表示對目前房價

看漲之自住者受到定錨效應的影響，造成其所認知之價格分配應比實際情

況高，有較高的參考點，也就是對於目前房價不同看法者，可能有不同的 b。 

接下來假設自住者已知 ( )bpF , ，搜尋成本發生在期初，在最適停止法
則下，可以得到(4-2)式，繼續搜尋的效益（式子左邊）將等於停止搜尋的

效益（式子右邊）。其中，a 為坪數、v 是個案每坪的價值（ aXv = ）。再

由(2)式可得到搜尋成本之方程式(4-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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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對自住者的參考單價進行比較靜態分析，分別針對目前價格認

知(b)與搜尋成本(C)進行一階微分，得到(4-4)式、(4-5)式。(4-4)式表示當自
住者對房價認知樂觀（即對目前房價看漲）時，將導致較高的保留單價。

其中 0)(
*

0

* <−∫
p

bdpfpp ，表示當 0>b 時，會使得參考單價由低價移至高

價，即當自住者對目前房價看漲時，保留單價將隨之提高 34。反之，當 0<b
時，自住者對目前房價看跌時，保留單價將隨之降低。(4-5)式表示搜尋成
本與保留單價為正向關係，當自住者保留單價越高時，將伴隨較高的搜尋

成本，其搜尋期間將越短。因此，建立本研究之假說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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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四：對目前房價看漲之自住者，有較短之搜尋期間。反之，有較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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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導過程見 Lambson et al. (2004)附錄。 



搜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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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自住者對整體房價之看法，除了目前的價格認

知外，還包括對未來房價的預期，而未來房價的預期會影響價格。在目前

房價認知與未來房價預期的可能組合中，依據目前房價認知（b）可能產
生影響之方向的情況有三種，包括看漲、不變與看跌。 

表 4-1中，若將自住者現有房價認知區分為看跌、持平與看漲，其b分
別為 1b 、 2b 、 3b ，且依據(4-4)式之推導，可以得知 321 bbb << 。此時納入

未來房價預期加以考量，當自住者對整體房價看法為看漲時，如目前房價

認知為看跌，但未來房價預期為持平，或目前房價認知為持平，未來房價

預期為看漲，則自住者對房地產景氣之預期效果，對原有之b產生正向加
強之效果，原有之b調整為 Nb ，且 bbN > ，使得參考單價向上調整，且縮

短其搜尋期間。自住者對整體房價看法為看跌時，如對目前房價認知看漲，

但對未來房價預期維持平，或目前房價認知為持平，但未來房價預期為看

跌，原有之b產生調整為 Nb ，且 bbN < ，使得參考單價向下調整，而有較

長的搜尋期間。(詳見表 4-1) 

表 4-1 自住者目前房價認知與未來房價預期之整體房價看法組合b變動表 
未來房價預期

目前房價認知 
看跌 持平 看漲 

看跌( 1b ) 不變 看漲 看漲 
持平( 2b ) 看跌 不變 看漲 
看漲( 3b ) 看跌 看跌 不變 

假說五：自住者之整體房價看法為看漲者，有較短之搜尋期間。反之，有

較長之搜尋期間。 

本研究將進一步檢驗上述二個假說，是否受到實證資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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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台灣不動產資訊中心（現更名為國土規劃與不動產資訊中心），以及

政大台灣不動產研究中心所進行之「台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資料期間為

2003 年第一季到第四季 35，該調查包含兩個部分，已購屋者與尚在搜尋者
36，因此，採用存活分析法，探討影響購屋搜尋期間之因素。 

二、實證模型與變數說明 

本章之資料包含右方設限(right censored)之資料，即在調查期間結束尚

未放棄搜尋而決定購買購買者，該類資料非屬常態性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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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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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xxTY illii σβµσεβββ +′+=++++== 1110 ...)ln(           (4-7) 

實證模型中，主要探討之影響因素為受訪者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以

及對一年後房價之看法。而在回顧相關文獻時，也發現搜尋成本受到資訊

取得成本、交通成本與時間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即個人差異、次市場之差

異可能影響搜尋期間 38，並參考第三章之實證結果，包括購屋者對價格與

                                                 
35由下表可以看出，依據 2003 年台灣住宅需求動向季報之資料，該研究期間的房價信心

指數有明顯之變化，有利於測試房價看法可能造成的影響。 

調     查     項     目 第 一 季 第 二 季 第 三 季 第 四 季 

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 103.25 89.20 109.09 118.11 
已購屋者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110.60 96.08 113.63 121.96 
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 91.33 82.44 105.90 121.59 

尚在搜尋者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96.18 84.16 106.32 108.66 

 
36為避免同時在模型中使用銀行管道、仲介管道所取得之樣本資料，可能存在抽樣誤差。

本研究利用簡單敘述性統計、獨立性檢定，發現已購屋者與尚在搜尋者兩份資料，在年齡、

家戶平均月所得、同住人數上並無明顯差異（問卷中僅包含年齡、家戶平均月所得、同住

人數），故可視為來自同一母體之樣本，同時置於實證模型中使用。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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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此為本研究之限制，因原始資料中缺乏個人看屋關於交通成本以及仲介相關變項。故在



品質的重視、先前經驗影響購屋搜尋期間，且不同區域、產品類型間搜尋

期間有所不同。因此，加入控制變數包括個人因素（購屋經驗、家戶月所

得）、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因素（單價、產品類型、區域、產品類型與區域

交叉項）、調查時間。相關變數茲分述如下： 

（一）整體房價看法 

此為檢驗定錨效應之變數，包括受訪者在受訪時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

看法，以及對一年後的房價看法，將分別視為自住者個人對目前房價認知，

以及個人對未來房價預期的替代變數。因受訪者認為房價大幅下跌、大幅

上漲之樣本數相對較少，難以單獨去作房價看法的組合。為明確看出不同

房價看法之差異，因此，將大幅下跌與小幅下跌歸類為對房價看跌，維持

平穩則為持平，大幅上漲與小幅上漲歸類為對房價看漲。 

實證時分成兩個步驟，以檢視定錨效應對搜尋期間的影響。首先，在

模型一中放入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依據看跌( 1b )、持平( 2b )與看漲( 3b )
三種不同目前房價認知，且 321 bbb << ，以持平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

「看漲」、「看跌」，去測試不同水準之b時，定錨效應對搜尋期間的影響，
該變數之預期符號依據假說四的推論「看漲」為負、「看跌」為正。接下來

在模型二中，更進一步將未來房價預期納入，對不同房價看法組合作細分，

去比對不同整體房價看法之自住者搜尋期間的差異，以及未來房價預期是

否會增強定錨效應對搜尋期間之影響。依據其變化狀態區分為三種房價看

法組合，以「不變」者為比較基準，放入二個虛擬變數。依據前述假說五

之推論，二個虛擬變數之預期符號「看漲」為負、「看跌」為正負。 

（二）購屋經驗 

將換屋與第二屋投資者視為有購屋經驗之自住者。放入虛擬變數「有

購屋經驗」，預期符號為負 39，即有經驗之自住者因為過往經驗之協助，有

助於訊息之取得，以縮短搜尋期間。 

（三）年齡（歲） 

依據 Betty and Smith（1987）關於外部搜尋相關研究的整理中，提出

年紀越大者，越傾向風險趨避，所以會有較長的搜尋期間。因此，年齡與

搜尋期間之關係為正相關。 

（四）家戶平均月所得(萬元) 

購屋為家戶重大支出，因此，將家戶所得區分為高所得、中所得與低

                                                                                                                                   
進行實證時，僅能列入個人、產品與區域特性等因素，盡量涵蓋影響搜尋成本的因素。 
39 Betty and Smith(1987)整理搜尋行為相關影響因素，其中經驗有助於提升個人取得與處理

訊息之能力，因此，有經驗之搜尋者搜尋期間會縮短。而在前章中也同樣證實購屋經驗與

搜尋期間為負向關係。 



所得 40。以中所得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高所得」、「低所得」，高所

得之預期符號為負，低所得之預期符號為正。即相同價格下，家戶所得越

高者，因購買錯誤之成本低於低家戶所得者，加上時間成本高，所以搜尋

期間較短。 

（五）單價(萬元⁄坪) 

問卷中得到資料為總價與總坪數，但為避免同時在模型中置入總價與

總坪數，會有共線性的情形，因此，在模型中改用單價。單價指的是尚在

搜尋者受訪時有意願購買的價格除以坪數，以及已自住者所購房屋的價格

除以坪數。預期符號為正，表示單價越高，購買決策錯誤之成本越高，所

以消費者搜尋期間越長。 

（六）產品類型 

參考前章之變數分類方式，將產品類型區分為透天厝、公寓、大樓。

不同產品類型構成不同的次市場，自住者可能因為不同產品類型供給數量

的差異，使得可取得訊息之數量有所不同，當可取得之數量較少時，相對

取得訊息所需時間與努力需增加，故搜尋期間應較長。但也可能因可供比

較個案數減少，而縮短搜尋期間。以透天厝為比較基準，放入虛擬變數「公

寓」、「大樓」，但產品類型供給數量尚受到區域的影響，故再加入區域與產

品類型交叉項。 

（七）區域 

依據資料將區域區分為台北縣市、台中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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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台北縣市為比較基準，放入「台中縣市」、「高雄縣市」

之虛擬變數，作為控制變數。 

（八）區域與產品類型交叉項 

因區域發展的特性，可能使得某類產品類型較少，使得可供搜尋的個

案數量減少，而縮短了搜尋期間，故加入區域、以及區域與產品類型交叉

項作為控制變數。就所有產品類型來說，三個區域相較之下，台北縣市仍

以公寓、大樓為主要產品類型，台中縣市以透天、大樓為主要之產品類型，

高雄縣市因高雄市的住宅存量與推案戶數高於高雄縣，相較之下，高雄縣

市應以透天與大樓為主要產品類型。以台北縣市透天為比較基礎，依據區

域特性放入「台中縣市公寓」、「台中縣市大樓」、「高雄縣市公寓」、「高雄

                                                 
40家戶月平均所得未採用連續變數的主要原因，是受限於資料的原始型態。原始資料中，

為避免受訪者拒絕回答或錯誤填寫，故關於家戶平均月所得的問項採用區間尺度。本研究

主要是考量在無法取得真實所得之連續性資料情況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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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比較不同所得層級間

差異之比較。 



縣市大樓」等四個虛擬變數 41。與（六）之推論相似，個案訊息多寡對搜

尋期間之影響並不一定。 

（九）調查時間 

資料之調查時間，包括 2003 年的第一季到第四季。依據「台灣住宅需

求動向調查」之自住者信心指數，自住者在第二季可能因受到 SARS影響，
其信心指數似乎低於其他三季 42。因此，以 2003 年第二季為比較基準，加

入「2003 年第一季」、「2003 年第三季」、「2003 年第四季」之虛擬變數，作

為控制變數。 

                                                 
41房屋類型可區分為預售屋、新成屋、中古屋。其中，中古屋可以住宅存量的觀點來看其

可能之供給數量，故透過台灣不動產資訊中心所提供之 2000 年住宅存量資料來估計。而

預售屋與新成屋數量，則以 2003 年國泰房地產指數季報資料之新推案戶數來估計。（詳見

下表） 
 台北市 台北縣 台中市 台中縣 高雄市 高雄縣 

透

天 
115,418(13.95%) 389,854(30.64%) 128,388(32.76%) 284,886(68.71%) 201,080(40.24%) 249,367(68.16%)

公

寓 
399,838(48.32%) 405,897(31.90%) 64,055(16.34%) 70,795(17.08%) 119,625(23.94%) 58,339(15.94%)

住 

宅 

存 

量 

大

樓 
312,284(37.73%) 476,593(37.46%) 199,439(50.90%) 58,938(14.21%) 179,018(35.83%) 58,176(15.90%)

透

天 
41(0.48%) 92(0.43%) 1,868(32.69%) 1,769(57.75%) 150(2.09%) 1,029(40.59%)

公

寓 
185(2.17%) 653(3.03%) 1,017(17.80%) 576(18.81%) 1,819(25.32%) 1,234(48.68%)

推 

案 

戶 

數 

大

樓 
8,304(97.35%) 20,776(96.54%) 2,829(49.51%) 718(23.44%) 5,216(72.60%) 272(10.73%)

 
42詳細信心指數請參考註 35。 



第三節 基本統計敘述 

因個人之未來房價預期對購屋搜尋行為之影響，為本研究主要探討重

點，因此，首先以敘述統計描述自住者對最近三個月內、一年後房價看法

彼此間之百分比（詳見表 4-2），之後針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與一年後

房價看法在搜尋期間、家戶平均月所得、年齡、購屋經驗、房價、坪數、

產品類型以及區域的差別，加以描述。（詳見表 4-3） 

表 4-2中自住者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與對一年後房價看法，整體

來說以持平居多，佔總樣本之 2462人。而購屋者最近三個月內房價認知與
未來房價預期似乎有一定的一致性，例如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為大幅

下跌者，其對一年後房價看法同樣以大幅下跌者居多(47.65%)，僅極少數出

現極端（大幅上漲）之看法(0.47%)。 

而表 4-3中，整體來說，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部分，僅購屋經驗、

區域在房價看法上無顯著差異，搜尋期間、房價、年齡、月所得、產品類

型，在房價看法上則有顯著不同。在一年後房價看法部分，僅購屋經驗在

房價看法上無顯著差異，搜尋期間、房價、年齡、月所得、產品類型、區

域，在房價看法上則有顯著不同。 

在搜尋期間部分，對最近三個月內、一年後房價看跌者或看漲者之搜

尋期間，高於對房價看法持平者，顯示當景氣預期發生變動時，自住者因

為決策的不確定性增加，可能產生遞延購買的情況，即搜尋期間拉長。對

房價看漲者購買房價較高，在最適決策的假設下，保留效用可能隨著預期

房價上漲而增加。 

在個體因素部分，購屋經驗的有無，似乎對最近三個月內、一年後之

預期房價看法上無明顯差異。年齡越大者，對最近三個月內、一年後房價

的看法較傾向樂觀。而家戶平均月所得部分，不論所得高低，對目前、一

年後之房價看法，均以持平看法者居多，但仍有些微差異，其中，中所得

者與高所得者對未來房價預期較傾向持平，低所得者則較傾向看跌與持平。 

在產品類型部分，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傾向看跌與持平，特別是購

買公寓者。而一年後房價看法則傾向持平，但看漲房價者，同時有增加的

趨勢，特別是購買透天者。區域特性部分，三個區域次市場之受訪者對一

年後房價的預期普遍為持平，但台北縣市則傾向看跌與持平。前述結果僅

顯示各變數之間的初步關係，接下來採用存活分析法，進一步分析自住者

之價格認知與預期，對搜尋期間之影響。 



表 4-2 自住者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與一年後房價看法之交叉表 
一年後 

最近三個月內 
大幅下跌 小幅下跌 持平 小幅上漲 大幅上漲

大幅下跌 435(67.65%) 162(25.19%) 34(5.29%) 9(1.40%) 3(0.47%) 

小幅下跌 118(4.80%) 1635(66.52%) 607(24.69%) 93(3.78%) 5(0.20%) 

持平 10(0.26%) 512(13.28%) 2462(63.88%) 859(22.29%) 11(0.29%) 

小幅上漲 8(0.46%) 106(6.09%) 547(31.44%) 1013(58.22%) 66(3.79%) 

大幅上漲 1(2.27%) 5(11.36%) 5(11.36%) 11(25.00%) 22(50.00%) 

說明：1..括弧內之百分比為 row percent。 

表 4-3 自住者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一年後房價看法之基本統計敘述表 
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看跌 持平 看漲 看跌 持平 看漲 

       期望
價值 

 
變項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平均 4.7166 4.4597 4.5339 4.8599 4.3828 4.4908 搜尋期間

（月） 檢定 F=2.61* F=8.66*** 

平均 11.1402 11.2735 11.6398 11.2231 11.2298 11.5443 單價 

(萬元/坪) 檢定 F=4.09*** F=2.37* 

平均 36.8894 37.8617 38.4421 36.7760 37.7040 38.5727 年齡 

（歲） 檢定 F=18.71*** F=25.29*** 

無 1608(34.13%) 2106(44.70%) 997(21.16%) 1543(32.85%) 1910(40.66%) 1244(26.48%)

有 1015(33.90%) 1338(44.69%) 641(21.41%) 955(32.19%) 1229(41.42%) 783(26.39%)

購屋經驗 

檢定 2χ =0.08 2χ =0.51 

低 1274(38.92%) 1393(42.56%) 606(18.52%) 1214(37.29%) 1305(40.08%) 737(22.64%)

中 1193(31.78%) 1729(46.06%) 832(22.16%) 1107(29.65%) 1568(42.00%) 1058(28.34%)

高 166(24.23%) 324(47.30%) 195(28.47%) 177(25.99%) 275(40.38%) 229(33.63%)

家戶平均 

月所得 

（萬元） 

檢定 2χ =83.57*** 2χ =78.97*** 

透天 444(31.94%) 643(46.26%) 303(21.80%) 409(29.64%) 573(41.52%) 398(28.84%)

公寓 817(36.10%) 1006(44.45%) 440(19.44%) 800(35.60%) 904(40.23%) 543(24.17%)

大樓 1208(33.48%) 1598(44.29%) 802(22.23%) 1130(31.46%) 1497(41.68%) 965(26.87%)

產品類型 

檢定 2χ =11.17** 2χ =19.75*** 

 
 
 
 
 



續表 4-3 
對最近三個月內房價看法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看跌 持平 看漲 看跌 持平 看漲 

       期望
價值 

 
變項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樣本⁄ 
平均數 

台北

縣市 

963(37.93%) 1051(41.39%) 525(20.68%) 957(37.95%) 992(39.33%) 573(22.72%)

台中

縣市 

590(36.17%) 679(41.63%) 362(22.19%) 520(31.92%) 680(41.74%) 429(26.34%)

高雄

縣市 

659(37.06%) 766(43.08%) 353(19.85%) 595(33.73%) 683(38.72%) 486(27.55%)

區域 

檢定 2χ =3.90 2χ =24.54*** 

說明：1.*** p<0.01；** p<0.05；* p<0.1。 
2.括弧內之百分比為 column percent。 



第四節 實證結果 

首先，在表 4-4 中，可以發現自住者的存活函數，似乎有隨著時間增

加，而變小的趨勢 43。而實證結果更進一步證實，Weibull模型最配適資料
44，且自住者停止搜尋的機率，確實與時間有關。 

當 1ˆ >σ 時，自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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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是以遞減的方式在增加。當 5.0ˆ0 <<σ
時，自住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是以遞增的方式在增加。實證結果顯示，自住

者的 7297.0ˆ =σ ，表示其停止搜尋的機率，會隨著搜尋期間的增加，但該

機率是以遞減的方式增加。接下來，透過α̂ 45，進一步釐清停止搜尋增加的

機率。自住者的 3714.01)7297.0/1(ˆ =−=α ，表示時間每增加 1%，則停止
搜尋的機率增加 0.37%。 

                                                 
43表 4-2中之存活函數在 18-36個月之間變化不大，因此不一一列出。 
44危險函數隨時間分配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型態，包括 Log-Normal模型、Exponential模型、
Weibull模型、Generalized Gamma模型及 Log-Logistic模型，其中，Weibull模型、Exponential
模型、Log-Normal 模型均由 Generalized Gamma 模型變化而來，所以若得到結果為

Generalized Gamma模型之 AIC值最小，將再進行 0=δ 、 1=δ 、 1== δσ 之檢定，

以找出最配適之模型。本研究採用 Lawless(1982) 、Allison(1998)之建議，依據五種危機
函數的數學式，分別將實證資料帶入計算，利用 Log Likelihood值得出 AIC值，找出最符
合資料分佈型態的模式。AIC (Akaikie information criterion)=-2*Log Likelihood+2(p+1+k)。
p為模式的解釋變數個數。模型為Exponential模型時，k=0；模型為Weibull模型、Log-Normal
模型、Log-Logistic模型時，k=1；模型為 Generalized Gamma模型時，k=2。依據計算所
得結果，AIC值以 Generalized Gamma模型最小（模型一為 14890.27，模型二為 14776.34）。
因此，再以 Generalized Gamma模型的 scale（σ ）、shape（δ ）分別進行 0=δ 、 1=δ 、

1== δσ 之檢定，檢定結果（模型一為 Z=-2.74<-1.96，模型二為 Z=-2.72<-1.96）拒絕
1=δ 之假設，也就是Weibull模型最配適資料。 

45α̂ 是另一個判斷危險率變化方式的參數。 ikki xxtth βββα ++++= ...log)(log 110 ，

而 1)ˆ/1(ˆ −= σα 。 



表 4-4 自住者之存活函數表 
搜尋期間

（月） 
自住者 搜尋期間

（月） 
自住者 

0.5 0.9958 10 0.1882 
1 0.9238 11 0.1804 
2 0.7913 12 0.0979 
3 0.6073 13 0.0888 
4 0.5483 14 0.0816 
5 0.4962 15 0.0709 
6 0.3015 16 0.0657 
7 0.2472 17 0.0652 
8 0.2374 18 0.0536 
9 0.2238 36 0.0050 

表 4-5為存活分析之實證結果。在顯著水準為 0.05時，首先來看自住

者的目前房價認知對搜尋期間的影響，也就是定錨效應是否存在。模型一

中，目前房價認知之變數「看漲」、「看跌」均顯著，顯示在控制其他變數

的情況下，對於自住者來說，自住者屬於有限理性之決策者，定錨效應確

實會影響購屋者的搜尋期間，自住者會因本身不同房價的認知，而有不同

的參考點存在。接下來討論，當定錨效應對搜尋期間的影響方式，也就是

當自住者對未來房價預期與繼續搜尋效益間之關係是正向抑或負向關係。 

模型一之結果顯示假說四獲得支持，對目前房價認知為看漲者，其搜

尋期間越短(-0.1286)，看漲者搜尋期間為持平者的 0.88 倍 46。看跌者搜尋

期間較長(0.1381)，看跌者搜尋期間為持平者的 1.15倍。即當看跌( 1b )、持
平( 2b )與看漲( 3b )三種不同目前房價認知，且 321 bbb << 時，b越大之自住
者，其搜尋期間越短。而在模型二中假說五獲得支持，在不同整體房價看

法下（各種不同房價看法組合），以不變者（即目前房價認知與未來房價預

期相當者）為比較基礎，當自住者整體房價看法為看漲時，為不變者的 0.95
倍，整體房價看法為看跌時，為不變者的 1.24倍。依此結果可進一步推論，

自住者對一年後房價看法會影響目前房價認知之參考點，而使參考點產生

修正，其中看壞者其參考點向下修正幅度似乎較高。 

接下來，討論其他控制變數對搜尋期間之影響。在模型一與模型二中，

顯著的變數項目與係數相似，故單就模型一進行討論控制變數對搜尋期間

的影響，並無不妥。就自住者來說，在顯著水準為 0.05時，個人因素中的
「購屋經驗」、「年齡」、「低所得」，以及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因素中的「單

價」、「公寓」、「大廈」、「高雄縣市」、「公寓＊高雄縣市」、「大廈＊高雄縣

                                                 
46exp(-0.1122)=0.89。反轉之理由同註 30。 



市」等變數，顯著影響搜尋期間。 

有購屋經驗者，會顯著縮短搜尋期間（-0.1068、-0.1062），與預期符
號相符合。顯示有購屋經驗之自住者，其搜尋期間在模型一與模型二中中，

均為無購屋經驗者的 0.90倍。年齡越大者搜尋期間越長（0.0112、0.0115），
也證實年紀越大越傾向風險趨避之說法。低所得者較中所得者搜尋期間為

長（0.0470、0.0469），均為其 1.05倍，而「高所得」不顯著，更加表示相

對於高所得者而言，購屋對低所得而言，為較沈重的財務負擔，有較高搜

尋效益、較低搜尋成本，因此，有較長的搜尋期間。在產品類型部分，傾

向購買單價較高者（0.0577、0.0530），搜尋期間隨單價每增加一萬元增加
1.06倍、1.05倍。 

表 4-6則為在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之比較結果，不論模型一或是模型

二，均顯示相似的結果。即相較於供給個案數量最少的「台北縣市透天」，

當該地區產品個案數量增多、訊息取得容易度提升時，將使得自住者縮短

搜尋期間。這結果隱含自住者在進行搜尋時，心中可能有既定的偏好，並

不會因為個案供給數量增加，而猶豫不決拉長搜尋期間。 



表 4-5 自住者存活分析實證結果表 

被解釋變數：搜尋期間 

 模型一 模型二 
解釋變數 係數 

(標準差) 
係數 

(標準差) 
截距項 1.6787*** 

(0.0725) 
1.7801*** 
(0.0725) 

2003 年第一季 -0.0260 
(0.0316) 

-0.0457** 
(0.0291) 

2003 年第三季 0.00250 
(0.0305) 

0.0227 
(0.0296)** 

2003 年第四季 -0.0153 
(0.0298) 

-0.0301 
(0.0279) 

目

前

房 

 
看漲 

-0.1286*** 
(0.0292) 

－ 

價

認

知 

 
看跌 

0.1381*** 
(0.0272) 

－ 

整

體

房 
看漲 

－ 

-0.0508** 
(0.0253) 

價

預

期 
看跌 

－ 

0.2151*** 
(0.0320) 

購屋經驗 -0.1068*** 
(0.0217) 

-0.1062*** 
(0.0217) 

年齡 0.0112*** 
(0.0014) 

0.0115*** 
(0.0014) 

低所得 0.0470** 
(0.0224) 

0.0469** 
(0.0224) 

個 
人 
因 
素 
家戶平均月

所得 
高所得 -0.0285 

(0.0360) 
-0.0245 
(0.0359) 

 



續表 4-5 
 模型一 模型二 
解釋變數 係數 

(標準差) 
係數 

(標準差) 
單價 0.0577*** 

(0.0161) 
0.0530*** 
(0.0160) 

公寓 -0.2572*** 
(0.0469) 

-0.2530*** 
(0.0469) 

產品 
類型 

大樓 -0.3111*** 
(0.0435) 

-0.3051*** 
(0.0434) 

台中縣市 -0.0832 
(0.0609) 

-0.0804 
(0.0609) 

區域 

高雄縣市 -0.2474*** 
(0.0618) 

-0.2361*** 
(0.0618) 

公寓＊台中縣市 -0.0331 
(0.0809) 

-0.0643 
(0.0809) 

大樓＊台中縣市 -0.0008 
(0.0727) 

0.0092 
(0.0726) 

公寓＊高雄縣市 0.2893*** 
(0.0787) 

0.2878*** 
(0.0787) 

產

品

類

型

與

區

域

特

性 

產品類型＊

區域 

大樓＊高雄縣市 0.1880*** 
(0.0716) 

0.1819*** 
(0.0715) 

σ (scale Parameter) 
0.7334 
(0.0071) 

0.7328 
(0.0071) 

Weibull Shape 
1.3634 
(0.0132) 

1.3646 
(0.0132) 

Log Likelihood值 -7837.2675 -7825.5128 
Right Censored Values 2762 2739 
觀察值數目 7797 7797 
說明：1.*** p<0.01；** p<0.05；* p<0.1。 



表 4-6  自住者之產品類型與區域搜尋期間倍數比較表 

 模型一 模型二 
產品類型與區域 係數 倍數 係數 倍數 

台中縣市透天 v.s台北縣市透天 -0.0832 0.9202 -0.0804 0.9227 
高雄縣市透天 v.s台北縣市透天 -0.2474 0.7808 -0.2361 0.7897 
台北縣市公寓 v.s台北縣市透天 -0.2572 0.7732 -0.2530 0.7765 
台北縣市大樓 v.s台北縣市透天 -0.3111 0.7326 -0.3051 0.7370 
台中縣市公寓 v.s.台北縣市透天 -0.3735 0.6883 -0.3977 0.6719 
台中縣市大樓 v.s.台北縣市透天 -0.3951 0.6736 -0.3763 0.6864 
高雄縣市公寓 v.s.台北縣市透天 -0.2153 0.8063 -0.2031 0.8162 
高雄縣市大樓 v.s.台北縣市透天 -0.3705 0.6904 -0.3593 0.6982 

 



第五節 小結 

自住者因為購屋主要供自住，且為家戶重大財務支出，價格搜尋有一

定重要性。但過去的研究多僅針對客觀價格加以討論，忽略個人對價格之

看法可能造成的影響。本文以無限期、不可反悔之購屋搜尋模型，去推論

定錨效應對自住者搜尋期間的影響。因資料包含右方設限資料，採用存活

分析法來驗證假說。實證結果顯示，自住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有時間相依性，

即自住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會隨著搜尋期間的增加，以遞減的方式增加。

定錨效應也確實會影響購屋搜尋行為，即自住者非追求經濟上的最佳解，

而是有限理性的決策者。 

實證時透過兩個模型，去檢驗定錨效應是否存在，以及自住者對未來

房價預期對參考點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定錨效應確實存在購屋搜尋行為

中，並促使自住者做出有限理性之決策。在模型一中，與持平者相較之下，

對目前房價看法看漲者，其搜尋期間越短，看跌者其搜尋期間較長。模型

二則進一步發現，與不變者相較之下，自住者對整體房價看漲者，其參考

點確實較高，且目前房價看法較對一年後房價看法看跌者，其參考點向下

修正幅度越高。該結果顯示自住者對整體房價看法是由目前房價認知與未

來房價預期同時構成，並後者有加強定錨校應對搜尋期間的影響效果。 

除了房價看法的影響外，購屋經驗有助於降低自住者之搜尋成本，縮

短其搜尋期間。而年齡較長、低所得者、購買較高單價房屋者，則有較長

的搜尋期間。當該地區產品個案數量增多、訊息取得容易度提升時，將使

得自住者縮短搜尋期間。本文之主要貢獻在於，證實定錨效應顯著影響自

住者的搜尋期間，且整體房價看法由目前房價認知與未來房價預期構成，

未來房價預期會加強定錨效應的影響，即對房價看法為看漲者有較高之價

格參考點，搜尋期間越短，以及區域次市場中產品類型供給上的差異，會

影響搜尋期間。因此，後續進行購屋搜尋之研究時，應考慮個人目前房價

認知與未來房價預期，以及區域次市場之產品類型差異，對搜尋期間的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