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先前經驗對自住購屋者搜尋行為之影響∗ 

本章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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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沿用第三章之存活分析實證模型，深入討論

先前購屋經驗、租屋經驗與地區熟悉程度，可能對搜尋行為造成的影響。

但受限於資料無法得知投資者過去投資頻率與經驗，而在第三章中購屋目

的確實影響搜尋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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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先前經驗對搜尋期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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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Murray(1991)也指出，通
常消費者在做購買決策時，會先進行內部資訊搜尋（即過去購買或試吃、

試用經驗的記憶）。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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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可知，先前經驗是消費者
重要的資訊來源之一，並影響其搜尋行為。但房屋雖屬經驗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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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針對先前經驗對購屋搜尋的影響

重新審視。 

回顧相關文獻，關於經驗與搜尋行為之關係，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早

期的研究中，如 Betty and Smith(1987)曾就外部搜尋相關研究加以整理，發

現先前經驗的增加，會提升資訊搜尋與處理能力，以及增加擁有的資訊數

量（即產品知識），使得經驗與搜尋行為為負向關係。但依據 Bettman and 
Park(1980)與 Fiske et al. (1994)之說法，他們認為消費者的先前經驗可分成

三個等級，且消費者的經驗與搜尋行為之關係，應是倒 U字型。主要原因
為低度經驗者缺乏資訊處理的能力，高度經驗者未必具有處理資訊的動

機，而中度經驗者已具有足夠處理資訊的能力，但知識的量又不足以滿足

其需求，因此花費最多努力處理資訊。同時也因經驗超越中等以上時，消

費者具有充分知識，且已瞭解產品屬性和產品資料之間的關係，因此只需

要搜尋一部份的線索或產品屬性，即可瞭解產品全貌，遂使搜尋量降低，

才會形成倒 U字型的曲線關係。另一種解釋原因就是，在消費者整體產品
知識達到中等水準之前，經驗會產生增加搜尋效益的正向效果，此正向效

果超越具有經驗而產生的選擇性搜尋，或使用其他線索而不進行資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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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向效果 (Brucks,1985)。前述結果顯示經驗對搜尋行為的影響，受到消

費者本身透過經驗所擁有的知識程度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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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

人會透過蒐集相關價格與品質訊息的方式，以降低購買決策中的不確定

性。同時房屋屬於經驗財(experience goods) (Darby and Karni1,1973)47，無法

在搜尋階段即獲得完整的產品品質資訊，須在購買使用後才能得知。由此

可知，購屋者可藉由過往購屋經驗獲取資訊，但卻難以就想要購買的個案

加以試用，以獲知房屋的品質。因此，房屋之購買經驗存在，而試用經驗

較難以存在。 

回顧購屋搜尋相關文獻，關於經驗的替代變數並不一致，包括購屋經

驗與地區經驗，研究結果也同樣分歧，購屋經驗負向或不顯著影響搜尋期

間，地區經驗正向或不顯著影響搜尋期間。Hempel and Jain(1978)，以問卷
調查方式，對跨文化之購屋行為進行探討，發現家戶決策環境(即家戶決策
困難程度)，以及產品表現(即對個別住宅之態度)對搜尋努力程度有顯著影

響，而過去購買經驗對搜尋努力程度影響不顯著。Wood and 
Maclennan(1982) 、Maclennan and Wood (1982)以大學生租屋與一般購屋者
進行研究，討論地區經驗(對該地區熟悉之換屋者或當地學生)可能造成的影
響，結果顯示具有地區經驗者有較低之搜尋成本，反應出較長的搜尋期間。 

Turnbull et al.(1993)則將購屋者的經驗區分為購屋經驗(首購與換屋)與
地區經驗(區外移入與當地居民)兩種，結果顯示不同經驗者，其搜尋成本並

無不同，使得購屋經驗與地區經驗對購屋者支出的房價無顯著影響。作者

推論主要是因為MLS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的存在 48，使得經驗影響不

顯著，顯示仲介的存在，會使得經驗對搜尋行為的影響降低。依據

Anglin(1997)的研究，購屋經驗會增加資訊處理的能力，而縮短搜尋期間，

即使前後次購買的房屋類型不同。另外，仲介也會影響搜尋期間，但國內

並無此聯賣制度，個別經紀人可能有不同程度的資訊，使得經驗仍會對透

過仲介管道購屋者之搜尋期間造成影響。 

除了購屋會進行搜尋外，租屋同樣會進行搜尋，但以往卻少有文獻同

                                                 
47Darby and Karni(1973)依據消費者購買前及購買後對商品品質的認知能力，將財貨分為三

類，搜尋財(search goods)、經驗財(experience goods)與信賴財(credence goods)。一般而言，
搜尋財在搜尋階段時即可獲得完整的商品資訊，其評估成本較經驗財低。但對信賴財來

說，即使在購買及使用之後，仍無法得知其品質。同樣的 Nelson(1970)也是將產品區分為
搜尋品和經驗品，認為具有搜尋屬性的產品，消費者可以透過對資訊的搜尋、比較後，對

產品品質做出適當的判斷，而經驗屬性的產品，則必須在消費者使用過後，才能對產品品

質做出判斷。 
48MLS為美國仲介業特有制度，各仲介公司合作，提供個別所擁有的個案資訊於共同之資

訊平台，以共享資訊。國內的仲介業者，目前並未有資訊共享的機制。 



時就租屋經驗與購屋經驗，對購屋搜尋行為影響加以探討。租屋經驗是否

可被延伸至購屋，是本研究的討論重點之一。為更明確區別購屋經驗與租

屋經驗，因此，本研究對購屋經驗與租屋經驗重新加以定義。為避免記憶

會受到時間經過會有扭曲或遺漏的情形，將換屋族或第二屋購屋者，定義

為具有購屋經驗者，而首購者在本次購屋前為租屋者，則視為具有租屋經

驗。 

為討論前次租屋經驗是否可能延伸於本次購屋搜尋，須先討論購屋與

租屋之需求與搜尋有無相似之處。首先在需求的產品類型部分，依據台灣

住宅需求動向調查更發現，租屋者之需求面積以 30坪內之整層住家為主，
並非絕對偏向小坪數之雅房或套房，顯示租屋與購屋之產品類型需求有相

似之處。在搜尋方式部分，購屋搜尋的方式，主要可區分為仲介、自行尋

找兩個部分，租屋同樣也可透過仲介或自行尋找。而資訊管道部分，依據

同調查 2005第一季調查結果，購屋包括仲介專刊、紅紙條、廣告看板、報
章雜誌廣告、代銷人員、網站等，其中以仲介公司為主(約 44.7%)，另有約
二成以上購屋者，會透過網際網路來搜尋房屋，而透過傳統通路的傳單、

親友推薦、報章雜誌、路過看到等方式約佔 24-28%。 

租屋主要包括紅紙條、網站、電子布告欄(BBS)，以及少部分之仲介
專刊、親朋好友介紹等。依據 2005 年第一季之調查，以租屋網站為主(約
37%)，其餘為紅紙條(約 19%)、親友介紹(約 14%)、仲介(約 11%)、電子布
告欄(約 10%)、廣告(約 8%)等。顯示不論購屋或租屋，均有仲介與自行尋

找兩個方式，而資訊管道部分，大部分相似，都有資訊取得、理解與使用

經驗的存在，也可能透過搜尋與實際結果印證的過程，提升資訊處理與理

解能力，但主要使用管道可能有差異。 

在考量的資訊內容部分，依據房屋購買行為的相關文獻，房屋屬性會

對其效用產生影響，如屋齡、價格、坪數、產品形式、區位等，進而影響

房屋選擇行為 (Quigley,1985；陳彥仲,1997)，顯示購屋者在搜尋時，會蒐
集前述屬性資料，以作為評估依據。對於租屋來說，依據崔媽媽基金會的

建議，租屋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房屋屬性(如屋齡、租金價格、屋內設施

提供及使用情況、產品形式)，以及區位、房屋權屬等。兩相比較之下，可

以發現購屋者或租屋者，均可透過仲介或自行尋找的方式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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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之研究均是針對成屋進行探討，且租屋不包含預售屋，故建立經

驗對成屋購屋搜尋之假說前，先假設購屋搜尋者對住宅類型有固定偏好及



需求 49。對於成屋(新成屋與中古屋)之購買來說，推論購屋經驗與租屋經驗

應有程度上的差異，前者應較後者豐富且深刻。但有租屋經驗者因經歷過

類似的搜尋方式與管道，可能具有較多處理資訊的能力，但知識的量又不

足以滿足其購屋的需求，使其有較長的搜尋期間。而有購屋經驗者相對於

無任何經驗者，前者應較瞭解產品屬性與產品資訊間的關係，並對相關搜

尋管道、方式較熟悉，且依據過去相關研究結果，推論過去購買經驗應會

縮短搜尋期間。另外，依據以往相關研究，仲介對搜尋期間有顯著影響

(Anglin,1997；周美伶與張金鶚 ,2005)，且仲介為房屋市場主要資訊擁
有者，可能會影響經驗對搜尋期間之影響程度，但過去關於經驗與仲介兩

者關係之研究較少，難以推論其影響。因此，本研究實證時納入仲介變項

以為檢驗，並針對自行搜尋者建立本研究之假說六如下： 

假說六：對自行搜尋之成屋購買者來說，相對於無任何經驗之購屋者而言，

具有租屋經驗之購屋者搜尋期間拉長。具有購屋經驗者搜尋期間

縮短。 

台灣之房屋類型除了成屋以外，尚有預售屋，此為台灣特有的銷售方

式，兩者之銷售方式明顯不同。與具有實體之成屋相較之下，預售屋是相

當特殊的產品，在銷售當時並不具有實體可供體驗，購屋者僅能就銷售人

員所提供之建物模型、圖片去作想像，購買結果不確定性高。當消費者對

購買結果無法預知，而產生不確定時，依據 Garretson and Clow(1999)的研
究，知覺風險便會存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加上房屋屬於經驗財，依據

Derbaix(1983)發現，消費者對於搜尋品具有較高的心理風險，對耐久經驗

品有較高的財務風險，而對於非耐久經驗品有較高的身體風險。因此，就

具昂貴性、異質性之房屋來說，相對於購買時有實體可供體驗之成屋，預

售屋應有較高的知覺風險。 

當知覺風險較高時，增加資訊搜尋行為可以降低知覺風險

(Taylor,1974；Betty and Smith,1987；Kolter,2003)。而對於購買時無實體之
預售屋，Murray(1991)認為當消費者購買無形服務時，由於無法獲得有關產
品中經驗屬性的資料，消費者對直接體驗的依賴性越強。Cox(1967)同樣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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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推論，對於預售屋的購屋者來說，會更依賴經驗。有過往的購屋經驗

者，可以沿用過去相似的搜尋方式、資訊管道與產品知識，進而負向影響

搜尋期間。但租屋不包含預售屋，在未對預售屋進行搜尋的情況下，較難

                                                 
49本研究假設購屋搜尋者對房屋類型有固定偏好與需求之原因，在於不同房屋類型在本質

上有相當之差異，使得購屋搜尋者會受到本身負擔能力、家戶需求而有特定的偏好。以價

格來說，同一地區、坪數之房屋，以中古屋價格最低。以付款方式來說，新成屋與中古屋

需要較高的自備款。以服務水準來說，預售屋在購買當時並無法立即使用，且購買當時無

法確認完成後之屋況，新成屋有較佳的屋況且可立即使用，中古屋可能立即被使用但有較

差的屋況。故本研究之假設前提有一定之正當性。 



累積過去的搜尋經驗，可能較不易延伸經驗至本次購屋。因此，建立本研

究之假說七如下： 

假說七：對於無實體之預售屋購買來說，相對於無任何經驗之購屋者而言，

有較短搜尋期間。 



第二節 資料說明與實證模型 

一、資料說明 

本章所採用之資料來源，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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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大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共

同進行之「台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資料期間為 2003 年第一季到 2004 年

第一季，但因該資料於 2003 年第三季，並未對「仲介」問項進行調查，因

此在實證分析時，受限於資料現況，該季資料並未納入。該調查包含兩個

部分，為已購屋者與尚在搜尋者 50，因此，採用存活分析法，探討自住者

的過往經驗對購屋搜尋期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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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合採用一

般常態分析方法進行分析，故本章採用存活分析法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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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實證模型中，主要探討為購屋經驗、租屋經驗，對於有無仲介協助，

以及不同房屋類型與遷移方式之購屋者，其搜尋期間的影響。但現行預售

屋主要透過建商自售或代銷公司方式銷售，並未透過仲介銷售。因此，在

進行實證分析時，不宜將預售屋、成屋（新成屋與中古屋）列於同一式子

中，應分別討論。實證模型中，成屋之主要解釋變數，為經驗（購屋經驗、

租屋經驗）、有無仲介協助、經驗與仲介交叉項、遷移方式（同區遷移或跨

區遷移），以及房屋類型（新成屋、中古屋）。預售屋之主要解釋變數，僅

包括經驗與遷移方式。此外，依據以往相關研究結果，個人差異、次市場

之差異可能影響搜尋期間，必須加以控制。因此，兩者均加入之變數，包

括受訪者對個人因素（年齡、家戶月所得）、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因素（房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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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尚在搜尋者與已購屋者兩份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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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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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坪數、產品類型、區域、產品類型與區域交叉項），以及調查時間。相

關變數茲分述如下： 

（一）購屋經驗 

將換屋與第二屋購屋者視為有購屋經驗之購屋者。放入虛擬變數「有

購屋經驗」。由過去的文獻推論預期符號為負，即有經驗之購屋者，因為過

往經驗之協助，有助於訊息之取得與處理，而縮短搜尋期間。 

（二）租屋經驗 

將首購者中，之前為租屋居住者，視為有租屋經驗者。放入虛擬變數

「有租屋經驗」。有租屋經驗者，可能具備相當的資訊處理能力，但知識量

又不足，其搜尋期間反而較無任何經驗者長，預期符號為正。 

（三）仲介 

將購屋管道分為透過仲介購買與自行尋找兩個部分，放入虛擬變數「仲

介」。依據以往相關研究，仲介反而會增加搜尋期間(Anglin,1997；周美
伶與張金鶚 ,2005)，預期符號為正。同時加入「仲介」與購屋經驗、租
屋經驗的交叉項，檢視兩者之間是否有交互作用，以及經驗是否足以替代

仲介所提供之協助。 

（四）遷移方式 

若購屋者前後遷移縣市相同，視為同區遷移，具有地區經驗。反之，若

前後遷移縣市不相同，視為跨區遷移，不具有地區經驗。實證模型中加入

虛擬變數「同區遷移」，預期符號為負，即同區遷移者，因為生活在該地區

次市場中，較有機會獲取個案資訊，且有較低之交通成本，與搜尋期間之

關係為負。 

（五）年齡 

為連續變數，單位為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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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年齡與搜尋期

間之關係為正相關。 

（六）家戶平均月所得 

購屋為家戶重大支出，所得可能影響時間成本或是錯誤決策成本之認

知，故放入所得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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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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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類型 

成屋包括新成屋與中古屋，為避免兩者搜尋期間有顯著差異，卻未能在

實證模型中加以控制，因此加入虛擬變數「新成屋」。 

（八）單價 

為尚在搜尋者受訪時有意願購買的單價，以及已購屋者所購房屋的單

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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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越願意投入更多的搜尋。 

（九）產品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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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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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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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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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放入「台中縣市」、「高雄縣市」之虛擬變數。另外因區域

發展的特性，可能使得某類產品類型較少，將使其搜尋期間縮短，加入區

域、以及區域與產品類型交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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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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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市大樓」

等四個虛擬變數。與「產品類型」、「區域」之推論相似，個案訊息多寡對

搜尋期間之影響並不一定。 

（十一）調查時間 

資料之調查時間，包括 2003Q1、2003Q2、2003Q4、2004Q1。依據「台
灣住宅需求動向調查」之購屋者信心指數，購屋者在第二季可能因受到

                                                 
52區域與產品交叉項，以台北縣市透天為比較之基準來設定虛擬變數，詳細理由請參照註

41。 



SARS影響，其信心指數似乎低於其他各季 53。因此，以 2003Q2為比較基
準，加入「2003Q1」、「2003Q4」、「2004Q1」之虛擬變數以為控制。 

                                                 
53依據 2004 年第一季台灣購屋需求動向季報之資料，下表為 2003Q1至 2004Q1已購屋者
與尚在搜尋者之房價看法。 

調     查     項     目 2003Q1 2003Q2 2003Q3 2003Q4 2004Q1 
對目前房價看法 103.25 89.20 109.09 118.11 134.56 已購屋者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110.60 96.08 113.63 121.96 131.81 
對目前房價看法 91.33 82.44 105.90 121.59 133.49 尚在搜尋者

對一年後房價看法 96.18 84.16 106.32 108.66 124.32 
 



第三節 基本統計敘述 

表 5-1 為不同的經驗情形之購屋搜尋者之基本統計描述，分別針對具

有，其在搜尋期間、房價、年齡、家戶平均月所得、坪數、產品類型以及

區域的差別，加以說明。在樣本分佈情形上，有租屋經驗者平均搜尋期間

較長、支付單價較低、年齡較輕，且多集中在台北縣市。此結果隱含年紀

較輕者或位於台北縣市者，相對於較高的房價，其負擔能力較低。因此，

多先選擇租屋，且因財富累積較少，故多選擇單價較低之房屋，傾向購買

中古屋。無經驗者，多為低所得，且傾向購買成屋，隱含預售屋之購買，

有較高的知覺風險。有購屋經驗者搜尋期間最短、較能接受預售屋，且平

均購買單價較高、所得也較高。 

另外，在顯著水準為 0.05時，不同經驗之購屋者的搜尋期間、單價、

年齡、房屋類型、家戶平均月所得、產品類型與區域有顯著差異。由初步

的樣本統計結果，可以發現不同經驗購屋者確實有差異，後續將採用存活

分析，對影響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 



表 5-1 不同經驗之自住者基本統計敘述表 
無經驗 有租屋經驗 有購屋經驗              

變  項 樣本∕平均數 樣本∕平均數 樣本∕平均數 

平均 6.9128 8.1225 6.5350 搜尋期間（月） 

檢定  F=3.73**  
平均 11.2044 11.1036 11.6619 單價（萬元∕坪） 

檢定  F=8.15***  
平均 36.3017 36.0233 38.3741 年齡（歲） 

檢定  F=65.79***  
預售屋 249(35.62%) 138(19.74%) 312(44.64%) 
新成屋 1311(38.62%) 823(24.24%) 1261(37.14%) 
中古屋 1409(47.46%) 1303(33.63%) 1162(29.99%) 

房屋類型 

檢定  2χ =130.1213***  
低所得 1471(39.91%) 1178(31.96%) 1037(28.13%) 
中所得 1381(35.63%) 1023(26.39%) 1472(37.98%) 
高所得 188(32.58%) 95(16.46%) 294(50.95%) 

家戶平均月所得 

檢定  2χ =166.4913***  
透天 509(37.56%) 356(26.27%) 490(36.16%) 
公寓 923(37.78%) 676(27.67%) 844(34.55%) 
大樓 1423(36.55%) 1179(30.29%) 1291(33.16%) 

產品類型 

檢定  2χ =10.6034**  
台北縣市 958(35.40%) 959(35.44%) 789(29.16%) 
台中縣市 592(35.49%) 468(28.06%) 608(36.45%) 
高雄縣市 805(40.70%) 393(19.87%) 780(39.43%) 

區域 

檢定  2χ =145.4900***  
說明：1.*** p<0.01；** p<0.05；*p<0.1。2.括弧內之百分比為 row percent。 



第四節 實證結果 

在進行各變數對搜尋期間之影響分析前，先釐清不同經驗者的存活函

數是否有顯著差異。透過圖 5-1 可以發現，不同經驗購屋者之存活函數似

乎有差異，但在初期的差異似乎不明顯。因此，採用 log-rank test 來做檢定，
在顯著水準為 0.05下， 2χ 為 52.2186，p-value為 0.0001，顯示不同經驗者

之存活函數確實有顯著差異，且以租屋者的存活函數最大，其次為無經驗

者，有購屋經驗者存活函數最小，此結果表示有租屋經驗之購屋者，有較

長的搜尋期間，有購屋經驗之購屋者，有較短之搜尋期間，故不同經驗對

搜尋期間之影響方向不同。（存活函數詳見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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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不同經驗購屋者之存活函數圖 



表 5-2 不同經驗購屋者之存活函數表 
搜尋期間

（月） 
無經驗 租屋經

驗 
購屋經

驗 
搜尋期間

（月） 
無經驗 租屋經

驗 
購屋經

驗 

0.5 0.9968 0.9978 0.9954 10 0.1837 0.2435 0.1799
1 0.9313 0.9415 0.9018 11 0.1769 0.2314 0.1721
2 0.8022 0.8359 0.7697 12 0.0979 0.1417 0.0866
3 0.6288 0.6595 0.5766 13 0.0916 0.1250 0.0762
4 0.5681 0.5967 0.5214 14 0.0851 0.1174 0.0719
5 0.5114 0.5362 0.4808 15 0.0724 0.1075 0.0643
6 0.3114 0.3628 0.2868 16 0.0678 0.1075 0.0612
7 0.2836 0.3369 0.2613 17 0.0663 0.1058 0.0604
8 0.2357 0.2993 0.2285 18 0.0540 0.0870 0.0533
9 0.2229 0.2826 0.2158 3654 0.0078 0.0176 0.0020

表 5-3為存活分析之實證結果，實證結果顯示，模式配適Weibull模型
55，表示預售屋與成屋購屋者停止搜尋的機率，有時間相依性。預售屋購屋

者的 7750.0ˆ =σ ，成屋購屋者的 7396.0ˆ =σ ，透過α̂ 56，進一步釐清停止搜

尋增加的機率。預售屋購屋者的 2903.01)7750.0/1(ˆ =−=α ，表示時間每增

加 1% ， 則 停 止 搜 尋 的 機 率 增 加 0.29% 。 成 屋 購 屋 者 的
3521.01)7396.0/1(ˆ =−=α ，表示時間每增加 1%，則停止搜尋的機率增加

0.35%。依前述結果同時可以得知，在時間增加比率相同時，預售屋購屋者

停止搜尋機率小於成屋購買者。 

在顯著水準為 0.05時，首先就成屋購買部分加以討論。成屋之搜尋期

間，在控制所有變數的情形下，估計為 7.37個月 57。而「仲介＊有租屋經

驗」顯著，顯示「仲介」與「租屋經驗」有交互作用，要探討經驗與搜尋

期間之影響，需分為有無仲介來討論。對於自行尋找之購屋者而言，顯著

受到購屋經驗、租屋經驗的影響，其中，購屋經驗的係數為-0.0782，租屋
經驗的係數為 0.1811，也就是在無仲介協助下，有購屋經驗者，其搜尋期
間為無任何經驗者的 0.92倍，而有租屋經驗者，其搜尋期間為無任何經驗
者的 1.2倍，假說六獲得支持。而在有仲介協助者的情況下，有購屋經驗者

                                                 
54存活函數在 18-36個月之間變化不大，因此不一一列出。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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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計算所得結果，AIC值
以 Generalized Gamma模型最小，預售屋模型、成屋模型之 AIC值分別為 1868、16580，
因此再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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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8.13<-1.96、Z=-2.13<-1.96，均拒絕 1=δ 之假設，也就

是Weibull模型最配適資料。AIC之方程式，詳見註 42。 
56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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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p(1.9977)=7.37，反轉之理由同註 30。 



係數為-0.0278，有租屋經驗者係數為-0.018，也就是在有仲介的協助下，有
購屋經驗者，其搜尋期間為無任何經驗者的 0.97倍，而有租屋經驗者，其
搜尋期間為無任何經驗者的 0.98倍。此結果顯示仲介有助於縮短有購屋經
驗或有租屋經驗者之搜尋期間，但縮短搜尋期間之程度有限。至於對遷入

地區較熟悉者，其搜尋期間為跨區遷移者的 1.05倍，差異不大。 

2003Q1 係數為正且顯著(0.0779)，表示該季搜尋期間，比 2003Q2 受
到 SARS 衝擊時之搜尋期間長。個人因素部分，年齡越大搜尋期間越長

(0.0070)，同樣支持年紀越大越傾向風險趨避之說法。家戶平均月所得未顯

著，顯示在控制其他變數的情況下，不論是高、中、低所得之購屋者，其

搜尋期間無顯著差異 58。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因素，皆與預期符號相符。

新成屋搜尋時間為中古屋的 0.90 倍，可能與新成屋屋況較中古屋單純有
關。單價越高搜尋期間越長(0.0715)，顯見購買價格越高之產品，購屋者感

受到之知覺風險越高。而台北縣市公寓之搜尋期間為透天的 0.76倍，台北

縣市大樓之搜尋期間為透天的 0.7倍，台中縣市透天為台北縣市的 0.89倍，
高雄縣市透天為台北縣市的 0.73倍，購買高雄縣市公寓之搜尋期間，為台
北縣市透天的 0.79倍，購買高雄縣市大樓之搜尋期間，為台北縣市透天的

0.63倍，隱含市場個案多寡會影響購屋者之搜尋期間。 

在預售屋之購屋搜尋部分，在控制所有變數的情形下，預售屋購屋者

之搜尋期間，估計為 5.76個月。預售屋顯著受到購屋經驗的影響(-0.2820)，
也就是有購屋經驗者，其搜尋期間為無任何經驗者的 0.75倍，假說七獲得

支持。租屋經驗之係數雖為正，但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有無租屋經驗搜尋

期間沒有差異。92Q4、93Q1 係數為正且顯著(0.1728、0.2128)，表示這兩

季搜尋期間，比 92Q2受到 SARS衝擊時之搜尋期間長。個人因素部分，家
戶平均月所得不顯著，而年齡越大搜尋期間越長(0.0079)，支持年紀越大越

傾向風險趨避之說法。在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因素部分，皆與預期符號相

符。單價越高搜尋期間越長(0.0838)，顯見購買價格越高之產品，購屋者感

受到之知覺風險越高。而台北縣市大樓之搜尋期間為透天的 0.63倍，台中
縣市透天搜尋期間為台北縣市的 0.73倍，高雄縣市透天為台北縣市的 0.65
倍，購買高雄縣市大樓之搜尋期間，為台北縣市透天的 0.78倍，同樣隱含
市場個案多寡會影響購屋者之搜尋期間。 

                                                 
58以往研究中，多認為所得高者，有較高的時間成本，所以當所得增加時，將使得搜尋的

邊際成本增加，而縮短搜尋期間。或是有較高的負擔能力，有較低的錯誤決策壓力，而有

較短的搜尋期間。但在本研究與 Anglin(1997)的研究中，均發現所得對搜尋期間的影響不

顯著。在 Anglin(1997) 的研究中，所得為連續變數，作者推論不顯著的可能原因，在於仲

介的介入與購屋者議價能力的差異，稀釋了所得的影響。而本研究採用區間尺度，也可能

降低了該變項的敏感度。因此，所得對於搜尋期間的影響，有賴於真實所得資料之取得，

並同時考量仲介、個人議價能力等相關因素，才能作更進一步釐清所得的影響。 



表 5-3  自住者存活分析實證結果表 

被解釋變數：搜尋期間 

 成屋 預售屋 
 係數 係數 

解   釋   變   數 （標準差） （標準差） 

截距項 
1.9977*** 
(0.0732)  

1.7512*** 
(0.2207) 

有購屋經驗 
-0.0782*** 
(0.0286) 

-0.2820*** 
(0.0695) 

有租屋經驗 
0.1811*** 
(0.0329) 

0.0543 
(0.0877) 

同區遷移 
0.0492** 
(0.0233) 

-0.0046 
(0.0704) 

仲介 
-0.3224*** 
(0.0334) 

－ 

仲介＊有購屋經驗 
0.0684 
(0.0462) 

－ 

仲介＊有租屋經驗 
-0.1991*** 
(0.0522) 

－ 

新成屋 
-0.0945*** 
(0.0206) 

－ 

2003Q1 
0.0779*** 
(0.0287) 

0.0354 
(0.0906) 

2003Q4 
0.0053 
(0.0273)  

0.1728** 
(0.0879) 

2004Q1 
0.0222 
(0.0264)  

0.2128*** 
(0.0786) 

年齡 
0.0070*** 
(0.0014)  

0.0079** 
(0.0044) 

低所得 -0.0146 
(0.0211) 

0.0160 
(0.0671) 家戶平均 

月所得 高所得 -0.0207 
(0.0348) 

0.0341 
(0.0936) 

 



續表 5-3 

 成屋 預售屋 

 係數 係數 
解   釋   變   數 （標準差） （標準差） 

單價 
0.0715*** 
(0.0146) 

0.0838** 
(0.0426) 

公寓 -0.2692*** 
(0.0461) 

-0.1516 
(0.1488) 

產品類型 
大樓 -0.3537*** 

(0.0432) 
-0.4613*** 
(0.1300) 

台中縣市 -0.1209** 
(0.0615) 

-0.3198** 
(0.1689) 

區域 
高雄縣市 -0.3096*** 

(0.0620) 
-0.4369*** 
(0.1757) 

公寓＊台中縣市 0.1177 
(0.0804) 

-0.2696 
(0.2171) 

大樓＊台中縣市 0.0527 
(0.0723) 

0.3811* 
(0.2093) 

公寓＊高雄縣市 0.3454*** 
(0.0767) 

0.3400 
(0.2310) 

產品類型＊

區域 

大樓＊高雄縣市 0.1988*** 
(0.0704) 

0.6536*** 
(0.2022) 

σ (Scale Parameter) 
0.7396 
(0.0067) 

0.7750 
(0.0216) 

Log Likelihood值 -8705.3720 -938.6375 
Right Censored Values 3162 113 
觀察值數目 8944 790 

說明：1.*** p<0.01；** p<0.05；*p<0.1。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延續第三章之結果，進一步擴大研究區域，並納入租屋經驗，進

一步釐清經驗對購屋搜尋期間的影響，藉由回顧經驗與搜尋行為之相關文

獻，以及分析房屋市場現況，建立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假說。研究結果顯

示本研究之假說四、假說五均獲得支持，也顯示在擴大研究區域後，確實

先前的租買經驗影響購屋搜尋期間，仲介服務與經驗之間有部分的交互作

用存在，且不同區域、產品類型間搜尋期間有所不同。 

其中，對於自行尋找的成屋購屋者而言，租屋經驗可被延伸於購買經

驗。相對於無任何經驗者，購屋經驗有助於縮短搜尋期間，而具租屋經驗

者，會因為過去搜尋經驗的累積，較無任何經驗者，有較高的資訊處理與

理解能力，在面對資訊量不足的情況下，有更高的意願進行搜尋，因此，

會有較長的搜尋期間。實證結果同時也顯示，仲介與經驗兩者之間無法完

全被替代，仲介服務對縮短有購屋經驗或有租屋經驗購屋者之搜尋期間幫

助有限，顯示仲介服務仍有相當的努力空間。預售屋部分，因其特殊的銷

售方式，在購買時並無實體，因此，僅購屋經驗會顯著縮短搜尋期間，有

租屋經驗者與無任何經驗者，兩者之搜尋期間無顯著差異。 

除此之外，不論是預售屋或是成屋之購屋者，其停止搜尋機率有時間

相依性，且預售屋購屋者停止搜尋機率小於成屋購屋者，此結果支持本研

究對預售屋有較高知覺風險之推論。而在控制其他變數情形下，預售屋購

屋者之搜尋期間較成屋購屋者為短。此結果隱含預售屋之購屋者，可能受

限於可獲得資訊有限，無法藉由延長搜尋期間，以降低知覺風險，顯見預

售屋購屋者在進行購買決策時，需面臨更多的風險，如建商中途倒閉、完

工品質與契約或廣告內容不符等，有賴中立機構（如消費者保護基金會、

台灣不動產資訊中心）或相關政府部門（如公平交易委員會），透過法令規

定或資訊平台的建立，促使相關資訊透明化，以保障預售屋購屋者的權益。

此外，年齡會大越傾向趨避風險，搜尋期間拉長。購買單價越高，同樣也

會有較高的知覺風險，有較長的搜尋期間。在產品類型與區域特性的影響

上，可以發現購屋者之搜尋行為，會受到地區個案數量多寡之影響，當該

地區個案數量少，連帶使得購屋者可搜尋之數量減少時，搜尋期間將縮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