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模型設計與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基於以上對於變數之設定，做出實證模型，首先對於模型之設定方式以

及預期變數狀況進行解釋，接著檢視模型之檢定情況，並對於實證結果狀況加以

闡述。 

    本文應用次序性邏輯特模型，由於其可方便應用在次序尺度分析上，因此在

房地產領域亦廣為利用，例如搜尋過程中仲介的使用程度(李春長，2003)、管理

維護的委外狀況等(洪子茵、張金鶚，2002)，由於本研究依變相亦為次序尺度，

因此亦選取次序性邏輯特進行實證。 

第一節 模型設計 

在購屋消費決策環境中，家戶面對一組選擇方案時，除了受到該組方案特性

的影響，家戶本身的屬性特徵對於方案選擇亦應存在影響，亦即決策取決於個別

選擇所具有的特性及決策者的特性。 

為了分析購屋者發生過度或不足消費的狀況，本研究應用次序邏輯特模型來

分析，次序性邏輯特模型亦稱作累積 logistic 迴歸模型（Cumulativ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其為二元邏輯特模型的擴展，此方法經常應用在次序尺度分

析上，例如高中畢業以下、高中畢業、大專畢業，或是病症程度輕微、普通、重

度。而於本研究中則為“理想與現實的差距＂，差距程度由低於到高於亦屬於次

序尺度。依序為低於預期(不足消費)、合於預期、高於預期(過度消費)三類。本

研究建構之機率模式如(2)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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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為差距由高於預期到低於預期排序的不連續因變數，Yj＝1 表示不

足消費，Yj＝2 表示與預期接近，Yj＝3 表示過度消費，在本模型當中是以不足

消費當作基準組進行討論。其中α為截距項，β為最大概似估計法所校估之參

數，Xi 為外生的自變數，包括了消費者個別屬性、預期屬性以及搜尋完整性三

部分共十項之變數。 

簡單來說，上式亦可表示如下： 



                                                         (3) 

    u 為誤差項，假定其為對數分配(Logistic Distribution)。由於 Y*無法透過直接觀

察得到，但是我們知道其歸屬於何種次序類別。因此，模式可以進一步表示如下面

三式： 

                        
      

                    

F 表示常態累積分配函數。透過此模式可利用最大概似法來估計出自變數 X

之係數β'向量。 

此 外 若 是 校 估 的 模 型 符 合 成 比 例 發 生 比 假 設 (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則表示各組合有相同的參數，可以使用次序邏輯特模型來進行評

估，若未通過檢定則需使用多項邏輯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將不足

消費、合於預期、過度消費三者兩兩進行比較，檢驗其差異，或是使用其他模型

進行檢視。 

參照過往文獻主要討論焦點，本文將自變數區分為個別屬性、預期屬性以及

搜尋完整性三部分，而各變數之預期說明如下。 

一、 個別屬性 

在消費者個別屬性的部分主要即為購屋行為者之實質狀態，其中包含了所

得、年齡，購屋之後將進入居住的人數，以及先前有無具備購屋經驗共四個變數，

分項說明如下。 

(一) 所得 

所得最常被用以衡量家戶消費能力，該變數在原始問卷中為級距問法，本研

究以組中點作為試算的依據，將其改成連續變數的型態。由於高所得者有能力消

費較昂貴、較大面積之住宅產品，因此也易有實際大於預期之情況，容易過度消

費；反之較低所得者在預算限制之下，不容易滿足其原先預期，容易產生不足消

費的狀況。 

(二) 年齡 

由於住宅具有昂貴性，需要時間來累積足夠資金，此外年齡較高者除了隱含



著一定經濟能力的意義外，尚有可能包含了相關經驗、智識抑或是財富的積累，

所以易發生過度消費；但相反的是，年齡較高者亦可能意味著偏向保守謹慎的決

策態度，消費上可能較易不足消費。 

(三) 居住人數 

越多的居住人數通常意味著家庭對於面積的需求會越大，因此容易受制於建

商對產品的規劃設計，再者兩人以上家戶通常代表了進入了核心家庭階段，甚或

是三代同堂之家庭，資源應相對於小家戶較為豐富，因此隨人數的增加，越有可

能發生過度消費的情況。 

(四) 購屋經驗 

依據原始問卷前屋權屬來進行判斷，若前屋為租賃或是父母所有則為首購，

自有或是配偶所有則歸納為換屋。由於房地產屬於經驗財6(Experience Goods)，

亦即無法在搜尋階段即獲得完整的產品資訊，需在購買使用後才能得知。是以先

前有購屋之經驗，應有助於鎖定所需之產品屬性以及價位，所以相較之下，首次

購買之族群應較容易發生不足消費的情況。 

二、預期屬性 

在消費者預期屬性的部分，即是購屋行為者在購買決策階段對於產品，以及

本次消費之預設定位，其中包括了預期購買面積、價格以及地區，還有本次消費

行為是自住亦或是投資，以上共四個變數，分別敘明如下。 

(一) 預期面積與單位價格 

期望購買單位較貴、較大面積產品者，一開始的預期已高，雖然可能是一定

能力或需求之象徵，但也可能是對於市場的狀況並不瞭解，且高單價也隱含了較

佳區域的意涵在，因此代表著預期不容易達成滿足，因此隨著預期的提高，越容

易買到低於預期的產品。 

(二) 預期購買地區 

依照問卷之填答狀況合併為期望購買在台北縣市或是其他地區兩項目，由於

                                                 
6  Nelson(1970)將產品區分為搜尋財以及經驗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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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期間台北縣市房價高漲7，是以期望在台北縣市購屋者，其預期將難以達成，

較易發生不足消費的購買行為。 

(三) 預期消費型態 

住宅為消費財亦為投資財，在問卷設計上，尚有偏向自住及偏向投資選項可

供選擇，為簡化分析目的，故將依其填答所偏重之動機，歸類至自住者或投資者。

雖然投資者可區分為出租經營或是轉手賺取價差，但是價格通常是投資者關注的

焦點，不同於自住者較為關心的居住品質問題，因此相較於投資者專注於價格的

特性，自住者易發生過度消費，亦即購買價格較貴、面積較大之產品。 

三、搜尋完整性 

搜尋完整性的部分則是針對購屋消費者，於行為前的資訊搜尋管道以及程度

來進行說明，其一是有無透過仲介管道來進行搜尋，其二是花了多久時間來進行

搜尋行為，共兩個變數分述如下，另外在原始問卷之中尚有看屋間數之問項，但

由於和搜尋期間存在高度共線性，是以取經濟意涵較為明確的購屋搜尋期間來進

行實證。 

(一) 委託仲介 

仲介之委託在購屋行為所發生的效果亦多為討論(李春長、張金鶚，1996；

Anglin, 1997；周美伶、張金鶚，2005)，在此推測有委託仲介者，由於仲介物件

之多樣選擇，再加上仲介為賺取傭金，可能易有高於預期之過度消費發生。 

(二) 搜尋期間 

相關研究常使用搜尋期間來做為搜尋行為之替代變數，在此依照台灣住宅需

求動向季報結果長期平均之搜尋期間六個月，做為時間長短之區隔，較短的搜尋

期間意味短時間內即發生購屋行為，可能有其壓力存在，較不易購得滿足原先預

期之產品；但也有可能為了在短期內盡速購屋，無法詳細進行產品比價，容易發

生過度消費之狀況。 

變數之設定狀況詳如表 4-1。 

                                                 
7  依照台灣住宅需求動向季報之調查，本研究調查期間台北市房價所得比歷創新高，96 年第二季以及第三

季皆達 9.9 倍之譜，相較過往數值足見其為高點；台北縣亦同樣相較過去皆為高點。 



 

表 4-1 實證模型之自變數說明 

類別 變數 說明 
所得 連續變數 

居住人數 連續變數 

年齡 35 歲以下＝1；35 歲以上＝0(基準組) 
個別屬性 

購屋經驗 首購＝1；換屋＝0(基準組) 

期望購屋面積 連續變數 

期望購屋價格 連續變數 

期望購買地區 台北縣市＝1；其他地區＝0(基準組) 
預期屬性 

期望消費型態 自住＝1；投資＝0(基準組) 

使用仲介 無＝1；有＝0(基準組) 
搜尋完整性 

搜尋時間 六個月以下＝1；六個月以上＝0(基準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實證結果 

本研究以次序邏輯特模型進行實證，建立面積、合併價格與面積及價格三模

型，模型之設定於面積及價格皆為超出預期、合於預期以及低於預期三層次，以

低於預期作為基準組進行討論，而兩者合併後則可進一步解釋為不足消費、接近

原先預期、過度消費，差距由低於到高於三個層次，並以不足消費當作基準組來

進行討論。以下分別就模型配適度、多元共線性檢定以及顯著之變數進行實證結

果說明。 

一、模型配適度 

以次序性邏輯特模型進行估計前，須先檢定次序或類別資料是否符合等比例

的假設，結果顯示三模型統計性皆不顯著（p=0.1177、0.9416、0.5066），無法拒

絕等比例假設，亦即成比例假設對模型中所有邏輯特均成立，是以次序性邏輯特

模型可適用本文資料的分析。另外三模型檢定機率模型適合度的概似比統計量

（-2LogL）皆達顯著性（<0.0001），代表模型與自變數間具有聯合的顯著性；而

模型的預測成功率分別達到 62.9%、55.8%、58.9%。 

二、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檢驗 

    王濟川、郭志剛（2004）提出，邏輯特模型與線性迴歸一樣，對自變數中存

在的多元共線性十分敏感，當多元共線性狀況不嚴重時，無論是線性迴歸還是邏

輯特迴歸，其係數估計是無偏且有效的，所以可以忽略其影響。但是當多元共線

性程度增加時，其影響將無法忽略，例如係數標準誤差的估計將產生離差（Berry 

& Feldman, 1985）；而檢查多元共線性則可以利用容忍度（Tolerance）來判斷。 

    當容忍度很低時，表示相應自變數與其他自變數之間存在高度相關，即存在

多元共線性。Mendard（1995）提出容忍度小於 0.2 代表多元共線性存在，而容

忍度小於 0.1 時，代表多元共線性嚴重；又 Allison（1999）則提出容忍度小於

0.4 即應視為多元共線性存在。本文採取較為嚴謹之作法，以 Allison 之標準作為

準則，由表 4-2 可以看出，三模型全部自變數之容忍度皆大於 0.4，即各個自變

數之間並無存在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4-2 多元共線性檢驗 

變數名稱 容忍度 

 面積 價格 面積與價格 

所得 0.7577 0.7577 0.7477 
居住人數 0.8588 0.8588 0.8653 
年齡 0.7841 0.7841 0.7823 

個別屬性 

購屋經驗 0.8375 0.8375 0.8275 
預期面積 0.7488 0.7488 0.7598 

預期單位價格 0.6954 0.6954 0.6837 
預期購買地區 0.7138 0.7138 0.7056 

預期屬性 

預期消費類型 0.9159 0.9159 0.9193 
委託仲介 0.9558 0.9558 0.9549 

搜尋完整性
搜尋期間 0.9566 0.9566 0.959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顯著性檢定 

以下分別就三模型之顯著變數進行說明。 

(一) 面積低於及超出預期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由表 4-3 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達顯著水準的變數，於個別屬性為所得，預期屬

性為期望面積、單位價格、購買地區以及消費型態，而搜尋完整性則無。 

1. 個別屬性 

其中所得為正向影響，表示當所得越高，在面積上較容易有買大的情況，所

得六萬者比起三萬者有 1.23 倍8之機率在面積購買上發生買得較預期大。 

2. 預期屬性 

在此部分顯著的變數之中，預期消費型態呈現顯著，表示比起投資者，自住

者在面積購買上容易發生買得較預期大之狀況，且由賭倍比可看出自住者比起投

資者有 1.76 倍之機率容易發生。預期購買在台北縣市者比起其他地區者，在面

積上易有買得較預期小情形。 

                                                 
8 連續變數之賭倍比變動須以 exp(β)來計算，在本例中亦即以 e 為自然對數基數 3 的乘冪。在此公式為： 

Exp(6 萬-3 萬)×0.069≒1.23 



而預期購買面積則呈現負向的影響，代表原先預期購買越大面積者，該預期

越不易達成而發生買得較預期小。反之預期單位價格呈現正向之影響，代表隨著

原先預期單價的提高，實際面積購買行為越容易發生買得較預期大之狀況。 

表 4-3 面積不足及過度消費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變數名稱 參數估計值 顯著性 賭倍比 

截距項 1 -1.7989*** <.0001 -- 
截距項 2 0.3700 0.2156 -- 

所得 0.0690*** <.0001 1.071 
居住人數 0.0304 0.3485 -- 
35 歲以下 -0.00125 0.8289 -- 

個別屬性 

首購 -0.1408 0.1148 -- 

預期面積 -0.0207*** <.0001 0.980 
預期單位價格 0.0332*** <.0001 1.034 
台北縣市 -0.8016*** <.0001 0.449 

預期屬性 

自住 0.5639*** <.0001 1.758 
無委託仲介 0.0830 0.3221 -- 

搜尋完整性 
搜尋六個月以下 -0.1286 0.1899 -- 

樣本數 2,181 

-2 Log Likelihood 4536.00 (<0.001) 
平行線檢定 0.1177 

預測成功率 Concordant(%) 62.9 
註：「*」、「**」、「***」分別表示在 10%、5%、1%之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價格低於及超出預期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由表 4-4 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達顯著水準的變數，於個別屬性為所得及居住人

數，預期屬性為期望單位價格以及購買地區，而搜尋完整性則無。 

1. 個別屬性 

其中所得為正向影響，表示當所得越高，在價格上較容易有買貴的情況，所

得六萬者比起三萬者有 1.09 倍9之機率發生買得較預期貴。而居住人數上 4 人家

戶比起 2 人家戶有 1.24 倍10之機率發生，證實居住人數較多、所得較高的家戶在

價格購買上易發生買得較預期貴。 

2. 預期屬性 

在此部分顯著的變數之中，預期購買在台北縣市者比起其他地區者，價格上

易有買得較預期貴之情形。而預期單位價格則呈現負向的影響，代表原先預期購

買單位面價格越高者，實際購買價格不易超過原先預設。 

                                                 
9說明同註 9，Exp(6 萬-3 萬)×0.0285≒1.09 
10 Exp(4 人-2 人)×0.1096≒1.24 



表 4-4 價格不足及過度消費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變數名稱 參數估計值 顯著性 賭倍比 

截距項 1 -0.2949 0.3104 -- 
截距項 2 0.7878*** 0.0068 -- 

所得 0.0285** 0.02 1.029 
居住人數 0.1096*** 0.0005 1.116 
35 歲以下 -0.0062 0.2696 -- 

個別屬性 

首購 -0.1338 0.1245 -- 

預期面積 -0.00359 0.1712 -- 
預期單位價格 -0.0259*** <.0001 0.974 
台北縣市 0.1641** 0.012 1.178 

預期屬性 

自住 0.0265 0.8133 -- 
無委託仲介 0.0187 0.819 -- 

搜尋完整性 
搜尋六個月以下 -0.1408 0.1416 -- 

樣本數 2,181 

-2 Log Likelihood 4737.51 (<0.001) 
平行線檢定 0.9416 

預測成功率 Concordant(%) 55.8 
註：「*」、「**」、「***」分別表示在 10%、5%、1%之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面積與價格不足及過度消費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由表 4-5 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達顯著水準的變數，於個別屬性為所得、居住人

數及購屋經驗，預期屬性為期望面積、購買地區以及消費型態，而搜尋完整性則

無。 

1. 個別屬性 

其中所得以及居住人數為正向影響，表示當所得越高、居住人數越多，較容

易有過度消費的情況，所得六萬者比起三萬者有 1.21 倍11之機率在價格購買上發

生過度消費。而居住人數上 4 人家戶比起 2 人家戶有 1.22 倍12之機率發生，證實

所得高者處於較有能力消費高於預期之產品之情況下，容易發生過度消費，而居

住人數較多的家戶則易受制於市場產品的規劃而發生過度消費。 

另外首購者比起換屋者，由於缺乏購屋之經驗，對於市場產品狀況以及價格

很可能並不瞭解，因此為負向的影響，表示較容易發生不足消費的情況。 

2. 預期屬性 

在此部分中，預期消費型態呈現顯著，表示比起投資者，自住者在購買上容

易發生過度消費的狀況，且由賭倍比可看出自住者比起投資者有 1.54 倍之機率

容易發生。預期購買在台北縣市者比起其他地區者，則易有不足消費的情形。 

而預期購買面積則呈現負向的影響，代表原先預期購買越大面積者，該預期

越不易達成而發生不足消費。結果多合於預期。 

而三模型中不顯著之變數有年齡、搜尋期間以及仲介使用三項，推測原因可

能為高齡者之較高的消費能力與較為謹慎保守的消費態度兩相抵銷所致；而仲介

的委託該項可能因為房仲同時也有幫助消費者鎖定產品的功能，因此可能兩相產

生抵銷的狀況。 

                                                 
11 Exp(6 萬-3 萬)×0.0624≒1.21 
12 Exp(4 人-2 人)×0.1006≒1.22 



表 4-5 面積與價格不足及過度消費次序邏輯特模型校估結果 

變數名稱 參數估計值 顯著性 賭倍比 

截距項 1 -0.7097** 0.0397 -- 
截距項 2 0.0145 0.9663 -- 

所得 0.0624*** <.0001 1.064 
居住人數 0.1006*** 0.0073 1.106 
35 歲以下 -0.0051 0.4377 -- 

個別屬性 

首購 -0.2325** 0.0245 0.793 

預期面積 -0.0139*** <.0001 0.986 
預期單位價格 -0.002 0.7551 -- 
台北縣市 -0.4092*** 0.0003 0.664 

預期屬性 

自住 0.431*** 0.0016 1.539 
無委託仲介 0.0574 0.5538 -- 

搜尋完整性 
搜尋六個月以下 -0.1566 0.1667 -- 

樣本數 1,819 

-2 Log Likelihood 3375.01 (<0.001) 
平行線檢定 0.5066 

預測成功率 Concordant(%) 58.9 
註：「*」、「**」、「***」分別表示在 10%、5%、1%之顯著水準下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