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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化方法分析台北地區購屋之
行為

曹葦如*  張金鶚**  林秋瑾***

摘    要

房屋不僅價格高昂且具有高度的異質性，購屋者是否能很清楚的描繪心目中
理想房屋的屬性？住宅經濟學中將住宅的選擇解釋為住宅各屬性的選擇，在有關的
消費者行為研究中將之歸類為許多模式並就動機、資訊收集來源與評估替代方案等
階段分析。在這裡嘗試以質化方法分析購屋行為：不同的家庭週期的購屋情況如
何？購屋者會不會因為房價的高昂而有較高的涉入行為？在評估選擇的過程中，他
們如何運用自己有的資源限制去評估與替換（trade-off）?以及在這過程中呈現了什
麼樣房屋價格與房屋屬性？在訪談中發現，其實購屋者所呈現的購屋行為在過程上
並沒有因為價格高昂而有較細緻的考量，所購得的房屋在價格與屬性上也未必符合
心中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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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房屋不若一般的商品，因為區位條件、建築形式與鄰里環境等各因
素不盡相同，市場上的價格也不容易統一。面對這樣異質化的產品與價格不
一的市場提供下，購屋者是否能很理性地、具邏輯觀念地選擇自己想要的房
子？在住宅經濟學中住宅的選擇被視為家戶對住宅屬性的選擇（Lancaster，
1967），但住宅各屬性如鄰里、戶、棟的因素如何依次被考慮？購屋者如何
面對具有複雜屬性的住宅作一選擇？購屋者的購屋心路歷程真的這樣單一
明確可測的嗎？

另外，在台灣地區房價相對高的情況之下，仍有很高的自有住宅率（薛
立敏、陳琇里，1997），在台灣地區大部份的購屋族終其一生，只能購買一
到二、三棟的房屋。然而，市場上提供的是什麼樣價格，什麼樣品質的房子
供購屋者選擇？供給者對於市場上所提供的房屋是不是針對購屋者的需
求？

最後，購屋者即使能很清楚的描繪心目中理想的房子，但在市場提供
有限的資訊來源與房屋類型格局等諸多限制下，他們如何運用自己有的資源
限制去評估與替換（trade-off）?如何在現實的內在與外在條件限制中，調整
心目中的房屋和現實狀況下的房屋供給，決定最後所購買的房屋？

基於上述問題，引發本研究擬藉由「質化方法」的分析方式，從購屋
者個別購屋的情境，並使用「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以便深入探討在台灣
地區購屋行為的真相。

貳、文獻回顧

一、質化研究

質化研究是指一切不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
方法﹔也就是利用非數學的分析程序，藉各種方式，包括觀察、訪問來蒐集
資料，可能利用量化資料加以分析的程序（徐宗國，1997）﹔質化研究也在
描述特定文化中的具體生活經驗，並不特別探討普遍法則，以微視的角度研
究當事人的內在觀點，「同時且整體」的關注當事人所賦予人、事及環境的
意義，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社會行動（現象）意義，而進行通常採用非結構
性、開放式的方法（王舒芸，1996）。

對照量化研究（胡幼慧，1996），有關質化和量化研究的方法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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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對立的知識論和學派上之爭議，而是各有特長和侷限，具互補
（complimentary）與相互對照（contrasting）上的功能。基本上，質化和量
化研究不僅在資料收集上有極大的不同，在科學思考上亦屬不同典範，典範
的差異處，包括了科學視角、研究者的位置、資料形式、理論基礎和理論測
試的方法。也就是說，質化研究在處理「人的經驗和意義」的問題，而量化
研究則偏重在人口上的分佈和各因素影響幅度等的結構性問題。這裡將質化
和量化的主要幾個不同的面相，列表於後，以資主要的辨別：

表一  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特質比較
項目 質化研究 量化研究

研究目的 提供社會生活較深入的探索
‧回答「為什麼」的問題
‧解釋個人態度觀點及暴露未被發現的理論。

描述社會現象如何普及
‧回答「什麼」的問題。
‧為了發現事實及測試理論，評估會隨著時間人口改變

的程度。
研究方法 表達內部人的觀點（由下而上的觀點）

‧研究程序：彈性、開放。產生關於較少數人和個案
的豐富詳盡的資料，增進對研究個案按情境的瞭
解，尤其允許開放式的反應，可以較清楚瞭解被研
究者的思維脈絡與較細膩的心理變化。

‧抽樣方法：能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的廣
度」，多採「立意抽樣」的原則，針對研究問題選
擇資訊豐富的個案進行深度探討。

表達局外人的觀點、破除迷思
‧研究程序：問題的形成與假設的建立在蒐集資料之前

完成，可以複製，遵循預設的工具。
‧抽樣方法：為實現研究結果的類推性，採「或然率抽

樣」，著重「代表性」、傾向樣本的「隨機特質」和
統計推論所需的數目。樣本可以包含較廣，並可量化
母群的代表性。

主題的觀點 整體的，個人在其社會環境的脈絡中
‧針對整個研究過程，進行詳盡的描述和對個人差異

的深入觀察。

演繹，特定變項的證明及操作型定義。

研究者的位置 主觀的，與個案緊密的個人接觸
‧涉入程度較高，與受訪者之間有互動。
‧允許研究者深度仔細研究所選的論題而不受先前決

定的分析範疇所限制。

客觀的分開觀察並正確測量變項。

蒐集資料的方法與
資料庫的特性

蒐集資料的方式：運用較寬鬆方式蒐集，問
題的發掘、假設的建議與理論的建構可能在研究
中，甚至研究後才發展出來。

資料的特性：質性的，描述行動及脈絡中與
個人有關的意義，資料有較大的效力。

蒐集資料的方式：為系統的、標準化的、可以
提供簡化的歸納分析，得到廣泛而普遍性的發現與結
果。

資料的特性：可量化，特定變項間的相關。
基於結構因素得到統計資料。以標準化的測量

方法，使人類經驗的許多不同層面，能符合幾個先決
反應範疇。

理論的應用、文獻
應用

解釋的功能，對個人意義的本質與社會脈絡
的洞識。

規範的功能，一般命題的解釋變項間之因果關
係。

理論的測試（分析） 前提：同感的，將研究者的解釋與個案及其
他觀察者相配合。

分析過程：發現較冗長、詳細，內容多變
，因為個案的反應非系統性、標準化，所以

分析困難。

前提：控制的，以實驗支持或從理論演繹來否
證的假設。

分析過程：注意現象本身，不考慮背景或將背
景當作干擾變項加以控制。

資料來源：修改自胡幼慧（1996）

這裡嘗試以質化方法所擅長的特質，來敘說用之於購屋行為理由與優
點如下：

表二  以質化方法研究購屋行為的原因
適用質化研究的議題範圍 以質化方法研究購屋行為的原因
回答一個「為什麼」的原
因

為什麼購屋？可以從租買選擇或擁屋力等觀點探討，如何購屋？
亦可從影響購屋因素的戶棟鄰里各因素，運用各種統計方法解釋
為什麼購屋，在質化研究中，並不針對某一面向探討為什麼的問
題，而以個人為主，深刻解釋「為什麼」的問題。

發現未知的知識或行為 雖然各種消費者行為模式以可將購屋行為作一定程度的解釋，然



《1999 年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八屆年會論文集》

280

因房屋為耐久財，價格昂貴，且又兼具自住與保值投資之用，每
個購屋者的購屋心路歷程必包含有理性與感情因素，藉由開放的
訪談方式，可找出購屋行為被忽略的意義。

局內人的觀點而非局外人
觀點

經由開放彈性的資料收集過程，表達購屋者本身的觀點，藉以瞭
解購屋者心目中房屋的價值和市場中所提供的房屋間，存在著的
怎樣差距並如何調適。

較細緻的個別性描述 人類的行為通常無法做到全然的合乎邏輯理性行為，而有自己一
套購屋理念，以質化方法可以探究購屋。以質化方法研究可較注
重當事人的心路歷程解釋購屋者個人態度、觀點，並依每個購屋
情境不同，發掘出豐富、生動的購屋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有關購屋行為的探討

消費者行為學派（Consumer Behavior School）由 1960 代開始擺脫應用
經濟學的定位，注入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思想，將消費行為視為人類
行為的一部份。其後發展了許多解釋消費者模式的理論，企圖解釋購買行為
的黑箱。如：馬斯洛需要層次模式、馬歇爾經濟人模式、巴拉維夫學習模式、
佛洛依德心裡分析模式、韋柏恩社會心理、麥克里蘭動機模式、費士亭認知
失調模式、鮑爾之風險負擔理論模式等。較為完整的消費者行為模式的解釋
則有：Nicosia Model 在 1966 年提出的模型強調決策過程及購買行動的前導
及追蹤。由 Engle, Kollat, Blackwell 於 1968 年提出的 EKB 模式、Bettman 
Model 由 Battman 提出，從認知和訊息處理的角度，描述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及 John Howard 在 1977 年提出消費者決策模型（Consumer Decision Model）。

回顧近期國內有關「購屋行為」的碩士論文探討，可以發現在早期，
均以消費者行為學派中的「EKB」模式解釋購屋行為，EKB 模式將消費者
的行為分為五個階段：需求確認、資訊收集、方案評估、決策過程、購後感
覺五階段。如：謝叔真（70）比較了民國 70 年左右台北、台南兩市的購屋
行為，發現在購屋資訊的來源兩地有明顯的差別— 台北人較多從報紙雜誌得
知房屋資訊，而台南人則較常從親友的走告作為資訊的依據；已婚有子女者
會較喜歡在原住處附近置產。隨後的研究者受到 1960 年代以後引進生活型
態觀念的影響1，有一段時間都在探討購屋者的生活型態和購屋行為的影
響：如虞惕（76）、葉服明（82）、黃錦玲（83）。生活型態的概念為假設
生活型態影響購買者的需求態度，並進一步影響購買與使用行為。這樣的探
討在「購屋行為」上存在著一些盲點：一棟房屋的價值相對其他消費品為高，

                                                     
1 生活型態係指一個人生活在世上的型態，表現在一個人的活動、興趣與意見
（AIO）等三個構面。生活型態可揭露一個人與所處環境互動的「全貌」;其中
「AIO」量表是一種讓受測者填寫一份很長的問卷，以衡量其活動（Activities）、
興趣（interests）及意見（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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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決定的房屋種類與生活型態真的如此息息相關，令人生疑﹔另外，購屋決
策如果是夫妻聯合作決定，所量測的是「誰的」生活型態？顯然有所不適。

表三  近期有關購屋行為研究的文獻
論文名稱 目的與方法 結果 評論
謝叔真
「住宅房屋
購買行為之
研究」
成 大 工 管
（70）

目的：以台北市、台南市三年
中各 200 與 150 名新蓋住戶為
對象，瞭解為了減低風險，所
採取的各種方法，對房屋的瞭
解程度、偏好，動機與行為之
間的差異。
方法：以人口統計變數與社會
經濟因素為自變數，次級資料
與訪談專家業者瞭解房屋產業
狀況、問卷調查瞭解購屋行
為。

較重要的發現為：在消息來
源上台北市從報紙雜誌得
知為多，而台南市則從親朋
好友為多，已婚有子女者較
喜歡在原住處附近置產，購
買決策者與購買通路之決
定均為夫妻共同扮演決策
者的角色。

擁有房屋是一種權利，可以供作自
己住宅使用或放棄住宅使用供租
賃獲取利益，很難區分購屋動機是
單純的投資或自住使用。

虞惕
「台中市住
屋市場購買
行 為 之 研
究」
東海企管碩
論（76）

目的：以生活型態影響購屋行
為的觀點，探討台中市住宅購
屋行為及購屋者認知和滿意程
度間之差距。
方法：以數量化的 AIO 量表建
立關連問卷有99題共112個答
案，並用主成份分析區辨購屋
者對屋型及坪數的偏好，並藉
線性對數模型處理類別資料。

1.購買行為：鄉土觀念影響
換屋行為、40-50 歲間之高
學歷的購屋族群最多同居
人數在 3-5 人，第三家庭生
命週期，全家收入在 3-5
萬之間。
2.產品認知和購後滿意水
準有顯著的差異，顯示購屋
後有一定程度的不滿意。

填寫問卷者並沒有限定在購買的
主要決策者，並且以「五點李克尺
度」衡量多題有關「生活型態」，
忽略其他影響購屋行為因素。

葉服明
「林口新市
鎮住宅購買
行為決策程
序之研究」
東吳商管碩
論（82）

目的：以生活型態找出林口新
市鎮購屋者的一般特徵，並從
生活型態與人口統計變數，探
討不同購屋行為決策程序的特
徵與差異。
方法：設計生活型態、人口統
計、購買行為決策程序等三大
項變數，提出十一項研究假
設，並以卡方檢定與單因子變
異數進行檢驗。

1.四種生活型態的區隔與
人口統計變數中性別、年
齡、職業及全家每月收入顯
著差異。
2.與購買決策程序上，增值
與身份地位為最多的動
機﹔親友的告知為主要的
情報來源等。

1.有關問卷的部份，購屋行為並沒
有先界定為個人或家庭的購買行
為，以至於基本資料部份的填寫是
否真的能符合所欲求取的人口統
計狀況不無疑問；另外在問卷中共
有五大部份共約五十題的題目幾
乎以「五點李克尺度」來衡量，這
樣的衡量準確性令人生疑。
2.此篇主要立論是不同的生活型
態將有不同的購屋行為，然則真正
影響購屋行為的決策為何？生活
型態卻未必是主要因素。

黃錦玲
「台北市民
住屋購買行
為之研究」
交大管科碩
論（83）

目的：以購屋者個人特徵與生
活型態為區隔，探討台北市住
宅購屋者個人特徵與購屋動
機、住屋屬性的關係﹔生活型
態與情報來源﹔購屋動機與住
屋屬性的關係。
方法：利用卡方檢定、交叉列
聯表、因素分析與正準相關分
析生活型態因素源構面與情報
來因素構面間的關係。問卷的
各變項除人口統計變數採名目
尺度，生活型態與住屋決策購
買過程均採「五點李克尺度」
衡量。

1.消費者個人特徵與購屋
動機：年齡、職業與家庭生
命週期相關。
2.消費者個人特徵與住屋
屬性：多樣。
3.生活型態和購屋資訊來
源：較細心者注重建設代銷
公司來源，較衝動者注重報
紙電視等媒體，較失衡者注
重電視報紙雜誌及傳單戶
外招牌等來源。
4.購屋動機與住屋屬性：多
樣。
5.較重要住屋屬性：採光通
風材質與可用坪數，交通便
利停車位噪音，總價款區位
增值。

承襲「生活型態」影響購買行為的
理念，並加上了購屋者的特徵，購
屋者為何人？並無法確知，所以以
將近九十題的李克尺度衡量「購買
者」的生活型態，可能只有得到填
卷者的答案，如果，購屋為家計聯
合或夫婦的共同決定，則顯然無法
以生活態度來探清購屋行為。

郭淑貞
「台北市區
住宅預售屋
購買行為之
研究」
文大國際企
管碩論(83)

目的：以預售屋為研究標的，
探討大台北地區住宅預售屋的
購屋行為﹔人口統計變數、購
屋能力、住宅現況與評估準則
對購買決策的影響。
方法：以人口統計、購屋能力、
房屋現況及評估準則等變數探
討購屋行為，其中以敘述統計
之次數分析、卡方檢定、因素
分析、集群分析、單因子多變
量變異數分析等方法分析。

1.影響購屋因素方面：房屋
類型及房屋坪數與是否再
購買預售屋有顯著相關﹔
在購屋能力上，房屋貸款年
限多為 15-20 年，且貸款額
佔 全 家 每 月 支 出 佔
20-50%。
2.最重視的評估準則是確
保所購買的預售屋沒有任
何問題。

無論在研究動機目的與標的，及問
卷的問法並無將預售屋清楚界
定，整個成果並不因房屋標的不同
而異，尤其選取各影響變數，亦未
經過仔細考量，完全抄自各篇論
文，使得購買「預售屋」的行為無
法呈現出來。另外除基本資料外，
共有五十題的問卷均以「五點李克
尺度」衡量，忽略問項之間的前後
重要順序與重要性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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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這裡採半結構式的訪談（the Structural-Nonscheduled Interview），主要
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個是因為雖然購買行為已為許多的學者所研究，但所著
重的架構與方面不同，所以無法以單一的問卷來展現每個人的購屋行為；其
二，每個人買房子的動機資訊收集等的經驗亦不同，以封閉式的問卷來詢問
每個家戶的異質性，恐有所不週；再來就是因為顧及到所關注的問題可能因
完全開放而發散無法聚焦，故仍採主題式的詢問。訪談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為
主，觀察為輔，大約一到一個半鐘頭，在訪談的期間與前後，間或以觀察該
房屋的方式間接觀察該房屋的戶、棟、鄰里特性與房屋格局擺設，在訪談之
前先進行文件分析，以便在進入場域之前的大致情境瞭解。

二、訪談大綱

主題一：詢問受訪者所購房屋的屬性。

資料收集重點：房屋的客觀屬性如戶、棟、鄰里的特性，以瞭解所分
析對象的內容。

主題二：詢問購屋者購屋的動機與購屋時機。

資料收集重點：購屋者心中對房屋的真正需求、如何在擁有與不擁有
之間的替換擺盪。

主題三：詢問購屋者資訊的收集。

資料收集重點：在所選擇的資訊管道之下所看見的是什麼樣的房屋市
場？及願意花費的時間與精神。

主題四：方案評估與替選。

資料收集重點：整個選擇的過程、考慮因素與優先順序、選擇的條件、
市場上展現了何種屬性的房屋供選擇，又如何成交價格如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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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場域的選擇

    為了使購屋者能暢所欲言，選擇在購屋者熟悉的場域，在所購房
屋中進行是一個恰當的場域，方便受訪者作必要的現場解說，而且研究者也
能藉機觀察房屋環境。

四、訪談對象

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的分類有很多種2，有關居住費用在
家庭生命週期間的差異仍無定論，可能是因為無有自用住宅的家計負擔房租
卻無需支付貸款，所以居住費用的差異會因有無繼承或區域房價的高低等而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與家庭生命週期較沒有關連（蔡宏昭，1991）﹔但另外
不同的生命週期家戶的住宅需求、區位選擇因素會有顯著不同（Tu，1996﹔
1997）。在這裡不僅考慮居住費用在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並基於在各階段
的家庭成員、經濟負擔能力與工作學區及不同階段、年齡對房屋需求有所不
同，採用 William D. Wells 和 George Gubar 的生命週期分類並稍加修改訪
談。

在這裡由於考慮到不同都市的購屋行為可能會受到當地房屋供給的種
類與市場特質，以及次文化不同的影響，擬以「大台北地區」為訪談案例的
分佈範圍，這裡並不嚴格僅限於行政區所指的台北縣、市，原因是因為，考
慮到受訪案例的配合程度，還有在經歷三次的房價高漲，許多在台北謀生的
購屋者已轉往房價相對較低，但交通花費時間還可以忍受程度的桃園，故桃
園也算是研究的範圍中。

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背景介紹

                                                     
2 周麗芳，「不同社會階層、生命週期、區位之家庭消費型態研究」，台大農推碩
論，民國 85 年，p23

傳統的家庭生命週期劃分主要以年齡與子女的生活事件為主，每個家庭都會經歷每
個階段，主要有兩種：即 Duvall (1957)提出的十種階段---年輕單身期、年輕已婚
期、子女生育期、學齡前期、就學期、青少年期、活動期、中年期、老年期與其
他。

另依據 William D. Wells 和 George Gubar 的分類，可將家庭生命週期分為九類：單
身階段、新婚夫婦、滿巢期一、滿巢期二、滿巢期三、空巢期一、空巢期二、鰥
寡獨居及鰥寡獨居已退休等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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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受訪案例，受於時間限制，在八十七年十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
間共邀請到位於家庭生命週期前端的購屋者五組作訪談。各案例的簡單背景
介紹如下：

案例一：家庭生命週期前端，結婚三年沒有小孩

購屋者屬性：夫大學畢，妻研究所畢，分別在電子製造業任職主管職
務與專業研究員，家庭收入在十萬以上，為結婚另立新家庭的首次購屋，目
前夫婦上班均以車代步。

房屋屬性：位於工作地點附近的桃園縣交流道附近的住宅山坡上，
85-86 年間建商自地自建的預售屋，類型為連棟透天四樓，地坪 22 坪，建
坪 48 坪，總價 440 萬，單價 10 萬。目前該區有許多新蓋房屋案子被冷凍，
中古餘屋也很多。

案例二：女性單身約三十歲

購屋者屬性：目前與家人同住在新購房屋附近，大學畢任職服務業，
上班自行開車經北二高並轉搭捷運站，月薪約三到四萬。

房屋屬性：位於台北縣新店，為 85-86 年間自地自建的預售屋，類型
為十樓大廈社區中的五樓，共十二坪，公設比 15%，總價約 200 萬，單價 17
萬。由於完工後實際坪數與想像空間距離差距頗大，花了約 30 萬左右的修
改費用，尚未進住。

案例三：夫婦結婚五年，有兩個小孩分別為四歲與三歲

購屋者屬性：夫婦年約三十出頭，均自南部北上求職，小孩給居住在
南部的婆家帶，假日時回去看小孩。學歷均為高中職，從事服務業，家庭月
薪約七萬左右。

房屋屬性：位於夫婦先前從南部北上求職的居住地點附近--台北縣中
和板橋交界處，為 86-87 年間的預售屋，為當地著名建商所蓋十四樓大廈社
區中的八樓，約 34 坪，總價 537 萬，單價 16 萬多。

案例四：結婚十年，有一個小孩念小學，

購屋者屬性：夫婦均大學畢約四十歲，從事過房地產相關行業，對房
地產熟悉，目前為自由業。

房屋屬性：買過三棟房屋，第一棟在民國 76 年間位於桃園縣的五樓公
寓，為新成立家戶的首次購屋，單價每坪 5-6 萬；第二棟為投資目的，位於
市區三樓別墅，目前出租給老房客，第三棟目前居住為投資建商所得到的房
屋，四樓連棟透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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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夫婦結婚十二年，有兩個小孩分別念附近小學與幼稚園

購屋者屬性：夫研究所畢，妻大學畢，夫婦約四十歲，夫婦自組公司
約十年，公司亦位於附近。

房屋屬性：位於離婆家不遠的台北市中山區巷內，85 年向自地自建自
賣的屋主購得，為十二年五樓雙併公寓的中古屋，購買的是經過打通的三
樓，坪數約 58 坪，總價約 1400 萬，單價 24 萬，是結婚後十年的首次購屋。

二、內容分析

（一）動機

購屋不僅因為它本身具有住宅與投資等基本效用，更具其他意義
（Levy，1959）。在台灣的購屋動機為何？依「消費者行為學派」論述，
購屋可以獲得兩種預期的利益：功能需求（Utilitarian Needs）與感官需求
（Hedonic /Experiential Needs）。前者如基本居住與投資功能，後者如「成
家立業」的階段性人生歷程與「穩定感」。

案例一與案例四均為「結婚另立新家戶」而購屋，案例三和案例五的
購屋並不是發生在結婚之時，案例三原來與同來台北求職的姊弟同住在租賃
的房子中，即使結婚了，仍然與先生同住在該地，及至姊姊出嫁，第二個小
孩出生給婆家帶，面臨必須尋找生活重心，尋求生活上新的「希望、目標」
是主要的動機，這可在後來與媽媽間的談話印證：「… … 現在我都會打電話跟
我媽說，那個格子ㄡ（貸款期數）又劃了一格！還剩幾格幾格… .」。

案例五沒有在結婚之始買房屋是因為創業的關係，沒有足夠的錢買房
子，花一個月約兩萬元租約房子，租了八年，備足了現在購買的房子頭期款，
並且每個月繳約三萬多塊的利息，換取住得「較為舒服」的現住住宅：

案例三：

「… .大姊那時候嫁人，二姊又已經有了男朋友，我們只好另外組一個小家
庭… … ，我的孩子都給婆家帶（南部），第二個小孩出生之後，就面臨是不是要搬
回婆家的決定，我和我老公講過，每天這樣工作然後假日回去看兩個小朋友，這樣
我會覺得說生活沒有重心，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我要買一個
東西，要有一個希望一個目標在那裡… .」

案例五：

「… ..結婚剛開始因為先生創業，沒有足夠的經濟去買房子，用租的。… .原來
住的地方好像是租給辦公室用的，很深、沒有採光！而且是木板隔間，很潮濕！住
得不舒服… .後來經濟比較充裕一點，可以多花一點錢住得舒服一點，就買現在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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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房子！」

房屋的耐久性使得其既為消費性財貨，同時也是投資性財貨。若從房
租與房價的關係看，美國的房租乘數約於 70-100 之間，台北市在民國 68-78
年間的房租乘數約在 237-802 之間（林祖嘉，1990；許坤榮，1992），房租
的水準似乎尚不足以支應投資於住宅資產的機會成本中。但從台灣光復迄
今，住宅市場歷經了三次房地產價格的上漲3，使得國人購屋能力二十餘年
來降低了 45%-77%（張金鶚，1995）。於是，購屋以抗資產的貶值，是另一
個購屋的主要動機。案例二與案例四的投資動機顯然大於自住動機，此時「價
格的優惠」更成為購買房屋作為投資目的推波助瀾主力。

案例二：

「… .會買這個房子也是因為價格的關係，妳有認識的人買比其他的房子還便
宜… .。… .其實在這之前根本沒有想到要買房子，只是和朋友會電話裡頭講說，啊！
女孩子就應該買房子來存錢，加上朋友在這一行作得滿久的，又買了自己一棟房子，
就想想，反正也是跟存錢一樣每個月固定交多少錢，那時候沒有想很多，也不知道
買房子來是要自己住還是要投資… .。… … 反正妳買了房子它就在那裡，跑也跑不
掉！… ..」

案例四：

「… 其實那一陣子玩股票（76 年），大概是不熟吧？怎麼玩都沒有賺到錢，
後來我老公就說，不如買房子吧！房子比較穩… .」

「… .後來買房子（第二棟以後），怎麼說？同行之間會覺得說妳一個銷售小
姐沒有買房子，會覺得你沒有錢！沒有經驗！老闆也會以妳有沒有買房子來評斷說
妳這個小姐有沒有經驗..妳就能跟人說ㄡ我買過幾棟幾棟房子… .。… 而且不敢投
資股市，賺的錢不知道要往那裡擺，只好買房子，不然妳一大堆錢放在身邊也是燙
手山芋… ..」

從訪談案例發現，購屋動機的發生，可以歸納為幾個：

1. 結婚成立新家戶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成「家」
必須包含了結婚與買房子兩件事除了結婚（與配偶住）與買屋（擁
有實質房屋）。

2. 原租賃處不適合居住：一個是原來分擔房租的成員減少，另外則
是購屋能力的增加，這兩個都會讓租屋者再次思考或加深了租賃住

                                                     
3 此三次高峰期分別為 1973-1974，1979-1981，198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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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不適合居住的地方。

3. 投資獲利：從上述理論可以得到，房屋與股票同為投資工具，分
期付款的功能與儲蓄跟會的目的有相似的功能。

4. 生活目標：生涯目標的一部份、工作以外一個可以獲得心裡滿足
的力量。

5. 財富象徵：以房屋的多寡象徵財富與從事相關行業的資格判斷。

目前台灣的住宅自有率已有八成左右，根據薛立敏、陳琇里的研究發
現：雖然擁屋的相對價格上升，台灣的擁屋機率反隨之增加，一方面解釋了
在台灣購買住宅的投資動機很強，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台灣的租屋市場不發
達，使得租屋者的不安定感極重。這一點在案例五女主人的口中有很深刻的
描述：「…..我有一間儲物室，其實是因為妳用租的很多東西像櫥子就不會去買，
怕以後房東什麼時候要將房子收回去，搬來搬去的很麻煩，….整個屋子就會覺得好
像亂亂的，都是臨時擺的…..」

（二）資訊收集

資訊的收集在購買行為當中是為了要順利達成決策解決問題的重要行
動，蒐集資訊情報的過程中主要可以滿足降低不確定性的需要（Burkrant，
1975），房地產具高度異質、價格昂貴、不常購買、風險較高且較具意義，
購屋者會以較複雜的購買行為購買，屬於需「高度投入商品」（Henry 
Assael，1987），亦有研究支持價格愈高的商品如房地產，購買者愈有可能
會去比較樣式或品牌4。

在受訪案例中，案例一、案例三和案例五是自己尋找的：案例一花了
半年時間開車找尋﹔案例三決定在上下班或假日的空檔搭乘交通工具在原
租賃附近找尋﹔案例五選擇以看報紙廣告欄鎖定與公司同區的中古屋找
尋。很有趣的，上述案例也都是首次購屋族，購屋者如何在資訊收集過程中
愈來愈清楚描繪心中的房屋藍圖？價格昂貴的房屋對首次購屋者來說，自行
尋找所獲得的相對資訊是否幫助他們在後來的評估？

案例一：

「….兩邊的親戚大部份都沒有在這邊工作，都沒有住在這一帶，不曉得這一

                                                     
4 該統計資料發現購買者在購買時會比較「貨品樣式或品牌」的比例高低分別為新
車、彩色電視、電動玩具、照相機、電動工具、手錶，顯然此與貨品的價值高低
有極大相關。Warranties Rule Consumer Follow- Up (Washington, D. 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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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哪一種房子要賣，同事大部份也是從外地來的….….像我爸爸也只有買了這一棟
房子，妳覺得他會知道這裡有什麼樣的房子嗎？」

「…那路邊都有廣告，有想看看那附近的房子就開車去看看！….然後有廣
告、有招待屋，就進去問問看逛逛!大概是這樣！….一個禮拜看兩、三個左右…找
了大概有半年吧？…,這裡小地方啦！案子不會很多…」

案例三：

「…從家裡到台北來一直住在這裡，覺得住得也蠻習慣的，就在這附近自己
找….….像有假的時候啦！都會注意一下附近的看版。…看了有…三家」

案例五：

「….我們是找報紙…..也沒有特別去多買幾份報紙，看到有這一區的（與公司
與公婆家同區）就打電話去問！…..大概打了二、三十通電話吧？…可是去看的很
少！只有兩家….。….前後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吧？」

謝叔貞（1981）比較資訊的獲取發現台北人較偏好報紙雜誌，台南人
則為親朋好友；在其他的實證結果上被認為較重要的資訊來源有：親友介
紹、房屋仲介公司與國宅處公告或房地產專業刊物（葉服明，1993）；親友
推介、房屋銷售人員解說等來自人的資訊傳播較受重視（虞惕，1987）。透
過親友的介紹，在這裡有案例三與案例四。案例三相信朋友的專業能力，認
為可以找到便宜的房屋；案例四自己從事房地產業，透過同行老闆介紹較便
宜的房屋：

案例二：

「….當初有朋友在這個工地賣房子，說這裡有房子在賣，而且有一戶廣告戶，
比較便宜。…….朋友說可以幫忙申請到 5.5%的三十年低利貸款，因為朋友賣房子也
有一段時間了，所以也就買了現在的房子….」

案例四：

「…..其實我們作這一行的，老闆、同事之間都知道那裡有比較便宜的房子，
老闆會給妳比較優惠的價錢…..」

此種資訊收集方式價格非常吸引受訪者，但產生的現象是所購買的與
想像中的差距很大。案例二後來花了不只三十萬（約原價款的七分之一）更
改格局：「… .看圖的時候真的有兩房兩廳，很不錯！等到蓋出結構體才發
現，真的很小！（房間）根本沒辦法住人！… .後來就請工人來將房間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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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工人來看的結果，說：『妳這三角間（台語），不然就要大修，不然就
隨便修修乾脆賣給別人好了… .』說得我心都涼了！… 」，「… .我覺得朋友
賣這麼多年，應該對這一行很熟悉，也會幫我注意，我只要每個月繳錢就好
了，… ..之前，完全不知道買房子需要這麼多知識，也沒有看其他房子蓋得
怎麼樣… .大概我會覺得說我買的坪數小，總價不像其他人這麼貴，就不會
很 care，很花時間去找！就買了！… .」。案例四在買第二棟房子時，透過同
行朋友買了一個「有」公園的預售屋，結果她說：「… .那某某某我實在很
想殺他！我們是很熟的朋友，也是同行，他跟我說有不錯的房子在賣..跟我
說有公園，結果在那裡？我的房子後面臨不到四米的一棟房子後面，才是他
說的公園… .」

房地產市場中的「資訊不對稱」是相較於完全競爭市場中「資訊完全
流通」的假設，即賣方掌握有較多的專業知識，使得購買者無法利用充分的
資訊達到效用極大。案例二與案例四認為只要有可靠的資訊來源（相關經驗
的朋友或自己賣屋經驗），就能買到理想的房屋。至於自行搜尋的案例一，
將搜尋時間拉長半年並利用交通工具與一週兩天的休假，擴大搜尋對象；案
例三利用上下班空檔時間看了三個案子；案例五曾說：「我們沒有特別找仲
介，一方面也是比較貴，… ..打電話問的那幾家也有的是仲介賣的啊！… 」。如果
資訊能夠經由多重的管道與不斷的比較，購屋者是否有機會更瞭解市場上適
合的房屋並增加心中價值與效用？

（三）方案評估、選擇

在消費者行為學派中發展出兩種比較重要的整體消費理論（Solomon，
1992）：資訊程序學派（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理性消費），
即購屋前經過仔細的評估，希望從花費的金錢中，得到最高的利益﹔另一種
為經驗學派（Experiential Paradigm）（感性消費），強調購屋過程中的主觀
性和象徵性的觀點，如購屋所帶來的心裡感受、享樂利益（Hedonic 
Benefits），強調社會及文化的觀點，其實在購買任何貨品可能兩種情形並
存。購屋者帶著客觀的、主觀的理智與感情進入市場選購心目中的「理想的
房屋」，他們如何在市場中，由建商所提供一批一批「看似相似，其實不同」
房屋中選擇？

對住宅的選擇在住宅經濟學中視為對「住宅屬性」的選擇，如 Lancaster
（1967），Rosen（1974），Folliain、Jimenez（1985），Megbolugbe（1989）
更將住宅屬性定義為包括結構、區位及鄰里關係的類別。馬克費登基於經濟
學的消費者理論與心理學的選擇行為，利用效用極大的方法導出羅吉特模式
（logit）：假設個人都能理性的選擇使他自己的效用最大的替選方案亦有用
特徵價格方程式來推估（Hedonic Price Equation），如 Rosen（1974）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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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住宅屬性價格。但 Kain 和 Quigley 確認為大部份的住宅屬性因為區位
不同，無法以特徵價格法作住宅各屬性的估計。

陳彥仲（1996）5以 Logit 模型建立程序性的住宅選擇模式，發覺家戶
將租買選擇列為最優先的決策，其次決定類型，包括形式（透天或集合住
宅）、室內空間（如房間數）、區位（如市區或郊區）以及品質（如建築物
年齡、衛浴及廚房設備、空氣調節等因素），最後在各類型中挑選最適當的
標的。在受訪案例中，卻可看出對各種屬性的認知不同、選擇的決策優先順
序亦各相異：

案例一：「… 因為大小差不多合適，不喜歡太小的房子！比起附近的房子大
小不算 minimum 最小的房子，這是可接受的最低限度！… … 然後價位也負擔的
起！地點也比較合適… … 然後房子的樣子看起來比較喜歡！格局也比較喜
歡！… .」

在案例中的選擇程序上顯現了豐富的過程：在預定的價位上，選擇上
班區位方便的前提（沒有交通工具的一方），不同的類型是可以替換的— 市
區的公寓與郊區的透天，環境、管理與可用面積：

（男主人）「….嗯!上班地點，還有居住環境!選 A 市的話就選在都市裡面，那
會比較貴!第一個是價位，第二個是居住品質。A 市的話大概只能選公寓，價位的話
一定不會比現在住的還低！可以選比較小的公寓。如果選 B 市的話，也是像 A 市那
樣的環境。這裡（C 鄉）的話，可以住透天的，空氣也比較好，交通、店面什麼都
有，那時候有想多選擇，那時候想說這裡離 A 市也不遠，離交流道也方便，沒有必
要住 A 市，如果選 A 市的話或許能住在交流道的旁邊，但太太上班會較遠，較累！
因為要先逃離市區，因為在途中會經過市區，會塞車….所以住在 A 市郊區的話是可
以的，但是同樣住在郊區的話（現住地），幹嘛要住在比較貴的地方？…」

「……其實ㄡ，你在選定一個房子的時候，如果公寓….很現實的因素是，便
宜的你不會去買！糾紛很多很麻煩！（先前租賃公寓的糾紛很多）到時候被壓在那
邊，積蓄被壓在那裡，住也住不舒服！那真正夠好的公寓，又買不起！你只好選擇
價位較低的透天厝房子….」

                                                     
5 此研究的樣本是以 1980 年美國的公用個體抽樣資料（the Public Use Micro data 

Sample，PUMS）為基礎，選擇聖地牙哥都會區為研究區進行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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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喜歡那種電梯大廈，那整層面積比較廣！基本上那透天房子表面
上看起來坪數很多，可是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那你樓梯 ……講難聽一點就像煙囪一
樣！…… 而且格局啊！什麼比較好做，你要去佈置自己的房子也比較好用！然後選
家具或是幹嘛的都比較有彈性……除非你透天的房子比較大！那根本沒有辦法為你
的房子做什麼事情。妳就是把東西擺下去就好了！（台語）空間很有限……只是我
比較喜歡的還是那種管理比較好的電梯大廈，然後有那種整個面積連在一起的，但
那很貴！」

在案例中自己說出，限於金錢能力，還會再有第二次購屋，因此選購
的因素會考慮到將來是否賣得出去：

（男主人）「……，你在楊梅買公寓的話，大概…以後比較難脫手！……你一
輩子花那麼多錢買這麼一棟房子，萬一賣不掉的話卡在那邊，你又不想，不合你住，
你這房子……」

（女主人）「……因為你很少人第一棟房子買了就完全滿意！因為礙於年輕人
的經濟狀況，你很難不買第二棟房子你知道嗎？除非你真的是沒錢！」

案例二「… .就有朋友啊！有廣告戶比較便宜，就把它買了… .」

這位未婚小姐因為有熟識的朋友在居家附近（開車約二十分鐘）買房
子，並有朋友最近買房子投資的經驗（參考團體），在價格誘人的情況下，
很即興的（impulse 或譯為衝動型）買了這棟預售屋，購買動機亦未考慮是
否要轉手投資或自住，並沒有房地產為昂貴商品而使她的購屋行為複雜為
「涉入較深」的決策。在資訊來源有限之下，所選擇的房屋價格屬性是令她
最滿意的，其他的交由有專業經驗的朋友幫忙安排，儘管如此，位於居家附
近方便照顧雙親、環境熟悉、又可經北二高捷運站抵達工作地點，區位仍是
一個選擇的重點：

「….我想會選那一區…..一方面也是離爸爸媽媽近罷？在這裡的環境又住的
習慣…還有覺得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對我來說很重要（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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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我買房子主要的目的還是投資，價位會是第一個考量的因素… .，
像我第一棟房子就是覺得房價便宜，五樓公寓，然後又有學區和市場，就買下來
了… .」

這對夫婦從事房地產銷售業，投資是買房屋的主要考量，所以價格是
評選重點，其次會考慮賣點較佳的學區與市場，將來若要轉手，比較容易。
至於對房屋的樣式與內部格局，她則有獨特的見解：

「….像我很喜歡我第一次買的公寓，第一眼就覺得他格局方正，規規矩矩
的……，還有三房兩廳就是三房兩廳的坪數，現在都沒有這種合人性的房子了….
怎麼說！因為建商的三房兩廳賣得最好，需求最多，但是合住的三房兩廳坪數會比
較大，價格也就高，買的人也少，建商不願意，所以就會把每間的坪數縮水，住起
來就不好，很擁擠……，這就是銷售取向的房子，可是沒辦法啊！現在提供的都是
這種房子，像你看我們家！我也是很喜歡招待我先生的親戚朋友來家裡住，可是就
沒地方塞…..」

也正是因為目前所提供的房子都是「銷售」取向，案例三的女主人向
來買房子，都會以考慮「賣點」---區位為主。

案例四：「就有一天喔！我休假就去看房子，就在路邊看到招牌，上面寫著
「某某公園」，一看到公園就覺得好喜歡，就坐計程車去看… .」

與案例一相同的地方，區位首要選擇是靠近無自有交通工具的女主人
工作地點附近（此處為轉運點火車站），不過在當地居住一段時間的經驗，
也是在選擇區位上的另一考量：

「…..一開始就在這附近找，主要也是因為在這裡住的比較習慣，從南部上來
就住在這裡，大概有…..七、八年罷？….那這裡又方便，離火車站近，我喜歡坐火
車到台北上班！…… ，先生比較沒關係罷？因為他有車子我沒有！我要搭火車….」

受訪的太太是這次買房子的主導者，她認為很多事情要先作了再說，
要賭賭看！她說：「… .我憑感覺買房子！還有交通我喜不喜歡！… .光線我喜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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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先前看過兩個工地，也是在附近，一個進去沒多久就出來了，原因
是尚未完全開發，感覺環境很髒亂，另外一間則因為天花板很矮（夫婦兩人
都在一百七十公分以上），有壓迫感就不予考慮。現購住宅的購買過程充滿
驚奇！女主人一天放假循著吸引她的招牌前往該地：

「…銷售小姐就問我說妳打算買多少價錢的房子？我就跟銷售小姐講說我的
預算大概是五百萬左右！那她就跟我說ㄡ那妳只能選哪幾間！….」

銷售小姐直接以其預算告知可選擇的戶數類型，很技巧的將原本應是
「複雜的購屋行為」，簡化為價格相仿的幾個選擇，在這樣有限的選擇下選
擇自己想要的房子：

「樓層….不要買最高，萬一發生地震….最低也不好，怕下陷，好！那我就選
六樓！六這個數字聽起來不錯！….後來蓋到六樓去看工地的時候，是有感覺光線不
好，但是銷售小姐跟我說牆壁漆上白漆就比較不會！…蓋好了之後才又發現問題，
廚房在客廳旁邊（油煙會飄進客廳），然後姊夫來看說鄰居的廁所對著我的門，這
樣會比較不好！…..」

剛開始因為受限於預算，同時也是銷售小姐為了幫助購屋者快速決
定，「被迫」在有限的標的下作選擇。另外也因為預售的關係，等到施工到
該層樓時，發現了上述問題，這面臨了必須要換戶的決定。此時，案例四的
女主人才比較仔細的再思考，「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後來我就跟銷售小姐講說我要換！…她就問我說啊！妳需要什麼樣的
房子？然後ㄡ我就告訴他我的需求：我是一個很孤僻的人，不喜歡鄰居太多！….
然後我講話很大聲不希望吵到鄰居…，銷售小姐就說那這邊有一間很適合你邊邊都
沒有鄰居……」

案例五「… … 後來就到附近看看，就看到現在住的這一間，貼紅紙條在賣，
覺得外觀不錯，就把電話抄下來… … 」

國外的學者認為區位影響住宅選擇，是因為較遠的住宅會導致通勤成
本的增加，而在台灣靠近親戚長輩的居住亦是選擇區位的重要因素：這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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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說：「… .其實我們在這一區找這一棟房子，主要原因是因為距離公司近，而
且離公婆也很近，方便就近照顧… ..」，因為男主人是家中的長子，擔負了照
顧長輩的責任。在區位的選擇已經固定之下，以兩個月的時間看報紙打電話
詢問欲購的房屋情況：「……在電話裡面會先過濾，就會問……像實際坪數啦！
有的連加蓋的都把它算進面積，還有環境會稍微問一下……」。

夫妻倆一開始就沒有考慮新成屋或預售屋原因是不確定因素多，而且
公設比也較高，相較於中古屋的內部陳設較為老舊，外部的環境是選擇的一
項主因：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預售屋……因為很多不確定的！妳看不到妳將
來的鄰居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以後的住戶水準怎麼樣？……還有……裡面會長的什
麼樣妳不曉得！無法想像！……還有新的房子公設比都很高，有那些公設比價格相
對就比較貴……很多妳用不到！很多使用也變相掉了！……」

「……中古屋雖然是舊的，可是只要看起來乾淨、有維護，其他比較細節的部
份像管線、裡面的格局、地板我們不會很在意！主要是環境，環境妳沒辦法改……」

在看過兩間房子的狀況，分別是考慮到附近的環境，如鄰居的業別或
環境的髒亂，是主要的篩選因素：

「……後來真正去看的只有兩家，有一家樓下是餐廳，一看就覺得不好，另外
一家也是看起來髒髒的，也沒問就走了」」

「….我們在挑的時候有刻意迴避那一個區（色情場所營業區），一方面也是
亂，另一方面晚上的時候垃圾一大堆很髒、很亂……」（一邊說一邊皺眉頭）

（四）價格

房地產價格形成原因是個人所認定的效用、相對稀少性與有效需求三
種因素相結合而成，並將此種經濟價值（交換價值）以貨幣型態表示（林英
彥，1975）。Houthakker（1952）、Muth（1966）、Becker（1965）、Lancaster
（1966）指出消費者購買財貨所獲得的效用來自該財貨所具有的各項特徵；
日後 Rosen（1974）發展的特徵價格法被運用在具異質性的商品如房地產的
價格估算中。各項特徵組合起來的房地產價格在購屋者心中究竟為何？案例
一認為「房子就是這麼貴」，所成交的價格是以夫婦兩人每月可負擔的貸款
反推總價；案例二在朋友介紹較便宜的總價與獲得較低的房貸之下買了房
屋﹔案例三在姊姊的引薦下知道三房兩廳的房屋在該地約要五百萬，在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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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採光較好、多不到一坪的八樓，並接受了姊夫「加二十二萬比起要住一
輩子的房屋，並不算什麼！」的說法，案例四購買第一棟房屋以先前賣屋的
經驗決定是否買房屋；案例五亦是先瞭解所需房屋（三房兩廳）的大約價格
就進場：

案例一：

「….房子本來就很貴，所以預定的就是這樣子，那當然是以我們兩個的薪水
來算的，如果要先生一個人獨力買是不可能的!」

案例二：

「…因為是認識的朋友介紹，那一戶廣告戶又最便宜……」

案例三：

「……價格？….我是這樣啦！雖然妳說要買五百萬的房子，那心裡面覺得
說，到五百五都還可以，但是你不要講出來，這樣雖然再加二十幾萬，覺得負擔還
蠻輕鬆的…..」

「….後來從六樓換到八樓，因為坪數比較大，而且是邊間，要貼二十二萬，
我就跟姊夫講，他說那算什麼！妳要住一輩子！我就換了…」

案例四：

「…..我是一個上當的經驗（第一間），因為之前我是在台北….那時候價格已

經是接近到八、九萬了，那跨區到這裡我接觸到五、六萬的產品，那那時候我們就

下手，所以因為是區段不瞭解……那買房子也是一個經驗啦！……」

（男主人）「….對！那時候沒經驗（女：對呀！），剛下來，是第一次買房

子覺得那裡的房價很便宜（比起台北），才六萬多，那事實上那附近的透天才四萬

多，我們買公寓就六萬多，那時候實在沒有經驗！」

案例五：

「…..我們買房子算是蠻順利的！….其實….雖然那個房子外觀樓梯看起來都
很乾淨很喜歡，但是坪數太大了！…雖然三房兩廳，可是房間都很大！房間大坪數
大可想價格也就高，剛開始並沒有很想要這個房子…..」

房地產的價格為買賣雙方協商出來的交易價格（成交價）。在買賣過
程中買方有其能忍受的最高價格「買方上限」，就賣方立場，則有一「表價」
或「訂價」，最低願意出售的價格則為「底價」（范垂爐，1991）。在交易
的過程中，除了案例五賣方曾透露底價，案例三與案例四透過「殺價」來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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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知賣方底價。案例四的主人從事過房地產相關行業，認為建商抓的利潤
都很高，價格必須經由不斷的殺價才算是合理的房地產價格，並覺得「買房
子也是要有經驗」；案例五則認為買房子要靠「緣份」，價格是神明幫忙議
價敲定的：

案例一：

「….那時候覺得區位環境各方面不錯，就把它定下來！….後來鄰居說我買的
價格是這裡賣最貴的！銷售小姐踩著要五萬塊的回扣，公司不肯！只好把價格加在
我的房價中….」

案例三：

「….我姊姊說買房子的時候一定要殺價！….我有殺啦！殺一點點而已！我爸
爸說傻子被人騙了還不曉得！」（客語）

案例四：

「…..另外，（第二間）我住的那一間也是前兩年斷頭….我已經是很會殺了同

行，他開三百六十八萬……很漂亮的房子，於是呢！我老公殺十萬說要買，我說你

開玩笑同行的！於是我找到一認識業界的人，我殺到三百一十五萬，已經殺四、五

十萬了，結果我買下來了！….」

案例五：

「….我婆婆拿了地址去算命說啊！這個房子我們很喜歡，可是價格太貴了！
算命的說就給他殺兩百萬！…..我婆婆很熱，就拿這個價格去和屋主談，屋主很不高
興，因為屋主很自豪這個是自地自建，用最好的材料，怎麼用這個價格?….後來談
一談，屋主露出一個心裡的底價，….屋主也說難得買房子還會尊重老人家的意見，
就真的以比兩百萬還高三十萬左右的差距談成了….人家說買房子真的是要靠緣！」

「……後來到銀行貸款，看到屋齡十一年的房子參考價格是二十五萬，我們成
交大概是二十四萬多，覺得價格還蠻便宜的….」

伍、初步發現與後續研究

一、位於不同家庭生命週期的家戶買什麼樣的房屋？在這裡因為訪談案例
都落在前端位置，且又為首次購屋者為多，尚看不出各階段間有何相通
性，不過就較前端的案例眼中看到的是什麼樣的房子？因為沒有經驗、
或不願意花費較複雜時間尋求資訊使得所得到的相關正確資訊有限，可
能增加「購後失調」的感覺，未來可針對這部份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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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中想要的房屋為何？從購買動機時描繪一個抽象的房屋概念，到透過
有限的資訊，在搜尋過程中，所需的屬性才一一緩慢浮現，有些屬性因
為首次購屋或因為供給方的行銷手腕而未浮現，短暫的決策過程中其實
充滿許多感性的因素，房地產高昂的價格並未促使購屋者採取較為複雜
的選擇行為。

三、價格如何決定？就投資目的較重的購買者言，有內行人介紹的價格較滿
意，但是弔詭的是並沒有仔細算出真實利潤；住宅目的較重的購買者來
說，房價決定於每月可以負擔的貸款利息。全部案例幾乎在交易中均「殺
價」，各個案中為何殺價？如何談到合理的價格？則有待後續研究發現。

四、誠如質化研究所言，研究的過程中將不斷的發現有趣的現象，本文為一
篇 working paper，尚有一些先前疑問尚未澄清，有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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