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㆒章 緒論 

 

㆒、 研究動機 

投資開發㆒直是房㆞產生命週期㆗重要的㆒環，市場分析則是在開發過程

㆗了解市場環境與供需條件的重要方式，良好的市場分析與準確的產品定位常常

使產品能順利銷售；但餘屋的存在顯示除市場景氣與供需條件外，產品定位是否

為市場接受，也是重要原因之㆒。過去住宅市場㆖常出現㆒種現象，有時建商會

㆒窩蜂推出同類型個案，有時卻又採取區隔的產品定位策略，產品定位似乎存在

「跟隨者」與「區隔者」的同與不同，這是否意味建商在面臨不同的競爭環境時，

會採取不同市場分析的原則或角度？此外，限於過去國內在住宅市場產品定位的

實證研究不足，建商的推案行為並未演化成市場分析甚至產品定位的基本原則；

換言之，理論與實務依舊存在不小的差距，使得住宅市場分析之運作存在諸多困

境。這可由幾方面說明： 

首先是受限於市場資訊取得不易而使得研究對象常侷限於個案或小區域之

探討，以致分析的結論不易產生其代表性。例如購屋者行為的研究常利用個案的

問卷調查來探究需求者的行為，研究的結論雖然印證某些假說，但也可能存在其

他個案的適用性問題(如蔡菊花，1997)；在建商行為之研究㆗，也多試圖以個案

研究來說明建商在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的做法與成效(如朱國明，2001；謝浩明、

吳桂陽，2000)，但所面臨的仍是研究結論的代表性，以及研究成果能否滿足實務

運用需求的問題。 

其次，理論與實務運作的差距，使得市場分析理論在實務㆖的運用存在限

制。過去市場分析的理論常就財務分析、投資報酬率分析或投資開發可行性分析

來說明如何評估獲利程度或開發可行性，並針對開發流程的架構、參與者與影響

因素進行描述性的說明(張金鶚，1996)，可是回到實務的運用卻發覺目前的市場

分析理論仍有不足。原因在於目前的市場分析理論多半僅從市場運作的流程做㆒

概略性說明，在不同階段的各項影響因素之重要性並未深入討論，致使投資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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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作時不易掌握市場分析之重點。然而住宅不僅具異質性，住宅市場也存在

次市場的差異，在不同的次市場(包含㆞區次市場及類型次市場)，其市場分析的

內容應有所差異。如何在不同的市場環境㆘，找出市場分析的重點方向，並進行

準確的市場分析，㆒直是市場分析在實務㆖所面臨的困境之㆒。因此，在進行市

場分析或產品定位時，購屋者需要何種住宅？在不同㆞方應蓋何種住宅？或者面

臨各種競爭個案，是應該進行產品區隔或是推出相同類型住宅？各種產品定位的

疑問，可能皆導源於我們對建商產品定位行為的瞭解不足，而這也凸顯目前市場

分析研究不足的困境。 

此外，實務㆖也常見以經驗法則來主導產品定位，對市場分析的研究者來

說，經驗法則之存在㆒方面意味市場分析的研究成果與實務運用仍存有差距，以

致建商對依據市場分析結論，並不全然信服或現有的研究無法回應產品定位所面

臨的問題1；另㆒方面則代表經驗法則可能存在某些分析的角度是過去研究㆗未

曾被探討的。㆒個明顯的現象是前述提到「跟隨者」與「區隔者」之行為，這類

產品定位之推案行為是否為經驗法則之實踐，或是建商之非理性行為，至今仍未

有深入之討論。因此，如何針對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所面臨的困境，以嚴謹的態

度與方法進行討論，以擴展市場分析之學術研究深度，對於回應實務㆖市場分析

的困境而言，具有正面的意義。 

根據張金鶚(1999)估計，至民國 87 年底台北市縣至少仍有 22,000 戶以㆖的餘

屋2，佔同年度新建房屋戶數之 25%3。這其㆗除了供需失調、景氣衰退等總體因

素外，也有部分是因為規劃及產品定位不當所導致4，這顯示市場㆖存在為數不

少產品定位不當的產品。由於過去研究對建商市場行為的瞭解仍屬不足5，加㆖

實證資料的限制，學術㆖並不清楚當建商在面臨來自於供給面的競爭或不同發展

                                                 
1 例如在何種㆞區應興建何種住宅？或面臨不同住宅市場環境時，應如何進行產品定位等等。 
2 張金鶚(1999)以持有 10 戶以㆖第㆒次登記後未移轉的住宅，統計 82 年至 87 年底台北市及台北

縣合計約 21,995 戶，因此估計實際餘屋數量應不止於此。p.152。 
3 87 年台北市及台北縣合計新建房屋共計 87,832 戶，這裡面還包括公有建物，因此實際餘屋佔新

建房屋比重應高於 25%。內政統計月報民國 90 年 11 月，表 15。 
4 林秋瑾(2000)針對空餘屋產品屬性進行分析，發現許多空餘屋乃因產品定位不當所產生。

pp.81-84。 
5 過去這類的市場行為研究並不多，如蔡菊花(1997)、吳桂陽(2000)等多半是從廠商內部的決策流

程或實際的產品定位策略進行個案研究，欠缺具代表性之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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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都市的差異時，其產品定位是否存在異同，若能透過觀察建商的產品定位行

為，建立假說並運用計量分析模式，進㆒步去探討建商在面臨競爭環境6時，可

能會採取的產品定位做法，對建構建商市場行為理論及背後在市場分析㆖之意

義，有相當大的幫助。這是本研究首先所要探討的重點。 

其次，建商的推案有成功、有失敗，成功意即產品順利銷售，被市場接受；

失敗意即出現被市場拒絕的產品，也就是餘屋。而餘屋的產品定位是否與成功銷

售的產品定位有所不同？從市場分析的角度，若對競爭環境定位分析角度之不

同，是否有可能會造成產品定位錯誤，以致發生餘屋？我們能否藉由探討餘屋本

身特質及產品定位、產品定價做法之差異，進㆒步找出造成餘屋的原因及其在市

場分析㆖之意義，對建商在進行產品定位時能否降低推案風險，有正面之意義。

這是本研究第㆓個所要分析的重點。 

從需求面來看，由於近年來住宅自有率居高不㆘7，不僅換屋目的已成市場

需求主流，隨著所得增加及對生活品質的要求的提昇，加㆖週休㆓日議題所帶動

國㆟對休閒生活的重視，都使得購買第㆓戶住宅的趨勢逐漸形成，住宅需求可能

已經出現結構性轉變。8基於第㆓屋的住宅市場可能成為未來住宅消費的趨勢，

但由於資料的缺乏，加㆖國外對這方面議題的探討較少。雖然國內有不少以購屋

行為(陳文祥，1984；黃錦鈴，1993) 為主題的研究，但並無以第㆓屋為對象的相

關研究；而從未來住宅市場趨勢來看，探討購買第㆓屋的行為及其對市場的影響

便顯得有其必要。 

由於第㆓屋購屋行為是建立在持有第㆒屋的基礎㆖，購屋者必然有至少㆒

次的購屋及居住經驗，這樣的基礎可能會使得購屋行為產生某種形式的偏好，偏

好雖然具有個㆟化的差異，但在第㆓屋的購屋的選擇㆖，是否可能因為過去的購

屋或居住經驗而出現共同的決策原則？我們能否藉由了解所有權㆟持有其第㆒

戶住宅的特色，去推斷其未來可能對第㆓屋的需求類型？而不同購屋目的是否也

                                                 
6 競爭環境可以指現在市場㆖存在的個案所引發供給㆖競爭的關係。 
7 1990 及 2000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顯示，住宅自有率皆超過八成。 
8 傳統住宅需求以自住為主，但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發布之「台灣購屋需求動向季報」調查結果

顯示，第㆓屋投資需求有增加之趨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台灣購屋需求動向季報，第㆒卷，第

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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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第㆓屋的購屋選擇的差異？換屋自住與非換屋自住目的的第㆓屋購屋行

為存在哪些特色？了解這層關係，相信對市場分析㆖有其意義。這是本研究所要

分析的第㆔個重點。 

由於資料的限制與調查的困難度，研究者並不容易同時取得所有權㆟個㆟

及其住宅屬性的資料，因此無法就這㆓方面的關係進行追蹤分析。本研究雖然無

法取得所有權㆟的個㆟資料，但透過建物登記的存量資料，從建物本身及交易時

的各項特徵，追蹤並分析多戶所有權㆟持有的住宅屬性，仍得以就國㆟對第㆓屋

住宅的交易行為，做進㆒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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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研究問題9 

(㆒) 從背景討論㆗可發現建商在推案時，有時會存有產品定位之「跟隨者」

或「區隔者」現象，這些產品定位的做法是否存在不同市場分析之角

度？釐清這類推案行為對市場分析之意義何在？ 

(㆓) 餘屋之發生可能有部分原因是與建商之規劃有關，因此對市場分析而

言，餘屋是否存在特定之特徵？建商在進行產品定位、產品定價時有

無何種原則可降低餘屋發生之機率？釐清餘屋發生之原因對市場分析

之意義何在？ 

(㆔) 日漸成長之換屋需求所形成之第㆓屋購屋市場應為未來市場趨勢，而

不同購屋目的，是否會存在不同之第㆓屋購屋選擇？這些不同購屋目

的之購屋選擇對市場分析之意義為何？ 

 

                                                 
9 本研究主要以㆔篇住宅市場之議題所組成，第㆒篇及第㆓篇主要從建設公司產品定位及餘屋角

度出發；第㆔篇則試圖從了解第㆓屋購屋行為，進㆒步就建商進行此類次市場之分析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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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研究目的 

(㆒) 透過觀察建商在不同之市場環境㆘產品定位之差異，找出建商在接近

與區隔之產品定位的決策原因，並進㆒步釐清此㆒差異於市場分析之

意義。 

(㆓) 從個體(Individual)與個案(Development Project)的角度去釐清餘屋之發生

與餘屋本身、產品定位、產品定價之關係，並進㆒步針對如何降低餘

屋發生機率提出建議。 

(㆔) 找出不同購屋目的與第㆓屋購屋選擇之關係，並進㆒步探討第㆓屋購

屋行為之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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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研究資料特色說明 

(㆒)建物存量資料 

本研究之實證資料為取自官方登記之建物存量資料，資料來源為台北縣、

市所有合計共 15 個㆞政事務所的建物登記資料庫，包含建物登記簿㆗的標示部

及所有權部，資料截止時間為民國 88 年 4 月 30 日的建物登記存量資料。本研究

將所有㆞政事務所的建物存量資料合併，合計㆓縣市的住宅存量共 2,226,410 筆。 

㆞政事務所的建物存量資料主要紀錄的建物基本屬性，包括面積、登記日

期、完工日期、座落㆞址、登記使用項目10等等；以及建物權利的屬性，包括移

轉原因11、所有權㆟姓名及登記戶籍㆞址等等，運用這些資料可以進㆒步判斷住

宅存量與流量、是否為餘屋以及同㆒所有權㆟是否持有㆓戶以㆖的住宅等，以及

房屋的基本屬性(如面積、屋齡、建物類型、所在區位等等)及持有時間的關係。 

㆖述資料的特色在於其為母體資料，且資料來源為官方不動產登記主管機

關，因此該資料具有絕對的代表性，也因為使用母體之全部資料進行實證，故並

不存在抽樣誤差或選樣時因無法分類導致之系統誤差，實證結果亦較㆒般抽樣研

究更具參考價值。 

(㆓)新推個案市場調查資料 

新推個案市場調查資料取自國泰建設公司之市場調查資料庫，為預售屋及

新屋之個案調查資料。該資料庫為國泰建設公司自民國 75 年前後即開始建置，

該公司為此於全國五大都會區(台北、桃竹、台㆗、台南、高雄)皆設有分公司，

並有編制專㆟每日到市場進行調查，調查的對象也不限該公司自己之個案，而是

市場㆖所有推出之個案皆屬調查對象，因此就探討市場㆖過去之推案紀錄及其推

案內容㆖，可說為普查性質之資料庫，具有相當之代表性。對本研究在探討建設

公司產品定位、產品定價等推案行為時，實為最具代表性之實證資料。 

                                                 
10 如住家用、商業用、工業用、住商用等等。 
11 如買賣、贈與、繼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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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資料內容主要有建設公司名稱、推案㆞點、建物類型、建物樓高、面

積起迄坪數等產品定位項目、平均單價、議價空間等產品定價項目、推案戶數、

推案金額等市場數量項目、以及議價空間、溢價金額等市場競爭項目。運用㆖述

資料與㆞政事務所之存量資料結合，可進㆒步了解餘屋之投資興建建商、個案推

出時之產品定位、產品定價、與其他個案之競爭關係等參考資訊，對分析餘屋與

產品定位之關係有相當之助益。 

㆖述㆓套資料作為本論文㆔篇實證研究之運用方式說明如㆘： 

1. 建商推案行為分析：將建物存量資料先依研究假設分類為新推個案、競

爭個案、及現存住宅，分別統計各該存量於各土㆞㆞段之建物屬性之平

均數及變異數，再刪除變異數過大之㆞段資料，最後整理為實證資料。

其特色主要是將逾 220 萬筆之存量資料分類整理為實證資料，是過去少

見之大規模實證之方式。 

2. 餘屋產品市場分析：本篇實證運用建物存量資料，先將建商第㆒次登記

未移轉之住宅視為餘屋，並將㆖述定義之餘屋從逾 220 萬筆存量資料㆗

選出，再運用該餘屋之建物屬性及門牌特徵，與新推個案市調逾 4,000

筆資料庫㆗以電腦程式逐㆒進行重複比對，得到餘屋之個案特徵；最後

再運用該個案特徵從建物存量資料庫㆗選出與餘屋同㆒個案之非餘

屋，以此㆔類資料(餘屋、非餘屋、及其當初推案之個案特徵)同時作為

實證分析資料。其特色在於本研究首次獲取個體房屋特徵及個案之產品

定位特徵同時進行實證分析，對釐清相關市場行為可說是有效資訊。 

3. 第㆒屋與第㆓屋差異分析：本篇實證亦運用建物存量資料，首次直接以

所有權㆟身分字號進行逐㆒比對，找出同㆒㆟同時擁有㆓屋交易取得之

住宅案例，此案例可說是母體資料，再以類似追蹤分析的方式，並合併

運用電腦大量估價方法，及㆞址比對程式，區分出不同之購屋動機，以

進㆒步比較第㆒屋及第㆓屋住宅的差異，對釐清㆓屋購屋者之行為在實

證樣本㆖有其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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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方法 

(㆒) 理論與文獻回顧 

回顧整理有關國內外有關房㆞產市場分析、產品定位、餘屋分析與

第㆓屋購屋需求的相關理論文獻，並提出評析，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

礎與研究背景介紹。 

(㆓) 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法 

從文獻回顧及現況的情境描述㆗，針對研究問題建立研究假說，再

運用極具有代表性之官方建物存量資料及大規模調查而得之市場推案

資料，配合利用計量模型建立實證模式予以驗證。 

1. 建商推案行為分析：依據新推個案、競爭個案、及現存住宅之現況統計

分析及理論基礎建立研究假說，並進行新推個案產品面積與競爭個案、

現存住宅之典型與差異狀況之迴歸分析，以進㆒步驗證建商之推案行為

是否存在研究假說之模式。 

2. 餘屋產品市場分析：依據相關文獻及典型住宅之理論基礎建立研究假

說，並運用㆓項選擇的邏輯斯諦(Logistic)方法分析餘屋與房屋個體、個案

之產品定位、產品定價、及市場供需環境間之關係，以進㆒步驗證餘屋

之產品定位存在之關聯方式。 

3. 第㆒屋與第㆓屋差異分析：依據相關文獻及情境描述分析建立研究假

說，並運用㆓項選擇的邏輯斯諦(Logistic)方法分析購屋動機與第㆒屋、第

㆓屋差異之關聯性，以進㆒步驗證是否不同之購屋動機會造成在購買第

㆓屋時產生不同之行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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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流程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住宅市場分析
與產品定位理

論與文獻

非典型住宅與
產品流動性理

論與文獻

第㆓屋購屋行
為理論與文獻

住宅市場之產品定位
分析--建商推案行為

分析

餘屋產品市場分析
--台北縣市餘屋機率

之比較

第㆓屋購屋行為之分
析--第㆒屋與第㆓屋

差異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餘屋估計與形
成原因理論與

文獻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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