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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選擇行為理論 

一、效用理論 

（一）傳統效用理論 

    假設消費者在所得限制下，購買能使其產生最大效用的商品組合。其效用所
指為消費個體由商品所得到的主觀上的滿足，且其滿足程度決定於商品數量。所

以，傳統效用理論視貨品本身的消費量對消費者產生效用，效用隨商品數量增加

而增加。也因為效用是消費者個人主觀上的滿足，因此，只能比較各種商品對於

某一個人有哪些不同效用，而不能比較兩個人之間的效用。 

（二）Lancaster 理論(新效用理論) 

    Lancaster (1966)一反傳統效用理論，認為傳統的效用理論完全忽略了商品所

具有的固有特質或無法有效解釋商品之品質改變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Lancaster 
提出新的效用理論，即是將商品之特質直接納入效用函數中，其認為消費者購買

商品乃是因為商品所提供的服務，而商品是由許多特性組成，消費者藉由商品所

蘊含不同特性組合以產生效用獲得滿足。 

    新效用理論的基本要點與傳統效用理論不同之處有三： 
 (1)貨品本身並不對消費者直接產生效用，而是貨品所含的許多特質，藉由這些

特質產生效用。 
 (2)通常每一種貨品接包含很多特質，稱為特稱組合，而不同貨品間亦會包含許

多相同特質。 
 (3)組合起來的貨品所具有的特質與獨立的個別貨品所具特質不同。 

    如將購屋或租屋活動視為一種消費活動，傳統的消費理論以貨品的消費量為

效用的函數，無法解釋新貨品引進，以及貨品的品質改變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

就如一種新的住宅引進時，依典型理論在估計一新貨品對原有平衡狀態的影響之

前，必須重新建立比原來維度更大的效用函數，也就是說在新的貨品引進前，沒

有其他的方法可估計其導致效用函數的改變。 

    Lancaster (1966)提出新的效用理論，解決了上述缺點，並利用特徵價格法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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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各種產品的價格。在家戶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將他們的所得花費在住宅

與非住宅財貨之上。住宅是由不同的屬性所組成，視同組合財貨，晚近的住宅經

濟領域即基於此種效用理論來進行分析(陳獻文，2004)。 

二、不連續選擇行為理論1 

    不連續選擇理論之基礎主要來自經濟學的消費者行為及心理學的選擇行為

兩個領域，但一般經由消費者行為所導出之理論應用較為廣泛。Logit 模型乃屬
於個體選擇理論之一種應用模型。其通常有兩種用途：1.解釋行為與現象，2.預
測行為與現象。 

    家戶個體選擇理論，指的是將心裡學中理性的選擇行為應用於個體於家戶的

選擇上。在心裡學中，有一種理性的選擇行為理論，認為一個決策者，對於一組

互斥的選擇，可依照個人的偏好排列出優先順序，而選取一個最能滿足其偏好的

最適方案。此種理論後來被應用於運輸需求分析中，而發展成個體旅運需求模

式，後有經濟學者將此理論應用於住宅需求選擇之分析上。1979年代逐漸發展成
熟的個體不連續選擇理論(Disaggregate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個體不連續選

擇理論起源於心裡學，起先用於交通需求模式之分析，後來成為1980年代以來，

住宅經濟領域中住宅選擇行為模式之主流。 

    由於購屋消費所做的選擇是屬於個體的不連續選擇，家戶及住宅供給者必須

自某些特定之替選方案中選取其中最大效用或利益的住宅。住宅選擇是一種不連

續的選擇行為，並且探討的被解釋變數是屬於虛擬變數的特質，不太適宜採用複

迴歸方式進行分析，因此，在有關購屋消費選擇行為的相關研究中利用不連續選

擇理論(Discrete Choice Theory)中的Logit 模型來建立購屋消費選擇模式甚為常

見；Logit模式為計量經濟上常用方式，常見於運輸規劃上，建立旅行者的運據

選擇模式的應用，後有學者逐漸應用於都市計畫及住宅領域；其次為迴歸分析、

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卡方檢定及相關分析等研究方法，但這些方法均各有其適

用條件及使用限制(連經宇，2003)。 

     

                                                 
1 此處理論部分參考 Börsch-Supa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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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購屋選擇決策行為 

一、影響家戶購屋決策選擇的因素 

    連經宇(2003)研究指出，國外影響家戶購屋決策的重要變數除了種族外，主

要尚包括家戶所得、戶長年齡、家戶人數等，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仍大多為Logit 模
型。國內有關住宅選擇的文獻隨著投入住宅的研究者日益增多，近年來已呈現大

幅度增加。整體而言，大多數住宅選擇的文獻因限於初級資料蒐集上的困難，仍

大都使用次級資料進行相關實證分析。若由需求面探討家戶住宅選擇分析，近十

多年來國內相關文獻與國外類似，大多集中在探討家戶的屬性（例如家戶所得、

家戶人數、戶長年齡或職業等）對住宅權屬的影響，但最近數年來已有增加關於

住宅區位選擇的文獻探討趨勢。 

    有關影響家戶選擇住宅類型變數的相關研究主要在探討在家戶決定購買住

宅之後，家戶或住宅的屬性與住宅類型選擇間的關係。國內外多數相關研究發現

家戶選擇住宅類型具顯著影響的變數大致上可分為明確變數與模糊變數兩部

分。明確變數主要包括家戶所得（含扣除房租的所得）、家戶人數、住宅面積、

住宅結構、屋齡、房屋價格與至工作地點距離等；模糊變數主要包括住宅設施水

準。其中國外文獻較為重視家戶所得、家戶人數、戶長年齡、戶長教育程度、住

宅面積、屋齡、房屋價格與至工作地點距離的變數。國內文獻較為重視的變數除

家戶所得外，尚包括住宅面積、房間數、居住人數；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二

項或巢式Logit模型。 

    在影響家戶選擇住宅區位的變數的相關研究方面，在多數國內外相關文獻

中，具有顯著影響的變數大致上包括明確變數與模糊變數兩部分。明確變數主要

包括家戶所得、住宅面積、房價、至工作地點距離、公共設施數目、戶長教育程

度、戶長年齡等變數。模糊變數主要包括就學學區的變數。國外文獻較為重視家

戶所得、戶長年齡、戶長教育程度與至工作地點距離的變數；國內文獻較重視除

家戶所得、戶長年齡、戶長教育程度與至工作地點距離外，尚包括住宅面積、居

住密度與至市中心距離的變數；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Logit模型。 

陳彥仲(1997)研究顯示家戶在選擇住宅時，確實有程序性過程，其解釋變數

包括可支配所得、室內品質評點、住宅房間變量及購屋虛擬變數；林祖嘉(1980)
在其關於住屋需求及租買選擇的研究上，所使用的解釋變數包括家長年齡、家長

受教育年數、家庭所得、18歲以下小孩數目、住宅品質(居住單元及整棟建物)
指數、鄰居品質指數、家庭種族、每月房租、家庭人口數、旅居期間、財產稅、

住屋型態(自有或租賃)、房間數目等，對於不同被解釋變數各具有不同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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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龍士、江宛瑛(1993)研究影響台中市市民對居住區位選擇之因素，可歸納為接
近地方性公共設施、房屋本身的物理性、交通設施的可及性、住屋的規模與環境

等四項因素；連經宇、陳彥仲(1999)研究結果發現花蓮地區居民購屋時較重視的

因素包括附近有無公共污染、地段增值潛力、學區、房價、交通方便等；林元興、

陳錦賜(2000)探討影響家庭住宅費用各種因素，包括住宅面積、居住區位與住宅

權屬，這些因素會影響家戶的購屋負擔能力，進而影響其購屋決策。 

二、購屋決策行為的相關研究 

    李鎮宏(2001)以個體選擇行為理論建立 Logit之家戶住宅選擇模型，替選方

案包括住宅區位與住宅類型。該研究以問卷方式對新竹住戶單位進行調查，變數

包括：家庭年所得、房屋總價、房屋坪數、年齡、屋齡。實證結果發現，住戶屬

性部分，家計負責人教育程度越高，傾向選擇公寓住宅，家計負責人年齡越輕，

傾向選擇公寓住宅。住宅屬性部分，屋齡與住宅區位與住宅類型有關，就是區透

天住宅屋齡較高，房屋總價與住宅區位而言，新竹科學園區帶動周遭房價。 

    林祖嘉(1994)利用台灣地區住宅狀況調查資料，利用二階段迴歸分析法為基

礎模式，對台灣地區進行住宅需求與租買選擇的聯合估計。實證結果發現，不論

是家計單位的房價或房租支出都會受到租買選擇的影響；此外，部分家計單位的

特質係透過對租買選擇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住宅需求。而這些特質包括自有住宅

家庭的家計負責人教育水準較高、年齡較長、結婚比例較高、家庭人口數較多、

男性比例較高、畢業科系以法商工醫、軍公教比例較高等。 

    陳淑美、張金鶚(1998)檢驗戶長及其配偶屬性對住宅區位選擇的影響，試圖

揭露以戶長為中心的住宅區位選擇不一定能完全反映家戶決策的情形。使用1990 
年台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台北市的資料，建構個體家戶住宅區位選擇模型，納

入性別、年齡、省籍、從業身分等變數。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仍屬傳統社會，決

策仍以戶長(男性)為主，配偶(女性)雖有影響力但卻不明顯，最終決策者仍為戶

長(男性)。 

    陳彥仲(1997)認為家戶對住宅的選擇可視為一連串的決策過程，包括租買選

擇、住宅形式、區位等選擇決策。研究對象係以 1980 年美國公用個體抽樣資料

為基礎，並選擇聖地牙哥都會區進行實證分析。研究方法係依據巣式 Logit 模型
架構建立其住宅選擇模型，並透過對包容值係數的檢定推論住宅選擇的決策程

序。實證結果顯示家戶將住宅租買列為最優先的決策，其次決定住宅類型，包括

住宅形式(透天或集合住宅)、室內空間(如房間數)、住宅區位(如市區或郊區)，以
及住宅品質(如建築物年齡、衛浴及廚房設備、空氣調節等)，最後在各住宅類型

中挑選最適當的住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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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怡吟(1996)利用 1980 年及 1990 年台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資料，研究

台北市住戶住宅選擇變遷的情形，其研究採分區討論方式，分別將 1980 年及 1990 
年原有行政區重新劃分為舊市區、新市區與新興區三區予以分析比較。其研究結

果發現在住宅區位選擇方面，極可能因居住舊市區的生活品質相較於新市區、新

興區而言是屬於品質低落的，同時，因房價高低因素的考量，且隨各地區發展情

況不同，房價水準高低順序以新市區為最高其次是舊市區，再其次為新興區；因

此不論何種類型住戶，選擇舊市區的比例是下降的，而有逐漸遷入新興區的傾向。 

    Li, M. M. (1977)利用 1970 年美國大都會區住宅特徵調查，以 Logit模型估計
波士頓及巴爾的摩地區之家戶租購住宅比例。模型中納入家戶所得、家庭人數、

戶長年齡、戶長種族等四項變數。結果顯示，戶長年齡、家庭所得越高，其住宅

自有率越高。但是當家庭人數在六人以上時，其住宅自有率反而下降，可能原因

為家庭人數較多，其非住宅消費可能增加，因此需要犧牲住宅消費上的支出，且

在相同的情況下，黑人家庭之住宅自有率遠低於白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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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型應用理論基礎2 

一、個體選擇模式 

個體選擇模式又稱行為模式或間斷性選擇模式，因其理論基礎主要來自經濟

學的消費者行為以及心理學的選擇行為兩個相關領域，其中以消費者行為導出的

理論應用較廣(張顥鐘，2002)。因此個體選擇模式通常採用羅吉特模式加以應

用，其理論基礎主要係由經濟學的消費者行為理論所導出。消費者行為理論假設

消費者為理性的決策者，其個體選擇模式係以效用函數為出發點，在面對多種替

選方案的選擇決策時，將依據其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選擇。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Pr):( jhihh UUobAiP >=    hAij ∈≠∀                       (2-1) 

其中 ihU 為個體 h選擇替選方案 i的效用函數， hA 為個體 h所選擇的替選方案
集合。由於效用函數可分成可衡量的效用( ihV )與不可衡量的效用( ihε )兩個部分，
因此上式可再改寫如下：  

)(Pr):( jhjhihihh VVobAiP εε +>+=    hAij ∈≠∀               (2-2) 

    進一步假設隨機誤差項部分( ihε 及 jhε )為不同分配可得到不同的模式型態。 

個體選擇模式發展初期是由分析者依其認知事先定義替選方案的集合，個體

再從這些替選方案中選擇某一方案。然而此種外生因素的建構選擇集合方式，可

能因為定義錯誤而無法完全表達個體的實際選擇行為；此外，個體可能受限於其

本身對於資訊處理的能力與資訊不足等因素，不一定在選擇過程中會從全部替選

方案或可替選方案的選擇集合中做出決策；換句話說，不同的個體會從不同替選

方案集合中選擇方案，但分析者無法直接觀察得知這些不同的選擇集合。由是，

個體選擇模式遂從此種一階段選擇模式發展成二階段選擇模式，即個體依據其內

生因素定義其選擇集合，再從該選擇集合中選取方案。 

關於一階段選擇模式，在個體選擇行為的研究中，由於假設及目的不同，因

此發展出的個體選擇模式有所差異。在行銷、管理及運輸領域方面，係以「多屬

性選擇模式」最為普遍使用，此因該模式適用的資料數據便於自市場中取得，尤

其在競爭市場替選方案多且屬性多的情況下，該模式可解決資料取得的困難性，

所以該模式常應用於決定市場結構、需求預測、產品定位、市場區隔及個體選擇

預測等研究。多屬性選擇模式的選擇策略可分成「以方案為基礎的程序性剔除原

                                                 
2 此處理論部分參考 Pudney (1989)以及 Greene(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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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以屬性為基礎的程序性剔除原則」，前者亦即經濟理論的效用最大原則，

假設個體利用所有可以取得的相關資訊，於屬性可補償的架構下，每一替選方案

皆有其效用值，個體會比較各方案的效用值並選擇最大者，如多項式羅吉特模式

(MNL)及多項式常機模式(MNP)；後者係依心理學假設個體的決策過程為簡單啟

發程序，不需利用所有的相關資訊，在屬性不可補償的架構下，以隨機或層級的

屬性順序，逐步剔除替選方案至僅餘最後一個方案，由此產生個體的最終決策，

如逐步剔除法(EBA)。 

二階段選擇模式係假設個體從其印象、認知中找出符合現實需求的替選方

案，並刪除所有不符合需求的替選方案，再從這個符合需求的替選方案集合中，

利用可補償分析方法如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NL)來選擇其最佳方案，亦即個體決
策程序區分為二：第一階段為利用適當準則建構選擇集合，第二階段為選擇方案

且傳統上均採補償性的「以方案為基礎的程序性剔除原則」。二階段選擇模式發

展將近二十年，有許多實證研究證實該模式預測準確性優於一階段選擇模式，且

已廣泛應用在行銷、管理、計量經濟、地理、運輸工程等各領域(方菀萍，2002)。 

二、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L) 

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odel) 是由McFadden於 1973 年時推

導而出，為最傳統的個體選擇模式，係由最大效用理論所發展出的羅吉特模型。

以本研究中家戶對於住宅區位及類型的選擇為例，最大效用理論假設家戶為理性

決策者，因此會選擇能使其效用為最大的住宅區位及類型組合的替選方案，且對

於方案組合中的區位及類型為同時性選擇。 
在(2-2)式中，若假設兩個誤差項為獨立且一致的 Gumbel分配，則可推導出

多項式羅吉特模式。其數學式如下： 

∑
∈

=

h

jh

ih

Aj

ih e
eP ν

ν

                                              (2-3) 

    多項式羅吉特模式的重要適用前提，即「不相干替選方案獨立性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假設，顯示選擇i方案對選擇j方案的
機率比值只與i和j兩方案的效用函數有關，而與其他方案是否存在無關。其優點

有二：第一，當有新的替選方案可供選擇時，僅需將此新替選方案之效用代入公

式即可，不必重新估計效用函數的參數值。此優點在應用上極為方便，但須當效

用函數的所有變數均為共生變數方可。若效用函數有替選方案特定變數時，因新

方案的特定變數係數值無法決定，將造成顯著的預測誤差。第二，當替選方案數

目過多時，在實際應用上由於收集資料所需的時間與成本即測定變數參數值的計

算時間與成本，將使模型的建立極為困難，但因IIA僅抽取所有替選方案中部分
替選方案的特性，其結果將與全部替選方案所求得者相同。連經宇(200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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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特性的最大缺點在於其假設各替選方案之間完全獨立，若有些方案不互相獨

立，而互有相關或有互補性時，可能會導致模型估計的錯誤。 

三、巢式羅吉特模式(NML)  

由於在實證研究時，多項式羅吉特模式的不相關替選方案的獨立性假設(IIA)
特性會產生不合理的問題，因為該假設在現實上很難成立，於是發展出巢式羅吉

特模式以允許方案之間存在共變異性。此模式認為，對相同住宅次市場下的住宅

單元而言，應具有部分相同的該次市場屬性，亦即模式所定義的誤差項應該存在

相同屬性，使得各誤差項並非獨立。Quigley, J. M.(1985)認為過往的研究假設替
選方案彼此間獨立、且住宅分群過於武斷，因此，採用匹茲堡都會區資料，以三

巢層之巢式 Logit模型，探討住宅選擇之探討，選取之變數包括屋齡、建材、衛

浴設備、房間數、所得、房租，僅屋齡、建材不顯著，顯示替選方案間不獨立，

且工作地點可及性影響住宅選擇。所以本文除了採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式之外，亦

將針對巢式羅吉特模式進行測試分析。 

巢式羅吉特模式允許同一群組內的方案效用不獨立，但是僅限於不同巢層之

下的方案，對於同一個巢層下的方案，仍須服從 IIA 關係。因此巢式羅吉特模式

可解決部分關於方案間有共變異的問題。然而巢式羅吉特模式於應用上需先確定

決策者的行為架構，若決策行為程序無法確知，將使得選擇結構建立十分困難，

而決策結構建立若有重大錯誤，對於模型結果影響甚大；此外，袁淑湄(2003)等
學者認為，巢式羅吉特模式雖然可以考慮到方案之間的關連性，但是在進行校估

之前，仍須先行對選擇行為的過程假設為連續性。 

一般而言，有兩種可區別的巢式羅吉特模式被廣泛地應用在學術研究上，即

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McFadden nested logit mode, UMNL )與非標準化巢
式羅吉特模式(the Daly or non-normalized nested logit model, NNNL)，兩者間的理

論差異將充分地影響估計結果、行為解釋、預測及政策分析；此外，尚有一般化

巢式羅吉特模式(Generalized nested logit model, GNL)等近年來廣受討論的模

式。後續在模式採用上將有更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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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早期住宅研究，強調對於住宅需求的推估，假設消費者在所得的限制下追求

效用極大化，亦即家戶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將他們的所得花費在住宅與非住

宅財貨之上；新效用理論的提出，解決原效用理論的一些缺點，並利用特徵價格

法來決定各種產品的價格，住宅需求即為住宅價格、組合商品價格與所得的函

數，其應變數所衡量的乃是在各種所得與價格水準下，消費者對於住宅服務的需

求量。影響住宅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住宅本身屬性，例如：住宅區位、類型等，

以及家戶本身屬性，如戶長性別、年齡、家戶人口數；有些研究則著重設施的可

及性。 

    近期以來漸受人注意的不連續選擇理論。個體選擇模式的理論基礎主要來自

經濟學的消費者行為以及心理學的選擇行為兩個相關領域，本文因資料形式上的

限制，將側重經濟學理論上的應用。一般而言，住宅選擇模型一般較常應用Probit 
和多項式羅吉特兩種模型來估計，其中以後者最常被使用，因其理論完善且模型

參數之估計較為簡便。不過，多項式羅吉特模型最大的缺點在於其具有IIA 特
性，且假設各替選方案間完全獨立，當替選方案間有相關性存在時，多項式羅吉

特 模型就會有偏誤。因此本研究亦會探討巢式羅吉特模型，並從中選擇適合研

究資料分析的模式。 

    整體而言，大多數住宅選擇的文獻因限於初級資料蒐集上的困難，仍大都使

用次級資料進行相關實證分析。若由需求面探討家戶住宅選擇分析，近十多年來

國內相關文獻與國外類似，大多集中在探討家戶的屬性對住宅權屬的影響，但最

近數年來已有增加關於住宅區位選擇的文獻探討趨勢。在影響家戶選擇住宅區位

的變數的相關研究方面，具有顯著影響的變數主要包括家戶所得、住宅面積、房

價、至工作地點距離、公共設施數目、戶長教育程度、戶長年齡等變數；有關影

響家戶選擇住宅類型變數的相關研究主要在探討在家戶決定購買住宅之後，家戶

或住宅的屬性與住宅類型選擇間的關係。其他尚有許多對於購屋決策影響因素的

研究，將這些重要因素歸納的結果，本文可探討的解釋變數可包括家庭所得、家

長年齡、家庭人口、住屋規模、房價、住宅權屬、地段增值潛力、購屋目的等，

其中住屋規模以(希望)購屋面積表示，地段增值潛力則以對於近期房價趨勢的看

法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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