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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研究設計與模型設定 

第一節  研究假設 

一、基本假設與前提 

（一）已購屋者與潛在購屋者為在同一時期，在房地產市場中，決定購屋與持續

搜尋住宅的兩批人。 

（二）購屋決策係指購買某一住宅區位及某種住宅產品類型的聯合性決策，決策

程序可能為同時性或程序性(條件性)。住宅區位及住宅產品類型為購屋替選

方案的組合元素。 

（三）購屋特性包括購屋選擇屬性(或稱方案屬性)(購屋總面積、總價或單價)、
選擇者社經特性(平均家庭月收入、購屋者年齡、購屋後(未來)居住人數、

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購屋前(目前)居住區位)、與房市景氣相關的選擇者
特性(購屋目的以及對於短期或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選擇者購屋搜尋的特
性(購屋搜尋件數及月數)以及其他特性(是否申辦優惠利率房貸)等五種。 

二、實證目的 

（一）欲證實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對於購屋替選方案的組合元素之選擇模式為

程序性決策，即區位類型及產品類型間的差異性有所不同，而家戶選擇的

效用亦不同。 

（二）欲證實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的選擇者屬性有所不同，是影響其決定購屋

與持續搜尋的可能因素。 

（三）欲證實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的選擇者屬性對於各替選方案的被選擇機率

有不同程度或方向的影響，因此相同的替選方案，對於兩種類型的選擇者

而言，具有不同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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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變數定義 

一、因變數 

    本研究主要探討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對於住宅區位及住宅產品類型的實

際選擇行為及期望選擇行為。依據表 3-2-1購屋選擇的分類，將住宅區位[R]分成
都會中心[R1]、都會近郊[R2]及都會郊區[R3]三種類別；住宅產品[T]則分成公寓
[T1]及(電梯)大廈[T2]兩種類別；由三種區位類別及兩種產品類別可構成六種替

選方案組合，分別是都會中心公寓[A1](R1+T1)、都會中心大廈[A2](R1+T2)、都

會近郊公寓[A3] (R2+T1)、都會近郊大廈[A4](R2+T2)、都會郊區公寓[A5](R3+T1)
及都會郊區大廈[A6](R3+T2)。 

    由表 3-2-2可知，三種區位皆以大廈產品被選擇的比例為最高，若作為比較

基準，則可分析不同區位大廈產品間的相對選擇情形；而都會中心與近郊被選擇

比例較高，其分析結果較郊區更為人所關注，故此處以都會郊區大廈作為參照方

案，即與其他各方案的相對比較基準，將於模型結果中被予以省略。 

二、自變數 

Ashok, Dillion and Yuan(2002)的研究表示，在許多案例中，預期一個特定替

選方案的選擇可能受到非與產品相關的屬性(non-product-related attributes)所影響
是合理的。例如，潛在的態度(attitudes)及看法(perceptions)可能在形塑選擇的角
色上與其他已被處理且用來定義替選選擇的屬性是相同的；故可透過將結構性方

程式整合至二分選擇與多項選擇模型的基本架構中來研究。在本研究中，亦會考

量到幾個與態度、滿意度與意見等潛在變數類似的替代變數，以了解如態度及看

法等「較弱勢(軟性)屬性(softer attributes)」可以如何影響購屋選擇決策，並作為
後續模擬時探討具有不確定性的可能隨機變數。 

本研究考量的自變數包括方案(區位)屬性變數及購屋者屬性變數。前者包括

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及成交(希望購屋)總價(或單價)，後者包括平均家庭月收
入、購屋者年齡、(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對中期房價
趨勢的看法、(已購屋者)是否申請優惠利率貸款、購屋前(目前)居住權屬、購屋
目的、購屋搜尋月數及件數等項目。由表 3-3-1的卡方檢定結果可知，這些自變
數皆至少在已購屋者或潛在購屋者資料中與住宅區位、住宅產品或方案組合間具

有顯著關係；加上相關文獻回顧對於部分自變數選取的支持，故可將本研究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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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依據研究需求予以重新分類或為適當的變數型式轉換6，如表 4-2-1所示。 

關於各個可能影響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方案選擇的變數，由附錄二及附錄

三可知各變數於各替選方案中的平均數、標準差及樣本分配筆數情況。 

表 4-2-1：模型自變數說明 
自變數名稱 單位 衡量方法 

 
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 

[HS] 
 

 
坪 

已購屋者－原始值；連續變數 
潛在購屋者－面積級距改成連續變數－1：20坪以下－15
坪；2：21-30坪－25坪；3：31-40坪－35坪；4：41-50
坪－45坪；5：51坪以上－65坪 

 
 

成交(希望購屋) 總價 
[HP] 

 
 

萬元 

已購屋者－成交總價；原始值；連續變數 
潛在購屋者－希望購屋總面積：總價級距改成連續變數－
1：200萬以下－160萬；2：201-300萬－250萬；3：301-400
萬－350萬；4：401-500萬－450萬；5：501-600萬－550
萬；6：601-900萬－750萬；7：901-1200萬－1050萬；8：
1201-2000萬－1600萬；9：2001萬以上－3000萬 

成交(希望購屋)單價 
[UP] 

 
萬元 

UP =成交總價/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連續變數 
已購屋者－成交單價 
潛在購屋者－希望購屋單價 

 
平均家庭月收入 

[IN] 

 
萬元 

所得級距改成連續變數－ 
1. 3萬以內：2.29萬；2. 3-6萬：4.5萬； 
3. 6-9萬：7.5萬；4. 9-12萬：10.5萬； 
5. 12-15萬：13.5萬；6. 15萬以上：17.5萬 

(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
[FS] 

人 原始值；連續性變數 
已購屋者－購屋後居住人口  
潛在購屋者－未來居住人口 

購屋者年齡 
[AG] 

歲 原始值；連續性變數 

購屋目的 
[PUR] 

等級 程度等級式的連續變數－ 
1.純粹自住；2.偏向自住；3.偏向投資；4.純粹投資 

 
購屋前(目前)居住區位 

[CLO] 

 
等級 

程度等級式的連續變數－ 
1.非台北都會區，2.都會郊區，3.都會近郊，4.都會中心 
已購屋者－購屋前目前居住區位 
潛在購屋者－目前居住區位 

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 
[SP] 

等級 程度等級式的連續變數－ 
1.大幅下跌； 2.微幅下跌； 3.維持平穩； 4.微幅上漲 ；
5.大幅上漲。 

對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 
[MP] 

等級 程度等級式的連續變數－ 
1.大幅下跌； 2.微幅下跌； 3.維持平穩； 4.微幅上漲 ；
5.大幅上漲。 

 
 
 
 
 

                                                 
6 本論文將某些類別變數視為「程度等級式」變數（例如具微幅、小幅、大幅程度或距離遠近程

度等選項的變數），進而以連續變數的型式估計（類似滿意度等級的做法），主要原因在於後續

情境模擬時需要連續變數來呈現變動趨勢，虛擬變數的型式將使某些重要變數無法納入模擬預

測模型中分析；此外，若將這些變數以虛擬變數的型式納入模型中估計，則在校估模型的過程

中，較易出現合併選項後的虛擬變數仍幾乎無法顯著、模型配適度低於 0.2、預期應顯著的變
數無法顯著、模型可解釋的變數極少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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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續)：模型自變數說明 
自變數名稱 單位 衡量方法 
購屋搜尋月數 

[SM] 
 
月 

原始值；連續性變數 
已購屋者－自開始找屋至購屋時花費的總月數 
潛在購屋者－自開始找屋至受訪時花費的總月數 

購屋搜尋件數 
[SO] 

 
件 

原始值；連續性變數 
已購屋者－自開始找屋至購屋時的總看屋件數(戶數) 
潛在購屋者－自開始找屋至受訪時的總看屋件數(戶數) 

 
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 

[HR] 

 
虛擬
變數 

HR1=1、HR2=0、HR3=0：租屋；HR2=1、HR1=0、HR3=0：
父母子女所有；HR3=1、HR1=0、HR2=0：自有(含配偶) 
已購屋者－購屋前房屋權屬 
潛在購屋者－目前房屋權屬 

優惠利率貸款 
[GOV] 

虛擬
變數 

COV=1：有；GOV=0：無 
已購屋者獨有的變數 

註：1.「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以已購屋者的實際數據作為計算最低及最高級距的基準。由於

已購者 20坪以下的實際平均總面積為 14.89坪，51坪以上者為 70.39坪，為避免極端值影
響，故分別取 15坪及 65坪作為試算依據。「希望購屋總價」的作法亦同，由於已購者 200
萬以下的平均總價為 157.4618萬，2001萬以上者為 3369.35萬，為避免極端值影響，故分
別取 160萬及 3000萬作為試算依據。 

    2. 「平均家庭月收入」在問卷中為級距式問法，此處以組中點為試算依據，改成連續變數。

但因最低級距 3萬元若以 1.5萬計算，將低於現行勞動條件基本工資，因此對於最低級距

參照台灣購屋需求動向季報的方式以(15840+30000)/2=2.29萬元作為計算依據；最高級距
15萬以上因無法確知上限，因此計算基準較組中點稍高而為 17.5萬元（2002Q3及 Q4的
最高級距為 12萬以上，則另以 14.5萬計算），以考量特殊高所得者的影響。 

    3. 「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係將 2002Q3~2003Q1的資料問項予以適當調整，以與

2003Q2~2004Q1的資料結合：原「1.持續探底；2.谷底徘徊 ；3.緩步回升；4.急速飆升；
5.高峰整理」問項－把「持續探底」改成 「2.微幅下跌」，「谷底徘徊」改成「3.維持平穩」，
「緩步回升」改成「4.微幅上漲」，「急速飆升」及「高峰整理」改成「5.大幅上漲」。「對
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的處理亦同。 

    4. 表中自變數並非全部納入模型分析，除了以理論選擇可能的影響變數之外，更進一步透

過模型測試出能提升模型配適度及解釋能力的重要變數，並會避免同時納入相關性較高的

變數。例如成交總價及單價將以模型校估程序擇其一作為適當的解釋變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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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型架構與效用函數設定 

一、模式設定 

（一）一階段個體選擇模式 

傳統關於消費者需求行為的研究，大致可分成間斷性選擇模式與連續性選擇

模式兩大類，應用在本文的家戶購屋決策上，因購屋選擇是決定購買何種類型及

區位的聯合住宅選擇，且間斷性選擇模式較具行為解釋能力，過去在選擇行為的

研究中多以該模式為主，故本文將採用間斷性選擇模式(Discrete Choice 
Model) ，亦即個體選擇模式加以探討。 

    由先前關於理論基礎的敘述可知，不論使用一階段選擇模式或二階段選擇模

式，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NL)均為方案選擇最廣為應用的方法。為簡化分析之
故，本文將採一階段選擇模式進行分析。 

（二）多項式羅吉特模式 

本研究假設家戶的住宅區位及住宅產品類型的選擇會同時受到方案屬性及

選擇者屬性的影響，故可衡量效用( ihV )可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ihhiih YXV βα +=                                            (4-1) 

其中 hX 表示家戶 h的社經特徵向量， ihY 表示家戶h所選擇的方案 i的屬性向
量， iα 及β為衡量各解釋變數效果的參數。本文所估計的多項式羅吉特模式可

透過基本數學式的代算而得到下列數學式： 

∑
∈

+

+

=

h

jhhj

ihhi

Aj

YX

YX

ih e
eP βα

βα

                                          (4-2) 

在(4-2)選擇者屬性特徵( hX )及方案屬性( ihY )因參數校估方式有異，因此所估

計的參數亦有不同經濟意義。 iα 是選擇任何一個方案作為基準對照方案，估計
的參數是衡量某替選方案相對於參照方案的效用，因此若有 A組替選方案，則
可估計得到(A-1)組參數； β是代表某個解釋變數在各替選方案間的共同效用，

與替選方案的個數無關，因而所估計的參數只有一組。 

（三）巢式羅吉特模式 

    如先前所述，巢式羅吉特模式較常為學者所採用而廣泛地應用在學術研究上

的，包括非標準化巢式羅吉特模式(Non-normalized nested logit model, N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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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Utility maximization nested logit model, UMNL)以及
一般化巢式羅吉特模式(Generalized nested logit model, GNL)等。 

    Koppelman & Wen(1998)的研究使用 1989 年 VIA鐵路資料，以 NNNL及
UMNL模式來估計多倫多－蒙特婁通道的高速鐵路需求，以支持未來關於鐵路

服務改良的決策；研究結果指出，此二種模式的結果會因巢層結構及效用構成因

子的相對重要性而有明顯的不同，而作者則較偏好 UMNL模式(又稱McFadden
模式)，因其以效用理論為基礎、具有直觀地可解釋的彈性關係、可清楚地解釋

不同替選方案的效用函數參數等優點，且相對而言，一般學者較常採用McFadden
的巢式羅吉特模式架構。 

    其實UMNL 及NNNL模式在理論上的主要差異為前者係依據效用理論以及

效用極大化的概念，後者不依據該理論而純以機率關係為主；二者除了在包容值

與條件機率的指定上有一點差異外，其他幾乎完全相同，且二者架構僅有在所有

包容值參數均相等時才會相等。傳統經濟學中的效用理論強調消費者行為取決於

效用極大化的概念，而家戶對於住宅的偏好，則源自於對住宅屬性的需求，而由

於住宅屬性不能切割，家戶為了追求理想的住宅屬性，必須藉由改變其住宅選擇

來替換所需求的屬性；為了展現此種消費者特性，故本研究採用 UMNL模式進
行估計會較為適宜。 

    關於 GNL模式，Wen & Koppelman(2001)的後續研究透過實證分析來檢驗

GNL相較於成對組合羅吉特(PCL)模式、交叉巢層羅吉特(CNL)模式、產品差異

性(PD)模式、排序性一般化極值(OGEV)模式、二階層巢式羅吉特(NL)模式及多
階層巢式羅吉特模式而言，在統計分析上是否具有更佳的功能，結果證實了 GNL
模式相對於 PCL、CNL及 NL模式具有統計上的優越性，並指出在成對替選方
案間交叉彈性關係的重要差異性。 

    許鳳升(2001)研究表示，其實無論是交叉巢式羅吉特模式、成對組合羅吉特

模式、順序一般化極值模式、及兩層巢式羅吉特模式皆為一般化巢式羅吉特模式

的特例，而多層巢式羅吉特模式亦可以一般化巢式羅吉特模式來近似，因此一般

化巢式羅吉特模式比已發展出的其他羅吉特模式更具一般化。 

    雖然在各種架構的巢式羅吉特模式中，GNL可以解決替選方案間具有相關
性的問題，其利用巢層分配係數讓同一替選方案可同時出現在多個巢層中，並利

用包容值參數表示巢層內各方案間的相關程度，相較於其他模式可提供最豐富的

資訊，但若欲於本論文中加以採用，則會面臨一些問題。如 GNL的模式結構相
當複雜，因為模式的參數主要分成三大類，即方案屬性變數參數、巢層的包容值

參數以及替選方案的分配係數，當替選方案數增加時，參數數目會隨著替選方案

數目呈指數成長；此外，校估 GNL時會遇到兩個問題，第一，因模式待校估的

參數非常多，起始點的訂定相當困難，若選擇到不恰當的起始點，將無法求出函

數的全域最佳解，第二，GNL共有 2n-1個巢(n為替選方案數)，各個巢間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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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線性關係，欲校估全部巢的參數會相當困難。 

    在 Stata軟體中，關於巢式羅吉特模式，主要有 NNNL模式及隨機效用極大
化模式(Random utility maximization nested logit model, RUMNL)兩種類型。有許

多國外學者認為，NNNL模式估計的包容值係數常有大於 1的現象，不符合隨機

效用理論，而 RUMNL模式則可以改善此種情況。本研究在嘗試校估數組模型之

後，發現 NNNL模式在限制包容值係數相同(此做法與 Limdep估計效用極大化
模式的方法類似)與隨機估計的兩種情況下，有不同自變數係數估計結果，即自

變數係數以及是否顯著的情形有所不同：限制包容值係數相同時，包容值係數較

易符合介於 0~1的要求，但不一定顯著；而隨機估計包容值係數時，通常只有某

幾個係數符合介於 0~1的要求，但其他幾個不符合，且不一定顯著；此外，若欲

將模式再應用到混合式羅吉特模式，即自變數包括選擇者屬性，則會有常數項無

法界定的問題；再者，亦曾有 IIA假設檢定數據指出應採用巢式羅吉特模型，但

限制包容值係數相同的巢式羅吉特模型對於包容值係數的同質性概似比檢定(LR 
test of homoskedasticity)結果，卻有接受虛無假設的 P值，即顯示資料不適合採用

巢式羅吉特模式，出現與 IIA假設檢定結果不相符合的矛盾性情形。至於 RUMNL
模式，以本研究的資料測試的結果顯示，當隨機估計包容值係數時，都會出現赫

斯(Hessian)測定產生不穩定或不對稱情形的訊息而無法估計；而限制包容值係數

相同時，自變數的巢層配置出現無法界定的問題，且包容值係數皆等於或大於 1，
不符合要求，且無其他詳細統計數據如標準差、t值及顯著水準值等用以判定。
因此本研究將不採用Stata軟體進行模式估計，而以Limdep軟體為之(由於以Stata
軟體進行多項式羅吉特模式估計，在應用混合式羅吉特模式時，常數項亦有無法

界定的問題，故本研究亦以 Limdep軟體估計多項式羅吉特模式)。 

    關於 Limdep軟體，巢式羅吉特模式可估計的類型，主要包括 NNNL、UMNL
及 RUMNL模式，後兩者較前者多了包容值係數標準化的程序：UMNL模式有
限制包容值係數相等的設定，且有必須求取能使該包容值係數介於 0和 1之間的
模式要求，以使模式符合效用極大化的假設要件；RUMNL模式除了限制包容值

係數相等，亦加入隨機效用限制式 RU1、RU2及 RU3，以建立效用函數中的隨

機項(Greene, 2002)，使模式符合隨機效用極大化的假設要件。如先前所述，NNNL
模式將不在討論範圍內，故本研究所測試者為 UMNL及 RUMNL模式；雖然
RUMNL較 UMNL似乎更符合McFadden等學者所討論的隨機效用理論，但因

Limdep的 UMNL及 RUMNL模式與一般McFadden模式稍有不同，且無文獻探

討孰者為佳，故應衡量所估計模型的整體配適度、自變數估計係數是否合理及包

容值係數是否符合要求等條件，判斷採用何種模式較適合本論文的實證分析。 

由於 UMNL及 RUMNL模式皆以效用理論為基礎，僅於隨機效用的指定上

略有不同，因此本文所採用的模式基礎為效用極大化的巢式羅吉特模式架構，如

以下所述；至於兩種模式各自的限制式公式，因較為複雜，故從以下的模式說明

中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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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家戶(h)先選擇住宅區位(r)再選擇類型(t)，即對於方案組合中的區位及類

型為程序性選擇，則效用函數可以數學式表達如下： 

rttrrttrrt VVVU εεε +++++=                                 (4-3) 

其中 rV 為選擇區位所獲得的可衡量效用， tV 為選擇類型所獲得的可衡量效

用， rtV 為選擇某特定區位及類型組合所獲得的可衡量效用， rε 、 tε 、 rtε 為效用
中不可衡量的部分。若 rε 、 tε 、 rtε 均成獨立且一致的 Gumbel分配，則可推導出
巢式羅吉特模式中家戶對於住宅區位及類型的聯合選擇機率 ),( trP 數學式如下： 

( ) ( ) ( )rPrtPtrP ⋅=,                                          (4-4) 

其中 ( )rP 為區位選擇的邊際機率， ( )rtP 為類型選擇的條件機率。假設

上巢層區位選擇相對應的選擇者屬性為 rhX , ，方案屬性為 rhY , ；下巢層類型選擇

相對應的選擇者屬性為 rthX , ，方案屬性為 rthY , ，則兩項機率計算數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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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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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為第 r種住宅區位的包容值(Inclusive value, IV)，其參數為δ，一般而言，
為滿足巢式羅吉特模式的基本假設，所估計的δ 必須介於 0與 1之間，即上巢層
的變異數大於下巢層的變異數，此時所設定的模式架構始為合理(曾喜鵬，
2004)。當δ >1或δ <0時，表示巢式羅吉特模式與隨機效用模式不一致，此時模

式必須重新設定；若δ >1，表示下巢層變異數大於上巢層變異數，可推論可能是

巢層結構反置所致；若δ =1，則巢式羅吉特模式可以簡化成多項羅吉特模式，亦

即家戶在選擇住宅區位及類型時並無程序上的差別，而為同時選擇決策；若

δ =0，表示下巢層的變異遠小於上巢層的變異，表示下巢層內的住宅產品類型間

彼此具有高度相似性。因此當進行巢式羅吉特模式的估計時，δ 的顯著性(是否
顯著異於 0及 1)及大小為模型設定是否合理的重要評估標準(陳彥仲，1997)。 

二、決策架構 

    首先假設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會同時選擇住宅區位及住宅產品類型，亦

即住宅區位及產品類型的決定並無條件性的關係，為第一種決策架構，使用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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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羅吉特模型加以估計；接著假設住宅區位及住宅產品類型為具有程序性(條件
性)的選擇過程，即可能在先選擇住宅區位的條件下選擇住宅產品類型，或者在

先選擇住宅產品類型的條件下選擇住宅區位，在家戶的條件性選擇無法確知的情

況下，形成另外兩種決策架構，使用巢式羅吉特模式進行估計。所以共有三種決

策架構將予以測試：同時性(無條件性)選擇、先選住宅區位類型的程序性(條件性)
選擇、先選住宅產品類型的程序性(條件性)選擇。 

Household(h) 

 

 

AhR1T1        AhR1T2    AhR2T1         AhR2T2      AhR3T1        AhR3T2   

圖 4-3-1：本研究的多項式羅吉特決策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Household (h) 
 
 

AhR1 (AhT1)           AhR2 (AhT2)          AhR3 (AhT3) 
 
 

 AhR1T1              AhR1T2       AhR2T1         AhR2T2     AhR3T1           AhR3T2     
(AhT1R1)           (AhT1R2)     (AhT2R1)       (AhT2R2)   (AhT3R1)        (AhT3R2)    

圖 4-3-2：本研究的兩種巢式羅吉特決策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效用函數設定 

由於多項式羅吉特與巢式羅吉特在模型結構上具有差異性，因此在效用函數

的指定上將有所不同。在本研究設定的三種決策架構中，解釋變數包括選擇者屬

性及方案屬性兩類。關於多項式羅吉特模型，選擇者屬性及方案屬性變數皆置於

模式中估計；在巢式羅吉特方面，上、下巢層皆包含選擇者屬性變數，雖然方案

屬性變數可置於上巢層與下巢層，但因本研究的方案屬性變數較少，應位於上巢

層或下巢層則需予以測試決定。 

依據不同的假設，羅吉特模式又可分為混合式羅吉特模式以及條件式羅吉特

模式。前者允許家戶在面對不同選擇時可以有不同效用，故於面對不同選擇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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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的參數可以是不一樣的；後者假設家戶面對某一組選擇方案時，僅受到該組

方案特性的影響，而不受家戶自身特性的影響，即每一組選擇對於個人效用的影

響均相同，則所有決策都僅取決於個別選擇所具有的特性，而與決策者的特性無

關，此時所估計到的參數只有 1組。 

在本文中的多項式羅吉特及巢式羅吉特皆採混合式而非條件式羅吉特模

型，即效用函數中同時包括選擇者屬性及方案屬性，因為在現實決策環境中，家

戶本身的屬性特徵應對於方案選擇會有所影響，而不應直接假設其各組選擇對於

個人效用均相同，故本研究假設家戶面對某一組選擇方案時，不僅受到該組方案

特性的影響，亦會受家戶自身特性的影響，即每一組選擇對於個人效用的影響均

不相同，因此所有決策都同時取決於個別選擇所具有的特性以及決策者的特性，

故所估計到的參數將有 5組(另有 1組是參照組)。雖然在替選方案數目很多且為

非退化個案7的情況下，參數在估計上會較為困難且難以解釋，但由於六方案皆

有其意義，且為求模型假設更能反映現實環境，因此仍將嘗試此種形式的效用函

數設定。 

四、模式校估方法 

間斷性選擇模式的校估方法，一般係採用充分資訊最大概似校估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及二階段校估法(Two-Stage Estimation 
Method)。前者的校估程序係先對每一樣本的機率密度函數建立概似函數，再求

解概似函數的最大化，以求取具一致性、有效性估計值；後者的校估程序為先設

定效用函數誤差項的分配型態，建立間斷性選擇模式，以最大概似法校估效用函

數中未知的參數向量，接著計算選擇修正項，最後將選擇修正項視為連續性需求

函數的外生性變數，以最小平方法來校估。利用充分資訊最大概似法所校估得到

的參數估計值，具有效性、一致性與漸進常態的特性，然而在實務應用上，此法

較為複雜且處理不易；此外，模式中參數起始值的設定須具一致性，否則求解過

程中未必能達到收斂，這些限制使得最大概似法的應用並不普遍。宋彥青(2002)
研究表示，二階段法所校估得到的參數值僅具一致性，並不具有效性，但因此法

易於處理，且各項校估工具完備，故廣被採用。 

由上述可知，由於充分資訊最大概似校估法在統計上較二階段校估法具有優

越性，雖然處理過程相對較為複雜，本研究仍將採用 FIML校估法進行估計；又

因 SAS軟體估計羅吉特模式，是採用二階段校估法，並非 FIML校估法，因此
本研究並未嘗試以 SAS軟體進行估計，而以能應用 FIML校估法的 Limdep軟體
為之。 

                                                 
7 非退化個案係指所有上巢層擁有至少兩個以上的替選方案。參見 William H. 

Greene(2002),NLOGIT Version 3.0 Reference Guide. pp.N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