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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購屋方案選擇模型之分析 

第一節  獨立於無關替選方案(IIA)假設之檢定 

使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型的必要條件，為在應變數中任意兩個替選方案間做選

擇時，要假設該替選方案的選擇與其他替選方案無關，即任意兩個方案選擇的相

對機率不會受到其他方案選擇是否存在的影響，亦即「獨立於無關替選方案(IIA)」
(Kmenta, 1986)的假設必須成立，因此在選用多項式羅吉特模型做分析之前必須

對此假設進行檢定。此處使用 Hausman and McFadden(1984)所提出的特殊檢定方
法來測試 IIA假設，並依據其建議於估計時使用較少的替選方案組合及較少的迴
歸自變數。 

    IIA假設的檢定方法有很多種，大致依其檢定原理可分為二類：有設定對立

模型和不須設定對立模型。第一類的有設定對立模型，其待檢驗的虛無假設是多

項式羅吉特模型的IIA特性成立，但是此類檢定方法需設定對立假設模型，使得

計算太過複雜，且檢定力並未表現得特別優良。而第二類是不須設定對立模型，

Hausman和McFadden於1984年提出的HM檢定，由於檢驗效力強，且計算相對較

容易，故為應用最廣的IIA檢定。HM檢定的基本概念是：若完整方案集合IIA 成
立，則刪除一個或多個方案後，方案子集合的IIA 仍應成立，因此由完整方案集

合和子集合中，分別校估其 β值，並檢定二組 β值的差異是否顯著，若二組參數

近似相同，則接受多項式羅吉特模型設定，亦即IIA 成立；反之，若二組參數有

顯著差異時，則認為多項式羅吉特模型為不適當的模型設定(吳忠君，1997)。 

本研究亦進行 HM檢定來予以測試，參數指定方式採條件式羅吉特模型，即

以方案屬性作為解釋變數，且僅使用一個方案屬性變數「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
[HS]」或「成交(希望購屋)單價[UP]」，以一次剔除一個或多個方案的方式建立受

限制模型來檢定。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個別的 24組檢定結果如表 5-1-1及 5-1-2
所示。由於 HM檢定無法執行的模型依據 Greene(2002)的建議視為接受虛無假設
(曾喜鵬，2004)，即 IIA假設成立，因此已購屋者模型測試權狀總面積變數時，

檢定結果有 7組成立，5組不成立，測試成交單價變數時，檢定結果有 6組成立，

6組不成立，共計 13組成立，11組不成立；潛在購屋者模型測試希望購屋總面

積變數時，檢定結果有 5組成立，7組不成立；測試希望購屋單價變數時，檢定

結果有 4組成立，8組不成立；共計 9組成立，15組不成立。由此可知，已購屋

者模型是否符合 IIA假設是較不明確的，而潛在購屋者模型則明顯地是較不符合

IIA假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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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已購屋者 IIA假設檢定(HM檢定)  

方案屬性變數：權狀總面積[HS] 
受剔除方案 A1 A2 A3 A4 A5 A6 

2χ (1) 75.3534 68.5512 6.6785 
P-value 

Could not 
test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009758 

檢定結果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受剔除方案 A1,2 A3,4 A5,6 A1,3,5 A2,4,6 A1,2,3 

2χ (1) 6.1560 5.5928 
P-value 

Could not 
test 0.013097 

Could not 
test 

Could not 
test 0.018035 

Could not 
test 

檢定結果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方案屬性變數：成交單價[UP] 

受剔除方案 A1 A2 A3 A4 A5 A6 
2χ (1) 32.7696 13.9261 7.4025 

P-value 0.000000 0.000190 
Could not 

test 0.006513 
Could not 

test 
Could not 

test 
檢定結果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成立 
受剔除方案 A1,2 A3,4 A5,6 A1,3,5 A2,4,6 A1,2,3 

2χ (1) 618.0006 4342.8129 0.6841 939.8895 
P-value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408180 0.000000 

檢定結果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成立 不成立 
註：1. “Could not test”係指在該檢定條件下， 2χ 為負值，依據 Hausman的標準，當 2χ 為負值時，

表示無法對於虛無假設的正確與否做出任何結論，但 Greene指出，在 2χ 為負值的情況下，
將其視為 0可能是較為正確的結論(曾喜鵬，2004)，亦即 P-value為 1.0000，接受虛無假設，
IIA假設成立。 

2.檢定的虛無假設為 IIA成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5-1-2：潛在購屋者 IIA假設檢定(HM檢定)  

方案屬性變數：希望購屋總面積[HS] 
受剔除方案 A1 A2 A3 A4 A5 A6 

2χ (1) 0.8398 354.8538 448.1391 277.5053 
P-value 0.35945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Could not 
test 

Could not 
test 

檢定結果 成立 不成立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成立 
受剔除方案 A1,2 A3,4 A5,6 A1,3,5 A2,4,6 A1,2,3 

2χ (1) 95.9113 10.8616 14.8065 4.1546 
P-value 0.000000 0.000982 

Could not 
test 0.000119 0.041523 

Could not 
test 

檢定結果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方案屬性變數：希望購屋單價[UP] 

受剔除方案 A1 A2 A3 A4 A5 A6 
2χ (1) 74.1053 7.6732 47.3571 5725.3571 

P-value 0.000000 0.005605 
Could not 

test 0.000000 0.000000 
Could not 

test 
檢定結果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不成立 成立 
受剔除方案 A1,2 A3,4 A5,6 A1,3,5 A2,4,6 A1,2,3 

2χ (1) 314.6218 1631.0231 6.2627 228.2689 
P-value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000000 

Could not 
test 0.012331 0.000000 

檢定結果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成立 不成立 不成立 
註：說明如表 5-1-1註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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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況下，由於不同選擇間的替代性經常是不同的，因此 IIA檢定通常
會被拒絕(袁淑湄，2003)。本文的購屋方案亦可能存有替選關係，因此若不能通

過 IIA檢定，則為了放鬆 IIA的假設，可選擇採用巢氏羅吉特模型。 

此外，關於多項式羅吉特模型是否適用的判斷，由於受限制模型中的替選方

案可有多種不同組合，若各組合中有多數皆顯示 IIA假設成立，則對於多項式羅

吉特模型的採用應具有相當的支持力；若多數顯示 IIA假設不成立，則巢式羅吉

特模型應較為適用。但因本文方案數眾多無法將各種方案組合皆予以測試，可能

導致 IIA假設成立與不成立的比例不夠精準，再者 HM檢定無法執行的模型眾

多，較難以明確判斷，加上此處 IIA假設檢定結果成立與不成立的比例接近，因

此多項式及巢式羅吉特模式於後續均應加以測試，再決定較適合的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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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項式羅吉特與巢式羅吉特模型測試 

由於表 4-2-1所列的解釋變數僅為可能影響方案選擇的因素，並非所有變數

均適合加入模型中分析，即某些變數雖然理論上是可能的影響因素，但應用在本

論文模型中的解釋能力可能不高或對於方案選擇無明顯影響力，或者為了必須避

免同時放置相關性過高的變數，因此每一項解釋變數均須逐一予以測試；尤其在

巢式羅吉特模型結構中，除了一些解釋變數透過卡方檢定可以明確得知與哪一巢

層的選擇有關之外，若是同時與兩個以上的巢層選擇有關，或是影響情形不明

確，則必須進行不同巢層的配置測試來加以確定。加上模型估計時 β 參數的個數

在程式中有其上限，尤其當採用混合式巢式羅吉特模型的參數指定形式時，下巢

層選擇者屬性所估計出的參數會隨著方案數的增加呈倍數增加，上巢層的解釋變

數經轉換後亦會估計出更多參數，因此在替選方案較多的情況下，解釋變數納入

的個數將受到限制，特別是巢式羅吉特模型，故解釋變數的取捨及配置相當重要。 

    本研究分別針對多項式羅吉特模式(ML)、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

(UMNL)及隨機效用極大化模式(RUMNL)三種模式以及三種決策架構進行校

估。經過多次調整解釋變數的模型測試程序，可得 UMNL與 RUMNL模式的最
佳模型的配適度均高於ML模式的最佳模型結果。 

    接著再比較 UMNL與 RUMNL模式，此兩種模式的最佳模型皆支持在先選

擇住宅區位的條件下再選擇住宅產品類型的巢式羅吉特模式 A的決策架構；比
較在模式 A下的 UMNL與 RUMNL模式，發現已購屋者的 UMNL模式的模型
配適度為 0.32492 略大於 RUMNL模式的 0.32487，而潛在購屋者則是 RUMNL
模式的模型配適度為 0.34553 略大於 UMNL模式的 0.34464。由於後續兩類購屋

者的比較分析必須基於相同羅吉特模式，故接著應衡量所估計模型的自變數估計

係數是否合理等條件，來判斷採用何種模式較為適合分析實證資料。 

    已購屋者在模式 A下的 UMNL與 RUMNL模式，前者自變數顯著的類型包

括購屋目的[PUR]、家庭平均月收入[IN]、購屋搜尋月數[SM]、購屋搜尋件數

[SO]、有無優惠利率貸款[GOV]、購屋總面積[HS]、成交單價[UP]、購屋前居住
地區[CLO]及購屋前房屋權屬為租屋[HR1]等 9 類，共有 16個自變數顯著異於 0；
後者自變數顯著的類型包括家庭平均月收入[IN]、對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MP]、
購屋者年齡[AG]、購屋搜尋月數[SM]、購屋總面積[HS]、成交單價[UP]、購屋前
居住地區[CLO]、購屋前房屋權屬為租屋[HR1]及父母子女所有[HR2]等 9 類，共

有 13個自變數顯著異於 0。 

    潛在購屋者在模式 A下的 UMNL與 RUMNL模式，前者自變數顯著的類型

包括購屋目的[PUR]、家庭平均月收入[IN] 、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SP] 、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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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年齡[AG]、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FS]、購屋搜尋件數[SO]、希望購屋總面積
[HS]、希望購屋單價[UP]、目前居住地區[CLO]及目前房屋權屬為租屋[HR1]等
10 類，共有 18個自變數顯著異於 0；後者自變數顯著的類型包括購屋目的[PUR]、
家庭平均月收入[IN] 、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SP]、希望購屋總面積[HS]、希望
購屋單價[UP]、目前居住地區[CLO]、購屋前房屋權屬為租屋[HR1]及父母子女

所有[HR2]等 8 類，共有 18個自變數顯著異於 0。雖然模型內顯著的影響因素類

型及個數並非模式選擇的必要考量，但在兩類模式可供抉擇的條件不足之下，基

於類型及數量愈多較有助於各替選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分析及討論之考量下，將採

用 UMNL模式進行後續分析。 

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在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UMNL)下最佳模型的
三種決策架構的解釋變數及模型結構如表 5-2-1及表 5-2-2所示。在表 5-2-1中，
已購屋者的估計結果顯示三種架構的 2χ 檢定值均為顯著；而以模型配適度而

言，巢式羅吉特 A的 2ρ 值高於巢式羅吉特 B及多項式羅吉特模型。接著比較兩

個巢式模型，巢式羅吉特 A與 B的包容值參數δ 均介在 0和 1之間，前者包容
值參數的 t檢定結果分別在 5%及 10%的顯著水準下顯著異於 0及 1，顯示包容
值通過要求，該模型不會退化成多項式羅吉特；巢式羅吉特 B是 A的反巢層模
型，但其包容值參數的 t檢定結果不符合要求，所以在先選擇住宅區位的條件下

再選擇住宅產品類型的決策架構較為合理。由於巢式羅吉特可說是多項式羅吉特

的改良式模型，又巢式羅吉特 A的模型配適度高於多項式羅吉特模型，因此由

三者的比較結果可知，巢式羅吉特 A模型較適用於已購屋者資料的分析。 

表 5-2-1：已購屋者三種決策結構估計結果 
估計結果 多項式羅吉特 巢式羅吉特 A 巢式羅吉特 B 

上
巢
層
：
區
位

區位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CLO、HR1、HR2 

上
巢
層
：
類
型

方案屬性： 
無 
選擇者屬性： 
PUR、IN、MP、AG、FS、
SM、SO、GOV 

 
 
 
 
 
模型結構
(決策架構) 

方案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PUR、IN、MP、
AG、FS、SM、SO、
GOV、CLO、 
HR1、HR2 

下
巢
層
：
類
型

方案屬性： 
無 
選擇者屬性： 
PUR、IN、MP、AG、FS、
SM、SO、GOV 

下
巢
層
：
區
位

區位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CLO、HR1、HR2 

2ρ  0.14986 0.32492 0.29785 
2χ (自由度) 827.136 (57) ***    2227.381 (54) *** 2041.846 (31) *** 

δ  ----- 0.63412 0.13809 
t = 3.338 *** →顯著異於 0 t = 0.260 →不顯著異於 0 

δ 檢定 
 

----- t = -1.926 * →顯著異於 1 t = -1.626 →不顯著異於 1 
註：1. 2ρ 為模型配適度，

2ρ =1-[ (LL(β )/LL(c) ]；δ 為包容值(IV)參數。 
2.在巢式羅吉特 B的結構中，若再反置上、下巢層的解釋變數，則模型估計的變異數矩陣估

計是「Failed to fit model」，顯示該模型亦不適合。 
3.為使模型估計結果更為穩定，故限制上巢層三個 IV 參數值彼此相等(Greene，2002)，故僅
列出一個參數值。本文其他所列 IV 參數值亦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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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5-2-2中，潛在購屋者的估計結果顯示，巢式羅吉特 B的模型估計是失
敗的，若再反置其上、下巢層的解釋變數來估計，則包容值參數並未介於 0和 1
之間，亦無法採用；多項式羅吉特與巢式羅吉特 A 兩種架構的 2χ 檢定值均為顯
著，而以模型配適度而言，巢式羅吉特 A的 2ρ 值較高，且其包容值參數δ = 

0.65063介在 0和 1之間，t檢定結果皆於 1%的顯著水準下顯著異於 0及 1，顯
示包容值通過要求，該模型不會退化成多項式羅吉特，所以先選擇住宅區位再選

擇住宅產品類型的決策架構較為合理。由三者的比較結果可知，巢式羅吉特 A
模型較適用於潛在購屋者資料的分析。 

表 5-2-2：潛在購屋者三種決策結構估計結果 
估計結果 多項式羅吉特 巢式羅吉特 A 巢式羅吉特 B 

上
巢
層
：
區
位

區位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CLO、HR1、HR2 

上
巢
層
：
類
型

方案屬性： 
無 
選擇者屬性： 
PUR、IN、SP、AG、FS、
SM、SO 

 
 
 
 
 
模型結構
(決策架構) 

方案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PUR、IN、SP、
AG、FS、SM、SO、
CLO、HR1、HR2 
 

下
巢
層
：
類
型

方案屬性： 
無 
選擇者屬性： 
PUR、IN、SP、AG、FS、
SM、SO 

下
巢
層
：
區
位

區位屬性： 
HS、UP 
選擇者屬性： 
CLO、HR1、HR2 

2ρ  0.20518 0.34464 
2χ (自由度) 2831.499 (66) ***   2397.192 (49) *** 

δ  ----- 0.65063 
t = 5.088 *** →顯著異於 0 

δ 檢定 
----- 

t = -2.732 *** →顯著異於 1 

 
 

Failed to fit model 
 

註：1.在巢式羅吉特 B的結構中，若再反置上、下巢層的解釋變數，則
2ρ =0.16991， 2χ (46)= 

1181.812***，δ = 6.38410；等於 0的檢定：t=2.497 **→顯著異於 0，等於 1的檢定：t=2.106 
**→顯著異於 1，但該模型包容值未介於 0和 1之間，未通過要求，且 2ρ 低於 0.2，故不

適宜採用。 
2.其他註解說明同表 5-2-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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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巢式羅吉特模型估計結果之分析 

一、兩類購屋者購屋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因素之分析 

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的巢式羅吉特模型估計結果如表 5-3-1及表 5-3-2所
示。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兩者的購屋選擇程序，均為先自住宅區位巢層的都會

中心、近郊及郊區共三種替選區位中選擇一個購屋替選方案的組合元素，再從該

區位所包含的二個住宅類型(公寓及大廈)中選擇其認為效用最大的購屋選擇方
案的組合元素，如此即完成選擇行為，由此二個組合元素構成其購屋方案。換句

話說，兩者均屬於在已選擇住宅區位的條件下選擇住宅產品類型的程序性(條件
性)選擇決策，亦即對於兩者而言，住宅區位類型間的差異性大於住宅產品類型

間的差異性；上巢層皆有方案屬性(或稱區位屬性)及選擇者屬性變數，下巢層則

僅有選擇者屬性變數。影響購屋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各項因素可分析比較如下： 

（一）選擇住宅區位類型階段之影響因素 

1. 關於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 

於已購屋者以及潛在購屋者模型中，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的估計參數在住

宅區位三種類別選擇的決策過程中，皆具有顯著異於 0且大於-1的負數值；表示

當某區位的住宅權狀(希望購屋)總面積愈大或增加 1單位面積(1坪)時，會降低家

戶選擇該區位住宅的效用，即降低該區位被選擇的機率，尤其被潛在購屋者選擇

的機率降低的幅度相對大於已購屋者。 

段良雄、張淳智(1992)探討個體住宅區位選擇模式，發現對於住宅區位選擇

較有影響的變數為運輸阻力函數、租金或房價、替選住宅區位與工作區位的距

離、教育文化土地比率、居住樓地板面積與三級產業土地比率等，且除了運輸阻

力函數之外，其餘各解釋變數均有邊際效用遞減(或負效用)現象；其中居住樓地

板面積的係數為正，表示居住樓地板面積愈大，該區位被選擇機率愈高。若以居

住樓地板面積與權狀總面積同樣表示居住面積的角度來看，該研究的實證結果與

本研究不相符合。 

至於本文的實證模型產生不同於過去研究的結果，可能是因家戶有不同住宅

總面積的最適規模需求，一旦住宅總面積超過家戶最理想的居住面積時，對家戶

來說僅是浪費資源且使其所得分配不經濟，並顯示已購屋者實際購屋總面積與潛

在購屋者表達的希望購屋總面積可能已達其理想及最適需求總面積。或者如林元

興、陳錦賜(2000)研究顯示，住宅面積愈大，家庭的住宅負擔愈重，當此負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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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到使家戶的購屋效用減少時，進而會降低購屋機率。 

2. 關於成交(希望購屋)單價 

於已購屋者以及潛在購屋者模型中，成交(希望購屋)單價的估計參數在住宅

區位三種類別選擇的決策過程中，皆具有顯著異於 0且大於-1的負數值；表示當

成交(希望購屋)單價愈高或增加 1單位金額(1萬元)時，會降低家戶選擇各住宅區

位的效用，即降低各住宅區位被選擇的機率，尤其被已購屋者選擇的機率降低的

幅度相對大於潛在購屋者。 

段良雄、張淳智(1992)研究發現，顯著影響住宅區位選擇的租金或房價變

數，其係數為負，表示區位的租金或房價愈高，該區位被選擇的可能性愈低。薛

立敏、曾喜鵬、陳雅君(2002)認為，當某區位住宅市場的價格愈高時，會使遷移

者遷入該住宅市場的機率降低；其實證結果則支持該論點。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

示成交(希望購屋)單價與某區位住宅的被選擇機率呈現反向關係，與上述研究結

果相符。 

    上述情形可能是因購屋單價愈高，購屋成本愈高，一旦達到負擔能力的上限

時，勢必因而犧牲購屋總面積，使家戶日後因居住空間不足而感到擁擠、壓迫及

不舒適，造成住宅效用的降低，亦顯示已購屋者的成交單價以及潛在購屋者表達

的希望購屋單價可能皆為其所能接受的最高單價上限。 

3. 關於購屋前(目前)居住區位 

當選擇住宅區位類別時，購屋前(目前)居住區位對於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
目前(未來)住宅區位的選擇均有相當程度的顯著影響，尤其對於潛在購屋者的影

響程度更大。無論是已購屋者或潛在購屋者，相較於都會郊區，當購屋前(目前)
居住區位愈接近都會中心，則都會中心及近郊被選擇的機率會相對更高。 

    由此可知，目前居住區位愈接近都會中心者，可能因為工作通勤的因素，會

選擇鄰近的中心或近郊區位，避免交通成本於未來購屋搬遷後大增。尤其從先前

資料分析結果可知，分別有五成上下的家戶，會選擇(期望)購買與購屋前(目前)
居住區位相同的住宅，可以得到部分支持。 

    Hoang及Wakely(2000)認為，影響都市住宅區位選擇的因素，除了先前多數

研究所強調的社會地位(如權力、財富、知識及文化等)、實質距離(與就業地點的
距離、個別移動性)、居住空間的需求以及對於地區歷史與文化的既定看法等之

外，住宅狀態(housing status)(衡量附加到居住在特定位置的社會有利條件(social 
desirability)，包括財富、文化、宗教信仰及環境品質等)與住所品質(dwelling 
quality)(包括實質的、可量度的特徵如樓地板面積、臥房數、建築物樓層數等)等
實質環境因素亦應考量。然而還有一項重要因素，即對於原本居住環境的慣性及

依賴性，對於後來的購屋區位會產生顯著影響，則是較少探討的現象，值得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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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 關於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 

在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模型中，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為租屋者(HR1) 在
R1中的估計參數為大於-1且顯著異於 0的負數值，表示相較於都會郊區(R3)而
言，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為租屋者(首購)較權屬為自有者(非首購)選擇都會中心

(R1)區位的可能性較低，分別少 36.13%及 45.56%的機率。 

林元興、陳錦賜(2000)研究顯示，與自用住宅相較，住宅權屬為配住與借用

者，其住宅費用負擔較輕；權屬為租押者，在所得不分組的情況下，其負擔較自

用者為輕，若有所得分組，則住宅負擔反而較自有沉重，表示高所得家庭租押住

宅的條件較優；然而該研究亦證實，所得較高者在權屬上多為自有，換言之，權

屬為非自住者，其所得水準通常較自住者為低，住宅負擔能力亦較低。該研究的

論述可支持本文實證結果，即對於一般所得者而言，購屋前(目前)房屋權屬為租
屋者，其原本的購屋負擔較自有者輕，亦即其所需花費在住宅上的支出較少，因

此當其首次購屋時，可能較無法接受住宅支出甚高的都會中心住宅，當然其接受

程度與所得高低有關。 

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可知，已購屋者購屋前房屋權屬為租屋者，選擇都會中

心產品的比例為 11.94%，選擇都會郊區的比例為 17.61%；而權屬為自有者，選
擇都會中心產品的比例為 18.60% ，選擇都會郊區的比例為 13.59%，亦可以看
出租屋者較自有者選擇都會中心的比例較低，而選擇都會郊區的比例較高。雖然

潛在購屋者目前購屋權屬為租屋者及自有者，選擇都會郊區產品的比例相近，但

就選擇都會中心產品的比例而言，租屋者(21.8%)明顯少於自有者(30.04%)。 

（二）選擇住宅產品類型階段之影響因素 

1.關於購屋目的 

於已購屋者模型中，購屋目的(PUR)的估計參數在方案 A2中為 0.5180且顯
著異於 0，表示購屋目的屬性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大廈(A2)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

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購屋目的愈傾向投資(偏向投資一個等
級)時，選擇方案 A2所帶給家戶的效用會增加，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提高；精確

地說，選擇方案 A2的相對機率比值為選擇方案 A6的 1.67859 (e 0.5180)倍，換言
之，會較選擇都會郊區大廈的機率多 67.86%。 

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該估計參數在方案 A2、A4中分別為-0.5141、-0.4926
且皆顯著異於 0，表示購屋目的屬性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及近郊大廈的家戶的影響

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購屋目的愈傾向投資(偏向投
資一個等級)時，選擇此兩方案所帶給家戶的效用會減少，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

降低；精確地說，選擇方案 A2、A4的相對機率比值為選擇方案 A6的 0.5980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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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41)及0.61101 (e -0.4926)倍，換言之，會分別較選擇都會郊區大廈的機率少40.20%
及 38.90%。 

由此可知，購屋目的因素於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決策過程中會對於不同選

擇方案產生影響，除了影響的方向不盡相同外，受影響方案相較於參照方案的被

影響程度亦有所不同。 

已購屋者模型顯示當購屋目的愈傾向投資時，同樣是大廈產品，相較於都會

郊區，位於都會中心者被家戶選擇的機率會相對提高，原因可能與愈接近都會中

心的區位，房價水準相對愈高、房屋價值抗跌性愈強、對於公共設施及行政商業

中心的可及性愈高以及住宅品質及居住環境較佳，有利於直接投資或日後轉手等

情形有關。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亦可知，已購屋者的購屋目的為投資者，選擇都

會中心大廈(19.91%)的比例高於都會郊區大廈(8.66%)。 

然而潛在購屋者模型卻顯示，當購屋目的愈傾向投資時，同樣是大廈產品，

相較於都會郊區，位於都會中心及近郊者被家戶選擇的機率會相對降低，也許與

都會郊區房價增值空間較大，若房市景氣從谷底爬升，且長期而言有持續熱絡跡

象時，則投資於郊區所賺利差將較大的情形有關，亦可能有其他因素使得已購屋

者及潛在購屋者在同一時期的購屋想法不甚相同，例如思慮的周延性等。 

 2. 關於平均家庭月收入 

於已購屋者模型中，平均家庭月收入(IN)的估計參數在方案 A1、A2、A4中
均為小於 1的正數值且顯著異於 0，表示平均家庭月收入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公寓

和大廈以及都會近郊大廈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
戶，亦顯示當平均家庭月收入愈高(增加)時，家戶選擇此三方案的效用會愈高，
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提高。 

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該估計參數於五個方案中均顯著異於 0，在方案 A1、
A2、A3、A4中為小於 1的正數值，在方案 A5中為大於-1的負數值，表示平均

家庭月收入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和近郊的公寓及大廈產品以及都會郊區公寓的家

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平均家庭月收入愈高
時，選擇前四種方案所帶給家戶的效用會增加，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提高，尤其

選擇都會中心產品會使得家戶效用增加的幅度大於選擇都會近郊產品，但選擇都

會郊區公寓所帶給家戶的效用會減少，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降低。 

劉小蘭、劉念華(1995)研究發現，就個人薪資所得而言，所得愈高，由各地
遷入台北都會區的的機率愈高，而可能的原因則與工商業發展、地方政府財政支

出、地方淨所得水準、治安情形與醫療水準有關。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就區

位來看，當平均家庭月收入愈高時，都會中心與近郊住宅的被選擇機率大於都會

郊區的住宅，與上述研究結果相符，且可能與愈接近都會中心則地方社經條件較

為優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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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實證結果亦顯示，平均家庭月收入因素於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決策

過程中有不同方向及程度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相似處為相對於參照方

案，當所得提高時，大廈相較於公寓被選擇的機率會更高；對於潛在購屋者而言，

所得愈高，同樣位於都會郊區的公寓產品會較大廈產品被選擇的機率相對愈低。

由此可知，所得愈高的家戶或當家戶所得增加時，都會中心及近郊住宅產品被選

擇機率會提高，其中大廈產品的被選擇機率又高於公寓產品；顯示較高所得者或

當家戶經濟能力提升時，由於購屋負擔能力較高或提高，為提升住宅所帶來的效

用，會追求具有地理區位較佳、具有較完善的住宅設施或管理等條件的住宅。 

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亦可知，不論是已購屋者或潛在購屋者，所得愈高者，

選擇都會中心住宅的比例愈高，如平均家庭月收入在 12萬以上者，較 11萬以下
者，選擇都會中心住宅的比例更高，其中選擇大廈的比例又高於公寓；就都會郊

區大廈產品而言，皆是所得愈高，選擇該項住宅的比例愈少。 

3. 關於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 

家戶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SP)僅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的方案 A2及 A5中
有顯著異於 0的估計參數，於方案 A2中為小於 1的正數值，在方案 A5中為大
於-1的負數值，表示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大廈以及都會郊區

公寓產品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對短期
房價趨勢的看法愈傾向房價會上漲或上漲幅度愈高時，相較於都會郊區大廈產

品，選擇都會中心大廈所帶給家戶的效用會提高，因此被選擇的機率會增加，而

選擇都會郊區公寓則是相反的情形。 

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亦可知，潛在購屋者認為短期房價趨勢會上漲者，較持

平者，選擇都會中心大廈住宅的比例為高(17.99%、13.08%)；相反地，前者較後
者選擇都會郊區公寓住宅的比例為低(3.10%、3.99%)。 

由上述可知，對短期房價趨勢看法因素僅於潛在購屋者決策過程中有所影

響。潛在購屋者愈看好未來短期房價趨勢，同樣是大廈產品，則愈會選擇位於都

會中心者而非郊區者，原因可能與都會中心房價水準相對較高，或者若做出租投

資使用也因公共設施可及性高、接近行政商業中心、通勤成本較低而有較高的行

情有關；若同樣位於都會郊區，則大廈產品被選擇機率愈會高於公寓產品，原因

可能與大廈產品的住宅公共設施及社區管理較公寓為佳，且大廈的租賃對象又較

公寓來得廣泛而利於日後投資出租等情形有關。 

Turnbull等人(1991)分析住宅價格分險對於住宅消費及區位的影響，其實證

結果發現，若家戶顯示出某種程度上的風險嫌惡，則住宅價格風險的增加會減少

住宅消費；此外，相對於租賃的自有價格的不確定性較大，會減少住宅所有者的

比例；再者，住宅價格風險對於區位選擇的影響更大，因為住宅價格風險會導致

家戶遷移至鄰近 CBD的區位，進一步地減少住宅需求。由該研究可映證，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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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者對於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可視為是其對於住宅價格風險的一種反應或態

度，是其住宅區位選擇的一項具不確定性的隨機替代變數。就所購買的住宅而

言，住宅價格風險可視為是跌價的損失，若其他替選住宅價格相對上漲，則該風

險可視為是漲價的機會成本；因此，當潛在購屋者對於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是房

價上漲時，雖然都會郊區區位的住宅價格漲幅相對較大，但抗跌性較弱，對於投

資客而言，預期未來房價上漲，將促使其選擇都會郊區區位進行投資，由於都會

中心區位的房價水準相對較高，但抗跌性強，對於購屋自住者而言，即使預期短

期房價上漲，但就長期而言，選擇都會中心區位仍是降低其住宅跌價風險的保值

方式，惟都會中心房價相對較高，對於負擔能力較低的家戶而言，可能需要犧牲

某些方面的住宅需求(如住宅面積減少、選擇品質較差的公寓產品等)。本文實證
分析即可能受到樣本自住比例明顯高於投資比例的影響，而呈現此種愈看好未來

短期房價趨勢，愈會選擇位於都會中心區位的結果。 

此外，對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MP)於已購屋者模型中，對於各方案被選擇機
率並無顯著影響。原因可能與已購屋者資料是於購屋後進行調查，對其而言，調

查當時對於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並非其於購屋搜尋時期的看法，因此無法反映該

特性對其購屋選擇的影響有關。 

4. 關於購屋者年齡 

購屋者年齡(AG)的估計參數僅於潛在購屋者模型的方案 A4中有顯著異於 0
的大於-1的負數值，表示購屋者年齡對於選擇都會近郊大廈產品的家戶的影響程

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購屋者年齡愈大(增加)時，相較
於都會郊區大廈產品，都會近郊大廈產品被選擇的機率會相對降低。 

劉小蘭、劉念華(1995)研究發現，就購屋遷移者而言，年齡愈輕，由各地遷

入台北都會區的機率愈高，且與遷入地區社經條件的優劣成正向關係。就本研究

的實證結果而言，年紀愈大者愈不會選擇接近都市中心的區位，同理可知，年紀

愈輕者愈可能選擇接近都會中心的區位，此點則與上述研究的結果相符。 

由此可知，當購屋者年齡愈大或增長時，可能因為家庭成員增加、家計負擔

的考量或其他因素而較不會選擇房價行情較高的都會近郊或中心產品；或者當購

屋者年齡增長，有退休考量時，部份購屋者可能因為都會郊區通常較鄰近都會中

心的區位更可購得較大面積，且無都會中心的紛擾，居住環境又較單純，而因此

選擇離都會中心較遠區位的住宅。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則可發現，51歲以上的
潛在購屋者選擇都會郊區大廈的比例(15.97%)幾乎是 31~50歲的壯年族群選擇該

產品(8.05%)的兩倍，顯示處於不同生命循環週期的購屋者，在購屋決策上具有

相當的差異性。 

 5. 關於(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 

購屋後居住人口(FS)的估計參數於已購屋者模型中並不顯著，而未來購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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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人口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在方案A1中的估計參數為大於-1的負數值且顯著

異於 0，表示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公寓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

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購屋後居住人口愈多(增加)時，相較於
都會郊區大廈產品，都會中心公寓產品被選擇的機率會相對降低。 

據先前資料分析結果，潛在購屋者未來居住人數在 3~6人者較 2人以下者，
選擇都會中心公寓產品的比例少 2.53%，而 7人以上者又較 3~6人者少 7.18%，
可看出居住人數愈多，愈不會選擇都市中心公寓住宅。 

劉小蘭、劉念華(1995)研究發現，就購屋遷移者而言，家庭束縛力愈高，由

各地遷入台北都會區的機率愈低，係數符號為負，其他研究亦多支持；家庭束縛

力可依據婚姻狀況及家庭組成予以界定，其中家庭成員愈多，表示束縛力愈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愈多，接近都會中心區位的住宅的被選

擇機率愈低，則與上述研究結果相符，亦顯示在家庭負擔較重、對於生活成本的

考量較多的情況下，會傾向選擇都會郊區的住宅。 

由此可知，當未來購屋後居住人口增加時，可能是因為結婚而增加成員數

目，或因家庭迎接新生命的到來，會因而希望有良好的住宅設備及管理；此外，

居住人口增加，其非住宅消費可能增加，因此又需要犧牲住宅消費上的支出(Li, M. 
M. , 1977)；再者，居住人口增加，所需居住空間需求亦增加，購屋成本相形之
下也會增加，因此在都會郊區價格行情較都會中心為低的情況下，購屋者較會選

擇都會郊區大廈方案。 

6. 關於購屋搜尋月數 

  購屋搜尋月數(SM)僅於已購屋者模型的方案 A1及 A5中有顯著異於 0的
估計參數，分別是小於 1的正數值及大於-1的負數值，表示購屋搜尋月數對於選

擇都會中心及郊區的公寓產品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
家戶；亦顯示當購屋搜尋月數愈多(增加)時，相較於都會郊區大廈產品，都會中

心公寓產品被選擇的機率會相對增加，而都會郊區公寓產品被選擇機率則會相對

減少。 

由上述可知，當購屋搜尋時間愈長時，已購屋者可能愈會審慎考量住宅設備

及管理品質的需求，因此同樣是都會郊區，較會選擇大廈產品而非公寓產品；而

都會中心因生活環境較佳、設施接近性高，較都會郊區產品更受青睞。購屋搜尋

時間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不顯著，原因可能與潛在購屋者搜尋期間尚未結束有

關。 

就一般的消費搜尋行為而言，消費者通常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及精力去獲知

在地方市場中可得商品的差異性及價格，以界定可以滿足其需求的商品。時間、

所得以及當消費者進行搜尋時的其他限制會影響搜尋成效。搜尋成本、個人偏好

及搜尋效率則會隨不同消費者而有所不同。搜尋行為在經濟上的解釋是，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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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較低商品價格的範圍是依據從搜尋所產生的淨利得(net gain)，因為搜尋行為

是需要花費成本的，且許多研究證實時間就是一種顯著的搜尋成本。若消費者在

工作及搜尋較低價格的時間進行分配，則從搜尋所獲得的報酬必定等於或超過工

資率8，因為花費在搜尋上的每一小時都會減少以每小時工資率所計算的所得。

若兩個家戶在搜尋前有相同的所得，但不同的工資率，則可預期將不會從事相同

的搜尋行動(不會產生相同的搜尋成果)，因為較高的工資率與較低搜尋成果有關

(Zimmermann and Geistfeld, 1984)。由此可知，若假定購屋者皆具有正常水準的

購屋搜尋技能及搜尋效率，則購屋搜尋時間愈長，購屋資訊愈為充分，可幫助其

作出更為適當的購屋決策，選擇最能滿足其購屋需求的住宅；惟實證結果仍可能

因為部分樣本呈現出的搜尋無效率而產生偏誤。 

7. 關於購屋搜尋件數(SO) 

    於已購屋者模型中，購屋搜尋件數的估計參數在方案 A1、A2、A3及 A4均
有顯著異於 0且小於 1的正數值，表示購屋搜尋件數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及近郊的

公寓及大廈產品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
購屋搜尋件數愈多(增加)時，相較於都會郊區大廈產品，都會中心及郊區產品被

選擇的機率會相對增加，且都會近郊產品被選擇機率的相對增加幅度大於都會中

心產品。 

    於潛在購屋者模型中，購屋搜尋件數的估計參數在方案 A1及 A4均有顯著
異於 0且小於 1的正數值，表示購屋搜尋件數對於選擇都會中心公寓及都會近郊

大廈的家戶的影響程度小於選擇都會郊區大廈(A6)的家戶；亦顯示當購屋搜尋件
數愈多(增加)時，相較於都會郊區大廈產品，該兩方案被選擇的機率會相對增加。 

    由上述可知，當購屋搜尋件數愈多時，無論是已購屋者或潛在購屋者，相較

於都會郊區，均會愈傾向選擇都會中心及近郊產品，原因可能與愈接近都會中心

的住宅有公共設施、交通條件、就業環境等區位上的優勢有關。 

    價格離散度(price dispersion)藉由決定搜尋的潛在報酬而影響搜尋效果。當價
格範圍是小的時，因為最高與最低價格間的價差是小的，因此搜尋的潛在儲蓄會

減少，是故，價格離散度愈大，搜尋成本固定，則消費者更可能去搜尋

(Zimmermann and Geistfeld, 1984)。就住宅區位而言，不同區位的住宅產品價格

的離散度相較於其他日常消費財貨是相當大的，因此購屋者會在有限的時間及預

算下比較數件住宅產品的差異性，搜尋技能愈佳者則搜尋行動效益愈高。一般而

言，搜尋件數愈多，可比較的資訊愈充足，愈可能找到滿足需求的住宅；然而若

考量搜尋技能，技能差者可能搜尋時間及件數均多，但難以尋獲作能符合需求條

件的住宅，而搜尋技能佳者，可能僅花費少量時間或搜尋少數件數，即可達到極

                                                 
8 若消費者的時間僅在工作及搜尋上作分配，則工資率反應搜尋活動的機會成本。一旦時間被分

配至兩種以上的活動時，搜尋的機會成本可能不會等於工資率。然而，若不考慮活動的數目，

當家戶達到均衡點時，所有活動的成本及利益將在邊際上達到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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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搜尋成果。因此僅能在假設一般購屋者的購屋技能為中等水準的情況下，始

能獲得較具意義的實證結果，惟應注意因人而異的搜尋技能若無法控制，則可能

對於實證結果產生明顯影響。 

8. 關於優惠利率貸款 

在已購屋者模型中，購屋貸款中含有優惠利率貸款者(GOV)的估計參數在方

案 A5中為大於-1的負數值且顯著異於 0，表示相較於選擇都會郊區的大廈(A6)
而言，購屋貸款中含有優惠利率貸款者較無優惠利率貸款者選擇都會郊區公寓的

可能性較低。由先前資料分析結果可知，有優惠利率貸款者選擇都會郊區公寓的

比例較無優惠利率貸款者為低(2.71%、4.93%)，而兩者選擇都會郊區大廈的比例

均高於都會郊區公寓住宅。 

陳祥銘(2004)研究顯示，所得差異對於使用優惠房貸與否並無顯著影響，而

申請使用優惠房貸者，購買透天厝、屋齡較新、坪數較大產品的機率，較無優惠

房貸者為高；進一步來說，一般優惠房貸提供給購屋者降低住宅負擔的好處，低

所得者可藉此在住宅類型上有調整的空間，中高所得者則可以利用利息負擔的減

輕來換取在購屋面積上的增加。由此可知，有優惠利率貸款者可能因為購屋利息

負擔的減輕，同樣位於都會郊區，相較於公寓產品會選擇住宅設施及管理品質較

佳的大廈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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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已購屋者－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估計結果 
上巢層：住宅區位 

               區位 
變數 

都會中心 
[R1] 

都會近郊 
[R2] 

購屋前居住區位 
[CLO] 

3.8914 *** 
(19.8090) 

1.5111 *** 
(12.0310) 

購屋前房屋權屬： 
租屋[HR1] 

-0.4483 * 
(-1.6740) 

-0.2086 
(-1.1050) 

選 
擇 
者 
屬 
性 購屋前房屋權屬： 

父母子女所有[HR2] 
0.1517 

(0.6110) 
0.0773 

(0.4110) 
權狀總面積 

[HS] 
-0.0680 *** 

(-5.3880) 
區
位 
屬 
性 

成交單價 
[UP] 

-0.1313 *** 
(-6.3300) 

下巢層：住宅產品類型 
             方案 

變數 
都會中心 
公寓[A1] 

都會中心 
大廈[A2] 

都會近郊 
公寓[A3] 

都會近郊 
大廈[A4] 

都會郊區 
公寓[A5] 

方案特 
定常數 

-19.0195***
(-3.1690) 

-20.2045***
(-3.3800) 

-5.3988 *** 
(-2.7650) 

-5.6919 *** 
(-2.9480) 

-0.5557  
(-0.4970) 

購屋目的 
[PUR] 

0.4001  
(1.4070) 

0.5180 * 
(1.9480) 

0.0697  
(0.3830) 

0.0296  
(0.1680) 

-0.1865  
-(0.8460) 

平均家庭月收入 
[IN] 

0.1883 ** 
(2.0780) 

0.2582 *** 
(2.9300) 

0.0447  
(0.8670) 

0.1232 ** 
(2.4480) 

-0.0318  
(-0.6790) 

中期房價趨勢看法 
[MP] 

-0.2303  
(-0.9130) 

-0.1276  
(-0.5600) 

-0.3015  
(-1.6370) 

-0.2255  
(-1.2550) 

-0.0967  
(-0.4760) 

購屋者年齡 
[AG] 

-0.0012  
(-0.0420) 

0.0220  
(0.8640) 

0.0215  
(1.0840) 

0.0150  
(0.7880) 

0.0305  
(1.4820) 

購屋後居住人口 
[FS] 

0.0448  
(0.3300) 

-0.0125  
(-0.1010) 

0.0135  
(0.1370) 

0.0488  
(0.5110) 

0.0051  
(0.0460) 

購屋搜尋月數 
[SM] 

0.1016 * 
(1.6680) 

0.0747  
(1.2580) 

0.0569  
(1.0800) 

0.0773  
(1.5010) 

-0.2192 *** 
(-2.6430) 

購屋搜尋件數 
[SO] 

0.0833 * 
(1.9130) 

0.0938 ** 
(2.2590) 

0.1147 *** 
(2.6020) 

0.1112 ** 
(2.5320) 

0.0192  
(0.4960) 

 
 
 
 
 
 
選 
擇 
者 
屬 
性 

優惠利率貸款：有 
[GOV] 

-0.4121  
(-0.9070) 

-0.0724  
(-0.1730) 

0.1641  
(0.4590) 

0.4548  
(1.3000) 

-0.5906 * 
(-1.7070) 

模型基本統計檢定值 
LL(β ) -2313.945 
LL(c) -3427.636 

2ρ  0.32492 
2χ (54) 2227.381 *** 

δ  0.63412 
H0：δ 等於 0 t = 3.338 ***  →拒絕 H0，參數值顯著異於 0 δ 檢定 
H0：δ 等於 1 t = -1.926 *  →拒絕 H0，參數值顯著異於 1 

註：1.括弧(  )內為 t值。LL(β )為對數概似函數值，LL(c) 為僅含常數項的對數概似函數值，
模型配適度

2ρ =1-[ (LL(β )/LL(c) ]。δ 為包容值(IV)參數。 
    2.若 IV係數 δ介 0和 1之間，表示此模型不能滿足 IIA性質，但仍可滿足隨機效用模型所

要求的性質，亦即巢氏羅吉特較為適合；當 IV係數 δ= 0，表示巢內的選擇會完全替代，IIA
獨立性假設不成立，可使用巢氏 Logit模型；若 δ= 1，則巢氏 Logit模型會退化成多項式
Logit模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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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潛在購屋者－效用極大化巢式羅吉特模式估計結果 
上巢層：住宅區位類型 

               區位 
變數 

都會中心 
[R1] 

都會近郊 
[R2] 

目前居住區位 
[CLO] 

6.6181 *** 
(26.5600) 

3.2963 *** 
(17.8110) 

目前房屋權屬： 
租屋[HR1] 

-0.6081 ** 
(-2.0600) 

-0.2187 
(-0.9240) 

選 
擇 
者 
屬 
性 目前房屋權屬： 

父母子女所有[HR2] 
-0.1712 

(-0.5800) 
-0.0724 

(-0.2990) 
希望購屋總面積 

[HS] 
-0.1160 *** 

(-8.1320) 
區
位 
屬 
性 

希望購屋單價 
[UP] 

-0.0437 *** 
(-3.4430) 

下巢層：住宅產品類型 
             方案 

變數 
都會中心 
公寓[A1] 

都會中心 
大廈[A2] 

都會近郊 
公寓[A3] 

都會近郊 
大廈[A4] 

都會郊區 
公寓[A5] 

方案特 
定常數 

-29.2608***
(-4.9300) 

-29.9298***
(-5.0530) 

-10.1532***
(-4.3220) 

-10.9854*** 
(-4.6700) 

0.1624  
(0.2280) 

購屋目的 
[PUR] 

-0.1719  
(-0.7330) 

-0.5141 ** 
(-2.1960) 

-0.2127  
(-1.0940) 

-0.4926 ** 
(-2.5070) 

0.1610  
(1.1550) 

平均家庭月收入 
[IN] 

0.2199 *** 
(2.7140) 

0.2983 *** 
(3.7210) 

0.1034 * 
(1.7540) 

0.1739 *** 
(2.9590) 

-0.0901 ** 
(-2.0410) 

短期房價趨勢看法 
[SP] 

0.3460  
(1.3970) 

0.4425 * 
(1.8180) 

-0.0453  
(-0.2440) 

0.1474  
(0.7920) 

-0.2593 * 
(-1.6710) 

購屋者年齡 
[AG] 

-0.0279  
(-1.1170) 

-0.0215  
(-0.8790) 

-0.0331  
(-1.6190) 

-0.0336 * 
(-1.6480) 

0.0113  
(0.7550) 

未來居住人口 
[FS] 

-0.2492 * 
(-1.8320) 

-0.1861  
(-1.4090) 

-0.0243  
(-0.2390) 

0.0357  
(0.3540) 

-0.0334  
(-0.4000) 

購屋搜尋月數 
[SM] 

-0.0562  
(-1.0680) 

-0.0476  
(-0.9320) 

-0.0470  
(-1.1540) 

-0.0559  
(-1.3700) 

-0.0153  
(-0.5070) 

 
 
 
 
 
 
選 
擇 
者 
屬 
性 

購屋搜尋件數 
[SO] 

0.0271 * 
(1.6490) 

0.0265  
(1.6330) 

0.0215  
(1.5700) 

0.0259 * 
(1.8960) 

-0.0061  
(-0.5030) 

模型基本統計檢定值 
LL(β ) -2279.209 
LL(c) -3477.805 

2ρ  0.34464   
2χ (49) 2397.192 *** 

δ  0.65063 
H0：δ 等於 0 t = 5.088 ***  →拒絕 H0，參數值顯著異於 0 δ 檢定 
H0：δ 等於 1 t = -2.732 ***  →拒絕 H0，參數值顯著異於 1 

註：說明同表 5-3-1註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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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類購屋者相同購屋特性之比較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顯著影響兩類購屋者購屋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因素不盡相

同。關於不同的影響因素，已購屋者包括購屋搜尋月數[SM]以及是否有優惠利率

貸款[GOV]，潛在購屋者則為對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SP]、購屋者年齡[AG]以及
未來居住人口[FS]；至於相同的影響因素則包括權狀總面積[HS]、成交單價
[UP]、購屋前居住區位[CLO]、房屋權屬為租屋者[HR1]、購屋目的[PUR]、平均
家庭月收入[IN]以及購屋搜尋件數[SO]等購屋特性，雖然這些影響因素是相同
的，但對於兩類購屋者的購屋方案被選擇機率仍有不同方向及不同程度的影響，

如表 5-3-3所示。 

    就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選擇住宅區位時的相同影響因素而言，購屋總面積

(前者為權狀總面積而後者為希望購屋總面積)對於購屋替選方案組合元素中的
區位類別之被選擇機率的邊際影響力，兩者皆為負向影響，且對於潛在購屋者有

「相對」9較大的影響程度。購屋單價(前者為實際成交單價而後者為希望購屋單
價)對於區位類別被選擇機率的邊際影響力，兩者亦同為負向影響，且對於已購

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居住區位(前者為購屋前居住區位而後者為目前居
住區位)對於區位類別被選擇機率的相對影響力(都會中心、近郊相對於郊區)，兩

者皆為正向影響，且對於潛在購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房屋權屬(前者為
購屋前房屋權屬而後者為目前房屋權屬)為租屋者對於區位類別被選擇機率的相

對影響力(都會中心相對於參照方案都會郊區)，兩者均為負向影響，且對於潛在

購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 

    就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選擇住宅產品時的相同影響因素而言，購屋目的對

於購屋替選方案組合元素中的產品類別之被選擇機率的相對影響力，對於兩者都

會中心大廈產品的選擇，已購屋者為正向而潛在購屋者為負向影響，且對於已購

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此外，對於潛在購屋者關於都會近郊大廈產品的相

對被選擇機率則有負向的影響。平均家庭月收入對於產品類別被選擇機率的相對

於參照方案之邊際影響力，兩者在都會中心公寓、大廈以及都會近郊大廈均有正

向影響，且皆對於潛在購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此外，對於潛在購屋者關

於都會近郊及郊區的公寓產品之相對被選擇機率則有正向的影響。購屋搜尋件數

(前者為完整的搜尋件數而後者為到調查為止的不完全搜尋件數)對於產品類別

被選擇機率的相對於參照方案之邊際影響力，兩者在都會中心公寓及都會近郊大

廈皆為正向影響，且對於已購屋者有相對較大的影響程度；此外，對於已購屋者

關於都會中心大廈及都會近郊公寓產品之相對被選擇機率則亦有正向的影響。 
 

                                                 
9 由於已購屋者與潛在購屋者模型中的自變數不盡相同，受到不同自變數對於模型的影響，兩者

相同自變數的邊際影響力僅能進行「相對性」的比較，不具「絕對性」比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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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已購屋者與潛在購屋者相同購屋特性之比較 
已購屋者 潛在購屋者 巢 

 
層 

自變數 
(屬性) 

 
顯著影響方案 對數 

發生比 
相對 
發生比 

對數 
發生比 

相對 
發生比 

購屋總面積[HS] 都會三區位 [R] -0.0680 0.93426 -0.1160 0.89045 
購屋單價[UP] 都會三區位 [R] -0.1313 0.87698 -0.0437 0.95724 

都會中心 [R1] 3.8914 48.97750 6.6181 748.50501 居住區位 
[CLO] 都會近郊 [R2] 1.5111 4.53182 3.2963  27.01249 

上 
 
巢 
 
層 權屬：租屋[HR1] 都會中心 [R1] -0.4483 0.63869 -0.6081  0.54440 

都會中心大廈 [A2] 0.5180 1.67859 -0.5141  0.59802 購屋目的 
[PUR] 都會近郊大廈 [A4] --- --- -0.4926  0.61101 

都會中心公寓 [A1] 0.1883 1.20715 0.2199  1.24590 
都會中心大廈 [A2] 0.2582 1.29464 0.2983  1.34760 
都會近郊公寓 [A3] --- --- 0.1034  1.10899 
都會近郊大廈 [A4] 0.1232 1.13109 0.1739  1.18990 

 
平均家庭 
月收入 

[IN] 
都會郊區公寓 [A5] --- --- -0.0901  0.91382 
都會中心公寓 [A1] 0.0833 1.08687 0.0271  1.02752 
都會中心大廈 [A2] 0.0938 1.09838 --- ---
都會近郊公寓 [A3] 0.1147 1.12151 --- ---

 
 
 
下 
 
巢 
 
層 

購屋 
搜尋件數 

[SO] 
都會近郊大廈 [A4] 0.1112 1.11766 0.0259  1.02621 

註：1.「對數發生比」即模型自變數的估計參數，可分析自變數對於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影響方向。 
    2.「相對發生比」為某方案與參照方案(都會郊區大廈)的相對發生比，令對數發生比為 x，
則該值等於 ex，可分析自變數對於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影響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兩類購屋者購屋方案中各影響因素影響力之比較分析 

在已購屋者與潛在購屋者模型中的連續變數(含程度等級式變數)中，由於多
以不同尺度測量，如購屋者年齡以歲為單位，購屋總面積以坪為單位，成交總價

以萬元為單位等，某自變數一個單位的變化並不等於另一個自變數一個單位的變

化，故若欲比較某應變數與不同連續自變數之間關係的強度，通常可以採用「標

準化係數」來進行分析。根據 Greene表示，雖然 Limdep軟體無法針對巢式羅吉

特模型中的各項係數進行標準化程序，但可以透過計算並分析各自變數的「彈性

效果」，一樣可以達到比較不同尺度連續自變數作用幅度的目的，但 Limdep僅能
提供下巢層連續自變數彈性效果的計算。已購屋者及潛在購屋者下巢層連續自變

數的彈性效果如表 5-3-4所示。 

    為簡化分析之故，此處僅討論「直接彈性效果」而不包括對於其餘購屋方案

的間接效果，且直接彈性效果可以分解成對於直接影響方案的住宅區位類型及住

宅產品類型選擇機率的影響效果；由此亦可發現，下巢層自變數對於上巢層方案

組合元素的選擇亦有影響效果，即某一巢層中的自變數會影響其他巢層方案組合

元素的選擇機率，但仍以對自變數本身所處巢層的影響效果為最大。袁淑湄(2003)
指出，巢式羅吉特模型的函數形式對包容值的假設認為，選擇上巢層的機率受到

下巢層的因子影響，此假設的事實性頗受質疑，為應用巢式羅吉特模型時的缺點。 

在已購屋者模型中，會顯著影響都會中心公寓(A1)被選擇機率的自變數包括

平均家庭月收入、購屋搜尋月數及購屋搜尋件數，衡量單位皆不同，其直接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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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分別為 1.542、0.454及 0.665，表示當選擇都會中心公寓方案的已購屋者的

這三種屬性分別變動 1%時，直接影響該方案被選擇機率的變動百分比分別為

1.542%、0.454%及 0.665%，由此可知影響力程度大小依序為平均家庭月收入、

購屋搜尋件數、購屋搜尋月數，對於機率變動有正向影響關係。同理，顯著影響

屬性 1%的變動造成都會中心大廈(A2)被選擇機率變動程度的大小依序為平均家

庭月收入(78.059%)、購屋目的(34.049%)、購屋搜尋件數(2.809%)；對於都會近

郊大廈(A4)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程度大小則依序為平均家庭月收入(51.679%)、
購屋搜尋件數(1.860%)。由此可知，平均家庭月收入的變動對於已購屋者各方案
選擇機率相對而言有較大影響力。 

    在潛在購屋者模型中，對於都會近郊公寓(A1)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程度大小

則依序為平均家庭月收入(1.636%)、未來居住人口(-0.900%)、購屋搜尋件數

(0.337%)；對於都會中心大廈(A2)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程度大小則依序為短期房

價趨勢看法(130.153%)、平均家庭月收入(21.073%)、購屋目的(-1.233%)；對於都

會近郊大廈(A4)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程度大小則依序為購屋者年齡

(107.797%)、平均家庭月收入(17.453%)、購屋目的(-1.021%)、購屋搜尋件數

(0.273%)；對於都會郊區公寓(A5)方案被選擇機率影響程度大小則依序為短期房

價趨勢看法(137.985%)、平均家庭月收入(22.341%)。由此可知，相對於同一方案
中的其他連續自變數，短期房價趨勢看法對於方案 A2及 A5的被選擇機率有相

當大的影響力，而購屋者年齡則對於方案 A4的被選擇機率有較大的影響力。 

    由此可知，當已購屋者進行購屋替選方案的決策時，平均家庭月收入對於多

數方案而言是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力的重要因素；而影響潛在購屋者各方案選擇

的重要因素，除了平均家庭月收入之外，對於短期房價趨勢的看法及購屋者年齡

亦為相對重要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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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已購屋者與潛在購屋者購屋影響因素之比較 
直接彈性效果分配 購

屋
者 

顯著 
影響 
方案 

自變數 
(屬性) 

直接 
彈性 
總效果

上巢層： 
區位 

下巢層： 
產品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1.542 中 心：  0.040 公 寓：  1.502
購屋搜尋月數[SM] 0.454 中 心：  0.012 公 寓：  0.443

 
都會中心公寓[A1] 

購屋搜尋件數[SO] 0.665 中 心：  0.017 公 寓：  0.648
購屋目的[PUR] 34.049 中 心：  2.220 大 廈： 31.830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78.059 中 心：  5.089 大 廈： 72.970
 

都會中心大廈[A2] 

購屋搜尋件數[SO] 2.809 中 心：  0.183 大 廈：  2.626
都會近郊公寓[A3] 購屋搜尋件數[SO] 2.431 近 郊：  0.132 公 寓：  2.299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51.679 近 郊：  7.517 大 廈： 44.162
都會近郊大廈[A4] 

購屋搜尋件數[SO] 1.860 近 郊：  0.271 公 寓：  1.589

 
 
已 

 
購 

 
屋 

 
者 

都會郊區公寓[A5] 購屋搜尋月數[SM] 0.458 郊 區：  0.008 公 寓：  0.450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1.636 中 心：  0.093 公 寓：  1.543
未來居住人口[FS] -0.900 中 心： -0.051 公 寓： -0.849

 
都會中心公寓[A1] 

購屋搜尋件數[SO] 0.337 中 心：  0.019 公 寓：  0.317
購屋目的[PUR] -1.233 中 心： -0.094 大 廈： -1.138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21.073 中 心：  1.613 大 廈： 19.460
 

都會中心大廈[A2] 
短期房價趨勢看法[SP] 130.153 中 心：  9.963 大 廈：120.190

都會近郊公寓[A3]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18.002 近 郊：  1.682 公 寓： 16.319
購屋目的[PUR] -1.021 近 郊： -0.110 大 廈： -0.911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17.453 近 郊：  1.875 大 廈： 15.578
購屋者年齡[AG] 107.797 近 郊： 11.580 大 廈： 96.217

 
 

都會近郊大廈[A4] 

購屋搜尋件數[SO] 0.273 近 郊：  0.029 大 廈：  0.244
平均家庭月收入[IN] 22.341 郊 區：  0.583 公 寓： 21.757

 

 

潛 

在 

購 

屋 

者 

都會郊區公寓[A5] 
短期房價趨勢看法[SP] 137.985 郊 區：  3.603 公 寓：134.382

註：1.彈性效果係以樣本平均數計算，可分析當某選擇方案中某連續性屬性值變動 1%時，影響
模型中所有方案被選擇機率的各別變動百分比。 

    2.此處僅分析變動屬性的直接彈性效果，即某選擇方案中某連續性屬性值變動 1%時，「直接」
影響該方案被選擇機率的變動百分比；所分析的變動屬性僅限於下巢層自變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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