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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房地產關鍵屬性、特徵價格模型、複迴歸分析、D.W檢定、平均絕

對百分誤差(MAPE) 

關鍵字(英) The Key Factors of Real Estate、Hedonic Price Model、Multiple Regressi

on Analysis、D.W Test、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MAPE) 

摘要(中) 摘 要 論文題目：房地產關鍵屬性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校(院)系

所組別：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

生：蔡純慧 指導教授：韓千山 論文頁數：48 關鍵詞：房地產關鍵

屬性、特徵價格模型、複迴歸分析、D.W檢定、平均絕對百分誤差

(MAPE) 論文摘要： 本文利用特徵價格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將大台

中地區電梯大樓實際買賣成交資料共1,360筆，瞭解影響房價的關

鍵內在屬性與外在屬性。接下來，針對200位不同台中市區域居住

民眾於電梯大樓的居住者進行問卷調查進行外在屬性主構面分

析，進行交叉比對分析。 特徵價格模型共有四項模型，其中透過

判定係數、D.W值及MAPE整體判斷最佳預測模型為半對數模型。

半對數模型中，內在顯著影響因子同樣為：建物面積(BA)、屋齡

(Age)、房衛廳數(Room)、實際可使用率(UR)、車位(Park)；外在影

響因子是：距美術館之距離(MD)、距七期重劃區之距離(RD)、距

逢甲商圈之距離(FD)，而距離最近交流道之距離則是沒有顯著影

響。此模型的判定係數提升為82.09%，D.W值則是接近2的2.0276，

顯示該模型不僅解釋能力優異，且並不具自我相關的問題，為所



有模型中最能預測房價之模型。其他模型的部分，則會產生自我

相關等問題，使得估計上會產生偏誤的情況。 最後，針對200位不

同台中市區域居住民眾於電梯大樓的居住者進行問卷調查，主要

調查房地產關鍵屬性「區域」購屋意願偏愛導向為何，分別題出

離逢甲商圈之距離、離最近交流道之距離、離美術館之距離、離

最近學區之距離、離七期重劃區之距離或其它影響購屋意願的要

素，以上範圍含蓋了蛋黃區 蛋白區、蛋殼區，取得購屋者對於區

域性之意願導向後可得到外在因子的排序及其對應之權重， 排序

如下： 1. 距逢甲商圈之距離，權重21.76%。 2. 距最近交流道之距

離，權重19.44%。 3. 距美術館之距離，權重18.84%。 4. 距最近學

區之距離，權重17.75%。 5. 距七期重劃區之距離，權重13.82%。 

6. 其他影響要素，權重8.39%。 

摘要(英)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GThe Research of Key Factors of Real Estate �

w An Example for Taichung City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ster��s Program in Finance), Fu Jen University Student�G

Tsai, Chun-Hui Advisor�GHan, Qian-Shan Total Pages�G48 Key words

�GThe Key Factors of Real Estate�BHedonic Price Model�B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BD.W Test�B Mean Absolute Percent Error (MAP

E) Abstract�G The research used hedonic price theory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We used 1360 data of buildings with elevators to realize inside an

d outside key factors. Next, We analyzed 200 questionnaire to make main a

spects analysis to find out outside factors to be corresponding to the result o

f multiple regression. In the hedonic price model, we could found that key i

nside factors of the optimal predicted model : buildings area(BA)�Bage(A

ge)�Brooms(room)�Breal using rate(UR) and parking space(Park). The o

utside key factors were: the distance of Museum, the distance of 7th period 

reconstruction, the distance of feng-chia shopping distrct. But the distance o

f the nearest interchange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The r-squared of regress

ion model was 82.09% and the D.W value was about 2. So, this model had 

no self relationship and outstanding explanation. Last, the weight of the que

stionnaire analysis were as the following: 1. The distance of Feng-Chia sho

pping district, 21.76%. 2. The distance of the nearest interchange , 19.44%. 

3. The distance of Museum, 18.44%. 4. The distance of the nearest school, 

17.75%. 5. The distance of 7th reconstruction, 13.82%. 6. Other factors, 8.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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