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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之影響 

張景盛1、陳素月2、藍宜亭3、黃俊英4  

摘要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對住宅的要求已從遮風避雨的基本需求，進而考慮到住宅內部本身

條件與外部環境品質的重點。尤其是自從921大地震與多次的風災後，民眾從以往重視的生活

便利性、居家舒適性與居住品質，進而轉向較少注意到的房屋安全性。而以往的文獻多是探討

房屋住宅的特徵對價格高低之影響，且將人員服務品質作為顧客滿意度的衡量，但實際上以住

宅而言，其滿意度是來自居住的滿意度，即顧客/消費者對於房屋住宅的滿意度，因此本研究欲

探討房屋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之影響。本研究共發出500份問卷，有

效樣本為344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68.8%。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消費者會因住宅特徵之生活

空間及住宅結構與住宅環境之鄰里環境及可及性對居住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故建議業者在

建築與規劃房屋時，應以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重視程度之要點做為房屋建築與規劃時之參考。   

關鍵詞：住宅特徵、住宅環境、生活空間、住宅結構、鄰里環境、可及性 

 

 

 

 

 

 

                                                      
1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2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眼科護理長 

3義守大學管理學院 

4義守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投稿日期：2013 年 02 月 06 日；第一次修正：2013 年 08 月 02 日；第二次修正：2013 年 09 月 10 日；接受日期：2013 年

09 月 26 日。 



張景盛、陳素月、藍宜亭、黃俊英：高雄地區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之影響 

34 

Influence of the Value of Housing Features and Circumstance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Kaohsiung Area  

Ching-Sheng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Su-Yueh Chen 

Head Nurs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Kaohsiung  

Yi-Ting Lan 

Postgraduate Programs in Management, I-Shou University 

Jun-Ying Hu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Management, I-Shou University  

ABSTRACT 

As national income rises, housing requirements have been elevated from a basic shelter from 

rain and wind to an emphasis on both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a house. 

People have especiall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convenience of living, amenity and quality 

of living to the less addressed residence safety since the 921 earthquake and numerous typhoon 

disasters. The majority of past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features on prices to 

measure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quality of service provided by relevant personnel, while 

in re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residence lies in resident satisfaction with hous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value of housing features 

and housing circumstance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500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and 344 valid copies were retrieved, accounting for a valid response rate of 68.8%.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housing features including living space and 

housing structure and housing circumstance including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accessibil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consumers. It is thus suggested 

that housing builders and planners should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major value of 

housing features and housing circumstance of the house when building and planning a house.  

Keywords: Housing features, housing circumstance, living space, housing structur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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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房價高低起伏一直是國人所關心的焦點，國內住宅價格偏高的現象也一直是各界熱烈探討

的話題，從2008年起全球金融風暴的侵襲下，房市一直處在低迷不振的情形，原本房市就不熱

絡的情況下，又重重的投下一顆引爆的炸彈，使得國民開始把目光移回房價上，藉著這一波金

融風暴看能不能買到適合自己價位及理想的房屋。房地產一直是台灣的經濟指標，經濟好房價

就高漲，經濟不好房價就跌到谷底，買房子一直是許多人的夢想，無論是有經濟基礎的中年族

群，亦或是剛步入社會打拼事業的年輕人，都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在努力奮鬥(Huang, 1983)。

既然要花許多時間甚至是一輩子的努力，換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當然在購屋的選擇也會比其

他事更加謹慎，因為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可能只買一間房子，對他們來說這是人生中一件大

事，在房屋選擇極多的情況，重點不在於「量」，重點在於「質」(Zeng, 1991)。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對住宅的要求已從遮風避雨的基本需求，進而考慮到住宅產品本身

內部屬性之住宅特徵的重視(如住宅格局、樓層、通風、建材、結構安全等)，而外部屬性之住

宅環境品質的重視也逐漸成為關心的重點 (如環境之人文地貌、環境之交通便利等)，因而居家

安全、生活便利性及休閒運動之公共設施等要求也日漸受到重視 (Kotler, 2003; Muller, 1991; 

Peterson and Wilson, 1992)。住宅乃人類安身立命之所，為一個封閉並可供遮蔽的空間或場所，

因此建物實體需再配合完善之公共設施，形成一個良好之鄰里環境，才可成為住宅，又住宅之

屬性通常也形成評斷住宅生活品質優劣之參考依據，由於目前研究大都在探討住宅生活品質對

居住滿意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文獻探討後萃取出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來代表住

宅之屬性，希望透過一套可量化之方法探討其可接之受水準，瞭解住宅特徵、住宅環境的重視

程度與居住滿意度之關係，這也是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目前各學者對居住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雖不一致，但卻大都顧及住宅生活品質對居住滿意度

之影響，卻很少就住宅產品本身內、外部屬性對消費者居住滿意度的影響進行探討，為了考量

主客觀的評斷標準，本研究將以問卷方式，就住宅產品本身內、外部屬性之住宅特徵與住宅環

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的影響，針對高雄地區居民進行調查，希望本研究結論能提供台灣

建築業界如何有效利用高雄區域特性及優勢，擬定最有效的住宅產品定位策略。  

二、文獻回顧 

以往的文獻多是探討房屋住宅的特徵對價格高低之影響，且將人員服務品質作為顧客滿意

度的衡量，但實際上顧客的滿意應該是來自於顧客對於房屋住宅的滿意度，因此本研究欲探討

房屋住宅本身的特徵與住宅環境是否將正向直接影響顧客居住滿意度。由於住宅具多屬性特

質，也使得住宅品質的量測並不單純，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認為住宅生活品質為多屬性特質，

因此無法專注並詳細界定住宅產品本身內、外部屬性為住宅之建物本身屬性(住宅特徵)及住宅

之區位條件(住宅環境)兩方面。故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住宅產品本身內、外部屬性之住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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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的影響以彌補文獻上的缺口。 

(一)住宅生活品質  

Ridker and Henning (1967) 開始探討並 建立住 宅乃為 多面向商品 (multi-dimensional 

commodities) 的概念，認為各種住宅屬性之組合及住宅之品質水準才是住宅選擇之重要影響因

素，特別是鄰里屬性(如空氣污染)及住宅內部屬性(如房間數、結構)，顯現住宅是由不同的多種

屬性所組合的商品。依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對於居住環境品質所設定之指標為健康

性、安全性、便利性及寧適性，而內政部營建署 (CPA, 2006) 亦在『台灣地區住宅狀況調查報

告』中指出，理想住宅區所考慮的重要因素為接近學校、菜市場、工作地點、公園、公車站、

親戚朋友家、市中心、市郊等項目。以下將住宅生活品質根據各學者的說法歸納如表1。 

表 1  住宅生活品質之定義彙總表 

住宅生活品質之定義 參考文獻 

低階層次變項之建物特徵考量屋齡、面積、型態、車庫、中央空調等, 高

階層次變項區域特徵考量地區環境品質等。 
Jones (1991) 

於其研究中將住宅特徵劃分為住宅本身的結構特徵(房間數、衛浴數目、

樓層數等)、鄰里特徵(學校品質、商店服務品質、鄰里信譽等)、區位特

徵(至市中心距離、至學校距離等)。 

Arimah (1992) 

認為優質住宅須優先考慮優良的住宅品質且需有遠見，把好的「價值」

例如都市區位、地段、基地條件、建築物配置計劃、完善的公共設施、

外觀造型、學區等，做為未來努力的標的。 

Peng (1999) 

認為講究住宅區位地段、交通生活之便利性、安全性、耐久性、居住品

質佳的產品，市場賣向越好。因此在未來住宅市場發展上，公共安全、

公共衛生與寧靜街區是優質住宅訴求的重點之ㄧ。 

Zeng (1991) 

購屋者考量因素之重視程度是有差異性的，依重視的程度分別由高到低

為「房屋周圍環境」、「住宅型態」、「購屋負擔能力」、「房屋建材及區位」、

「房屋附加設施」、「房屋建築風格」、「賣方特徵」、「政府施政措施」、「家

人意見」、「房屋可及性」、「房屋樓層及方位」、「國內外政經局勢」。 

Huang (1983) 

利用階層線性模型 HLM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來探討住宅建物特徵與

近鄰地區特徵對於住宅價格的影響,住宅建物特徵使用「面積」做為個體

層次(第一層) 的預測變數, 鄰里特徵則使用「到市中心的時間」做為總

體層次(第二層) 的預測變數。 

Brown and Uyar 

(2004) 

建物特徵包含屋齡、面積、結構、型態與用途。 Huang (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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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滿意度 

1. 滿意度 

Howard and Sheth (1969) 首先將滿意應用在消費理論上，並指出滿意是對付出與獲得評價

是合理的一種感受。滿意是指對於一個事務的情緒反應或作用 (Locke, 1976)。Westbrook (1980) 

定義滿意是使用者將獲得產品前與後對產品的期望，做比較的認知評價過程，若產品表現符合

或超過預期，則感到滿意；反之亦如此。Parasuraman﹐Zeithmal and Berry (1988) 認為顧客滿意

度是消費者在現有的態度之下，對某次消費時的情緒反應，而此情緒反應來自於消費者的實際

感受與消費前內心的預期之ㄧ制性。而企業經營唯一不變的原則是滿足消費者需求，從顧客滿

意度中可瞭解探索顧客的聲音，有助於企業競爭優勢並增加企業獲益率 (Kotler, 1991; Muller, 

1991; Peterson and Wilson, 1992)。顧客滿意度的重要性在於重視顧客的感覺以及所得到的資訊

必須被當作提昇及改善服務品質的資訊 (Sambandam and Lord, 1995)。綜言之，滿意度是當消

費者進行購買評估後，必會使用到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並會在使用商品或服務後給予商品評

價，即所謂滿意度的呈現，而顧客滿意度與否是留住現有顧客的關鍵 (Hung, 2003)。 

2. 居住滿意度 

最早由Speare (1974) 提出居住滿意度的概念，他主張：年齡、收入及居住時間等基本變項

並不會直接影響遷移的決定，而是必須透過居住滿意的中介變項才能影響居住的流動。居住滿

意度為在一空間場所中令人感到愉快的、滿足的生活經驗 (Canter, 1977)。環境心理學家Amerigo 

and Aragones (1997) 認為居住滿意度概念可藉由客觀環境屬性經由個體評估變成主觀屬性，並

引發滿意度，且表現出的行為也支持這樣的態度，而藉由消費者行為理論中的購後行為，可以

了解消費者對於事前期望與事後差異的心理滿意狀態，以此作為衡量生活居住品質的方式之

一。居住滿意度它可以界定為居住在某特定地區所衍生的歡愉獲滿足的經驗 (Bonaiuto, Fornara, 

and Bonnes, 2003)。 

(三)住宅特徵的重視程度與居住滿意度   

King(1976)研究提出根據美國康乃狄格州紐哈芬市(New Haven, Connecticut)大都會地區683 

戶獨棟住宅的交易資料，以Lancaster的效用理論為基礎，將影響住宅價格與滿意度的因素歸因

為：住宅結構特徵的重視(如衛浴設備的數量、洗衣間)與建物內部生活空間(樓層高度、隔間大

小)等等。Arimah(1992)與 Le and Park (2011) 研究中也認為住宅本身的住宅特徵的重視應該至

少包含住宅結構特徵的重視與住宅生活空間的重視(房間數、衛浴數目、樓層數等) ，這些都將

影響消費者的居住滿意度之重要因素。Lerman(1977)與 Chan and Xiong (2007) 研究指出消費者

購屋所重視的因素有居家寬敞；衛生、建材；生活空間及交通便利等，都會影響到住宅價格與

住宅滿意度。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提出以下假設，假說一：住宅特徵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

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四)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與居住滿意度 

Follain and Jimenez (1985) 與 Kyle and Dunn (2008) 等人研究中認為影響消費者住宅滿意

度的因素包括：房屋至各地點設施的交通可及性(如至工作地點、子女就讀學校、市場、市中心、

公園、醫院等距離的遠近及方便)，以及鄰近居民的水準、鄰里的安全及治安、空氣品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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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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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及衛生。Stull(1970)與 Kirkpatrick and Tarasuk (2011) 研究提出影響價格與消費者居住滿意

度之因素可以概略性整合成包括住宅產品屬性，可及性屬性、環境特性及公共部門特性，這些

都是屬於生活環境重視中的一部分。Raymond(2002)研究提出住宅產品的可及性、以及鄰里環

境寧適性；到捷運系統的可及性、鄰里環境寧適性都會影響到住宅價格與住宅滿意度尤其愈是

在大都會區影響性愈大。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提出以下兩個假設，假說二：住宅環境的重視

程度對居住滿意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擬定研究假設，進而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如圖1所示)，

設計問卷內容及進行抽樣調查，並說明各個構面之組成與分析資料所用之方法，如以下所述。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之影響。受訪對象為

一般民眾，受到時間與成本的研究限制，因此本研究在2010年三月先以隨機方式抽取高雄市其

中一區並以便利抽樣方法採取攔截式問卷調查。共發出500份問卷，扣掉誤答或填答不完整的

無效問卷156份，有效問卷為34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8.8%。本研究問卷經廣泛參酌相關文

獻後以結構性問卷進行資料蒐集，除受訪者基本資料之問項外，其餘問項皆採用 Likert 五點尺

度量表衡量，由受訪者主觀填答，其中將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予1、2、3、4、5分。而本研究各構面、因素(變數)與變數操作性定義如表2所示。    

(三)信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及 最 大 變 異 數 轉 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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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max) 進行正交轉軸。萃取準則依 Chang and Chang (2009) 與 Hair et al. (1998) 建議，取

出特徵植大於1的因素，再以最大變異數轉軸法旋轉後，選取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0.5，且與

其他因素負荷量之差必須大於0.3，才能組成該因素之因子，Cronbach’s α 值一般介於0到1之

間，但可接受數據之最低標準應設於0.7 (Chang et al., 2006; Hair et al., 1998)，生活空間、住宅

結構、鄰里環境、可及性與居住滿意度之Cronbach’s α 分別為0.92、0.85、0.82、0.87與0.89 (如

表2所示)。  

表 2  研究構面之因素分析 

 構面/ 因素(變數)/ 變數操作性定義/ 參考文獻/ 

問項 

 因素 

 負荷量 

 特徵

值 

 累積解釋 

 變異量(%) 
 Alpha 

 住宅特徵         

 生活空間/ 消費者對住宅之環境空間的重視程度    2.622  67.606%  0.917 

 1. 您會重視住宅內的格局設計  0.851       

 2.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有陽台   0.849       

 3.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有自用停車位  0.864       

 住宅結構/ 消費者對住宅之結構安全的重視程度    3.126  55.538%  0.853 

 1. 您會重視住所結構安全  0.790       

 2. 您會重視住所使用的建材  0.758       

 3. 您會重視住所的耐震程度  0.747       

 4. 您會重視住所漏淹水狀況  0.715       

 住宅環境         

 鄰里環境/ 消費者對住宅環境之人文地貌的重視

程度 
   2.795  53.535%  0.822 

 1. 您會重視住所附近是否有舉辦文藝活動(的場

所)  
 0.703       

 2. 您會重視住所附近是否有學校   0.759       

 3. 您會重視住所鄰居之間的互動  0.792       

 可及性/ 消費者對住宅環境之交通便利的重視程

度 
   3.058  56.518%  0.870 

 1.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靠近工作地點   0.779       

 2.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靠近購物中心(大賣場)  0.761       

 3.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靠近大眾運輸系統    0.765       

 4. 您會重視住所是否靠近休閒運動之公共設施   0.775       

 居住滿意度         

 居住滿意度/ 消費者對住宅環境的整體滿意程度    2.607  63.029%  0.891 

 1. 您很滿意目前居住地方  0.786       

 2. 您會推薦他人購買目前的居住地方  0.738       

 3. 再次購買您仍會購買目前的居住地方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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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建議，進行區別效度檢定，分別將兩兩構面的相

關係數限定為1，將此限定模式與未限定之衡量模式進行卡方差異度檢定，如果限定模式之卡

方值較未限定之衡量模式卡方值為大且達顯著水準，則表示此二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本研究

的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可知限定模式之卡方值均較未限定模式之卡方值為

大，均達顯著差異水準，可知各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 

表 3  區別效度分析結果 

 模式  χ2  d. f.  △ χ2 

 住宅特徵       

 未限定衡量模式  88.43  14  -- 

 生活空間與住宅結構  166.32  15  77.89** 

 住宅環境       

 未限定衡量模式  75.29  19  -- 

 鄰里環境與可及性  182.06  20  106.77** 

註：**表示 p< 0.01 

 

(四)資料分析方法 

而在回收問卷後，首先對問卷進行檢查與整理，將誤答或填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刪除，進

而將有效問卷編號並建檔，最後以SPSS 14.0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及線性結

構關係模式Amos 14.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分析軟體進行分析與處理，包含：   

1.  描述性統計分析。 

2.  結構方程模式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根據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結構方程

模式不僅可藉由判斷各變數之間的關聯性強度，來確認研究模型，還可以檢測因果鏈，而不只顯示

各變數之間的實證關聯，以描繪出實際情形。因此，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來檢測各假說，對於

本研究模型也以下列各項指標來評估整體模式配適度：卡方值比率 (χ2; df < 3), 配適度指標 (GFI 

> .9), 調整後的配適度指標 (AGFI > .8) ,  以及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 (RMSR < .08)等 (Chang  and  

Chang, 2009)。 

四、結果 

本研究分析以SPSS 14.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一)樣本基本資料統計分析 

在性別方面，女性受測者佔較高比率 (60.8%)。在年齡方面，受測者年齡在26歲以上平均

分布 (20.1%~23.8%)。在教育程度方面，則集中在具有大學學歷 (70.9%)。在職業方面，以金

融保險 (20.1%)、服務業 (16.3%) 及政府機關 (14.5%) 居多。在收入方面，以2萬1～3萬元為

居多 (34.6%)。詳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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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N=344) 

 變數名稱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135  39.2 

 女性  209  60.8 

 年齡 

 20 歲以下  8  2.3 

 21-25 歲  32  9.3 

 26-30 歲  82  23.8 

 31-35 歲  81  23.5 

 36-40 歲  69  20.1 

 40 歲以上  72  20.9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  0.3 

 高中職  68  19.8 

 大專院校  244  70.9 

 研究所以上  31  9.0 

 職業 

 金融/保險  69  20.1 

 財會稅務  11  3.2 

 業務銷售  17  4.9 

 政府機關  50  14.5 

 行銷廣告  3  0.9 

 服務業  56  16.3 

 遊旅休閒  1  0.3 

 軍警  16  4.7 

 美容、美髮  3  0.9 

 教育/研究  5  1.5 

 製造/供應商  19  5.5 

 資訊  14  4.1 

 電子產業  23  6.7 

 運輸物流  3  0.9 

 餐飲業  30  8.8 

 娛樂/出版  10  2.9 

 學生/打工族  3  0.9 

 家管  1  0.3 

 待業中  10  2.9 

 收入 

 2 萬以下  25  7.3 

 2 萬 1~3 萬  119  34.6 

 3 萬 1~4 萬  98  28.5 

 4 萬 1~5 萬  50  14.5 

 5 萬 1~6 萬  32  9.3 

 6 萬以上  2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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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驗證之分析 

如表5所示，由「住宅特徵」與「居住滿意度」之間相關性的參數估計值，顯示住宅特徵

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的路徑係數為 .60＞0 (t＝18.93)，達顯著水準(p＜.01)，為正向關係，

表示住宅特徵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所以假設一成立。由「住宅環

境」與「居住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參數估計值，顯示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的路

徑係數為 .42＞0(t＝7.12)，達到顯著水準(p＜.01)，為正向關係，表示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

住滿意度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所以假設二成立。  

表 5  結構方程模式結果 

 路徑  路徑名稱  路徑係數  t 值 

 住宅特徵 (ξ1)→ 居住滿意度 (η1) (H1)  γ11  0.60  18.93** 

 住宅環境 (ξ2)→ 居住滿意度 (η1) (H2)  γ12   0.42  7.12** 

 住宅特徵 (ξ1)→ 生活空間 (x1)  λ1  0.52  12.08** 

 住宅特徵 (ξ1)→ 住宅結構 (x2)  λ2  0.55  15.42** 

 住宅環境 (ξ2) → 鄰里環境 (x3)  λ3  0.46  9.76** 

 住宅環境 (ξ2) → 可及性 (x4)  λ4  0.53  13.91** 

Note. ** p < .01, χ2 / d.f.= 2.30, GFI = .93, AGFI = .87, NFI = .92, RMSR = .035.    

五、研究意涵與研究限制 

(一)理論意涵 

依據本研究結果發現，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有部分顯著的正向影

響，此與過去相關研究之主張部分相符，如：Huang (1983) 與 Bonaiuto, Fornara, and Bonnes 

(2003)。而生活空間、住宅結構、鄰里環境與可及性是影響高雄居民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其中住宅特徵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意度的影響程度又大於住宅環境的重視程度對居住滿

意度的影響，住宅特徵的重視中以住宅結構的影響程度大於生活空間的影響；住宅環境的重視

中以可及性的影響程度大於鄰里環境的影響，顯示出高雄居民居住上仍以住宅之結構安全為首

要考量與感到最滿意的因素，因此建商信譽也相對格外顯得重要。 

雖然優質的區域環境直接影響住宅環境的重視及居住滿意度，營造成為充分具備人文、藝

術、美學、理性、感性的兼具休閒運動等多項功能的優質住宅區的區域特性，並以區域未來願

景發展成為高級住宅社區時，是建商的第一優先考慮發展策略，但出忽意料之外的是本研究結

果顯示出消費者對住宅環境重視之人文地貌(即鄰里環境因素)是最弱與影響居住滿意度程度最

低的因素，其背後因素值得建商探討與重視。 

(二)實務意涵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對住宅的要求已從遮風避雨的基本需求，進而考慮到住宅內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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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與外部環境品質的重點。尤其是自從921大地震與多次的風災後，民眾從以往重視的生活

便利性、居家舒適性與居住品質，進而轉向較少注意到的房屋安全性。而經由本研究實證得知，

住宅特徵重視之生活空間與住宅結構以及住宅環境重視之鄰里環境與可及性會影響高雄居民

對居住的滿意度，故根據本研究發現建議業者在建築與規劃房屋時，應以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

重視之要點做為房屋建築與規劃時之參考，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與結果提出以下建議，希

望本研究結論能提供台灣建築業界如何有效利用高雄區域特性及優勢，擬定最有效的住宅產品

定位策略。  

1. 建商在建案規劃推行時，應先落實基地附近生活環境評估亦即慎選區位，以及著重於優質住宅之結

構安全及健全住宅環境之生活交通便利，尤其對一般民眾而言房屋住所是屬於高涉入性之產品，因

此信譽良好的建商(專家)將具有絕對的優勢。 

2. 雖然2012年經濟不景氣造成全台房地產交易量大幅減少，但高雄似乎是受到影響較小的區域，不管

是房、地價或銷售量，都維持穩定上揚，甚至不少頂級豪宅案都有不錯的銷售量，高雄房市能穩定

成長的主因，主要跟高雄市政府近期興建不少超大型公共建設有關係，大型公共建設的興建，帶動

週邊房市的熱絡，也讓高雄民眾在全國不景氣 的氛圍下，卻還能保有購屋的信心，甚至是看好部

分區段的增值性。像是位於美術館特區、愛河沿岸、高雄港灣沿岸、文化中心等特殊區段的建案，

而這也與本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3. 在住宅產品規劃方面，應重視住宅產品規劃設計之基本結構安全屬性及生活交通便利功能屬性，以

訂立正確之建案規劃設計方向，迎合消費者需求，有效提供消費者住的選擇進而提高消費者居住滿

意度。 

4. 建商對品牌形象之經營，應著重於「產品品質保證」，因建商對產品保證及住宅之結構安全之重視，

會透過消費者口碑行銷，成為消費者購屋對「建商信譽」之參考指標。 

5. 建商在行銷上應該同時針對住宅特徵與住宅環境所重視上之優勢介紹，不應只一味介紹個案產品品

質及功能設施等內在功能硬體設備，而忽視消費者所重視住宅結構安全及生活交通便利之認知與行

銷。 

(三)研究限制 

1. 本研究過程嚴謹，因此研究問卷有一定之信效度，但本研究抽樣受到時間與成本的研究限制，因以

隨機方式抽取高雄市其中一區並以便利抽樣方法採取攔截式問卷調查，以至於本研究對整個台灣母

體之推論可能受限，甚至可能與全國或高雄民眾之概況有所差異(例如，女：男之性別為3：2)，建

議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本的抽樣範圍與數量使整個研究與推論更加盡善盡美。  

2. 影響居住滿意度之因素包含許多，本研究僅以住宅特徵重視之生活空間、住宅結構與住宅環境重視

之鄰里環境與可及性為研究變數，來探討對居住滿意度之影響，建議未來研究者之方向可增加其研

究構面與變數加以探討將可使研究更盡完美。   

3. 採用問卷填答容易偏於主觀，且只能了解填答者對問項的態度，而無法探究、了解填答者內在的真

正意涵，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針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同時採用量化及質性的研究方法，

以獲得更詳盡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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