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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房地產市場個案案例調查

市場分析應先掌握不動產市場之新推個案產
品特色、價格、數量、品質以及區位條件

國泰建設公司，國泰建設公司於民國七十八年啟開使用電子
建立房地產市場調查之檔案，並進行統計分析，提供公司進
行投資決策之用；並於民國九十一年起與台灣房地產中心合
作編制季報，並於每季定期召開記者會對外公佈。
每月國泰建設公司都特過專職人員到各都會區進行預售屋與
新屋市場調查，所得資料包括三類：量化資料、非量化資
料、基地位置圖

一、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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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量化資料

調查項目  定義  

個案基本資料  個案名稱與工地位址、所在縣市與行政區  

個案關係人  建築設計者、企劃銷售者、投資興建者  

相關時程  進駐日期、個案公開日期、開工與預計完工日期  

工程進度  分為成屋、結構體或預售  

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類別  

用途規劃  分為電梯住宅、無電梯住宅、辦公室、零售、套房或獨棟別墅等等  

基金設置  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管理費收取規定依法設立與否 

增值稅繳交  增值稅繳交時程  

交通狀況  主要聯外幹道分析  

附近環境  商圈、學校、公共設施等分析  

訴求重點  個案推案所強調之優勢  

客源  各戶之主要來源地區  

綜合評估  由調查員依據產品規劃、建材設備、價格比較等進行個案的粽合評估  

基地位置圖  標明基地位置與鄰近街道、街廓、設施等現狀  

 

資料內容  調查項目  定義  

總售價  可售戶數之總銷售金額  

總價範圍  各類坪數與規劃中之最低總價與最高總價  

主力總價  主力坪數之總價範圍  

產品單價  基本區分為一樓店面、一樓住家與二樓以上住家等之單價  

還原單價  與產品單價還原為單一產品售價，例如當一樓住家與車未合併

銷售價格扣除車位價格後之單價，或者一樓含夾層銷售價格扣

除夾層後之單價  

議價空間  為銷售單位的最少議價空間 

銷售戶數與銷售率  以支付訂金（通常為售價之 15％ ） 之戶數與可售戶數之比率  

車位售價  每一車位的單價  

  
 

 

市 
 

 

場 
 

 

條 
 

 

件

 

貸款成數  指向銀行貸款之比率  

規劃戶數  總規劃可以居住或使用之戶數  

可售戶數  將規劃戶數扣除保留戶數或合建分配戶數後之待銷售戶數  

可售坪數  可售戶數之坪數統計  

主力坪數  各類坪數規劃中戶數最高者 

成本坪數  建築規劃之總坪數  

車位形式、數量與坪

數  

分為平面與機械車位兩類，總規劃車位數與單一車位數的坪數  

樓層結構  地上樓層數與地下樓層數  

坪數規劃  各類坪數語所規劃之房廳位數與戶數統計、比例  

公設比  平均公共設施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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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設備形式  分為傳統冷氣窗孔、中央空調、全套分離式冷氣、欲留分離式

管道及傳統式窗孔、僅留分離式管道等五類  

最大路寬  個案所臨街道中之最大路寬 

建蔽／容積率  法定允許之建蔽率與容積率 

 

基
地
環
境

 基地面積  個案基地之面積  

量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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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調查表與位置圖

除了基地的主要基本資料調查之外，還針
對該產品的特色在市場上作初步的分析。

（Ｐ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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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過程

準備階段
調查人員依責任分區進行個
案區位了解並進行次級資料
收集工作

調查階段
人員訪問法

觀察法

確認法

分析階段
由市調人員針對各項調查結
果，撰寫綜合評估，並將各
項調查資料登錄統計

從報章雜誌或相關訊
息蒐集新推個案資訊

現場調查（人員訪查
法與觀察法）

確認銷售率正確性
（訪查競爭個案、電
話查證同行同業，假
裝客戶詢問等）

資料輸入與統計

撰寫市場調查報告

準
備
階
段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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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分
析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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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分析

國泰市調資料特色
豐沛經驗與資料來源
除了一般新推個案調查項目外，尚包含個案銷售
率與其銷售率的定期追蹤調查資料及個案的產品
規劃、建材設備、價格等
資料分析方法
基本統計資料：總體市場分析、個別產品市場分
析、價格變動分析、市場區位分析、成屋市場分
析、辦公室市場分析、影響市場事件因素分析、
市場趨勢分析
市場價量指數分析法（課本P490、491）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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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購屋者需求動向調查案例

整合區域性的住宅需求，發揮豐富充足的
解釋與預測能力

一、案例說明

政大房地產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不動產資訊中心共
同進行「台灣地區需求調查制度建置與發佈」計畫

問卷內容：以九十二年第一季問卷為說明案例
（課本Ｐ４９４、４９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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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

研究限制

調查方法

抽樣方法

購屋貸款者

購屋搜尋者

無效樣本或缺失資料的處理

全數剔除

逐對剔除

二、調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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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方法：ＳＡＳ軟體作初步的次數分配
及作部分次數間的交叉分析

資料分析項目

購屋貸款者：著重於購屋者與所購房屋屬性分析

購屋搜尋者：除了現住房屋全屬分析外，尚包含
搜尋期間的購屋屬性與市場分析看法等

分析結果

三、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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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房地產廠商景氣動向調查案例

一、案例說明

為能及時瞭解房地產景氣狀況，修正「台
灣景氣指標」中的產業景氣調查使其符合
房地產經營生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政大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問
卷方式，廣泛徵詢企業家的營業狀況及未來景氣判斷

問卷內容：以九十二年第一季問卷為說明案例
（課本Ｐ５０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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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過程

抽樣方式

問卷寄出與回收時間

問卷回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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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分析項目

本季市場景氣狀況

本季廠商經營狀況

未來房地產景氣展望

廠商對重大事件影響

分析結果：以「台灣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九十
七年第二季房地產景氣動向為例，包含房地產景
氣動向、房地產廠商景氣調查、房地產景氣未來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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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房地產市場分析個案

一、案例一

基本資料

1.個案區位：台北市大安區

2.個案企劃日期：76年6月

3.投資公司型態：小型公司，資本額少，成立時間約三
至五年

4.其他資料：此個案乃委託建築經理公司負責企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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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市場分析作法及內容探討

環境分析：包含大環境分析、區域環境分
析、市場分析與市場調查分析資料

基地分析：未能對基地附近鄰里環境及交
通狀況做詳盡分析

產品定位：選擇目標市場的憑據為何未交
待

銷售計畫：直接對價格作建議，並未解釋
價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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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例二

基本資料

1.個案區位：台北縣中和市圓通寺地區

2.個案企劃日期：77年3月

3.投資公司型態：大型公司，資本額超過10億，公
司歷史悠久，商譽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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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市場分析作法及內容探討
環境分析：主要描述交通變化，人口戶數及公共設施等
均未探究

替選方案分析：做為產品定位之參考

市場複查與分析：對公寓及大樓兩種市場做複查，歸納
出此案之市場機會與困難點。但在市場佔有率與國外做
法不盡相同；對市場接受性分析之觀念也有待澄清

產品型態及價格擬議：依替選方案做評估

投資損益分析：估算各替選方案之總售價、總成本、稅
前毛利率

產品定位及投資評估：依土地利用效率、環境品質及住
家格調、市場趨勢、毛利分析等四方面來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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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例三

基本資料

1.個案區位：台北市景美區

2.個案企劃日期：79年3月

3.投資公司型態：大型公司，資本額超過10億，成
立時間約20年，年均營業額超過5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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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市場分析作法及內容探討
大環境分析：點出規劃者要更加注意市場需求和目標客戶之所
在

區域環境分析：描述地理位置與生活概況未能說明地區環境對
個案開發可能影響

基地環境分析：基地開發機會點、基地開發抗性、克服建議、
市場分析

產品定位：未能解釋產品定位的依據

產品建議：在景氣低迷情況下又未能對市場胃納做精確推估，
銷售能力值得多加考慮

價位之評估：依據景美及木柵兩區相似型態之個案平均售價來
評估

投資及開發可行性建議：依據個案企劃內容分成：區位、可及
性、產品特性、市場行情、公共設施、生活品質六項提出結論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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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例檢討之結論

個案業者對於市場分析工作，雖具備從大
環境分析以至於投資效益分析或投資綜合
評估等項目，大都是象徵性描述而缺乏實
質的分析工具。

市場供需動態分析偏重於供給層面對於需
求層面大多缺乏。

從市場供給面而言，多就附近競爭個案做
市調，未能就房地產型態、區位、價格等
分類調查市場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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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伸議題

不論從供給或需求角度所建立的分析架構
是否完整？如何增加資料的來源

分析項目是否有統一流程？若無，市場分
析的關鍵要素為何?

資料蒐集的困難處

資料之統合

三個案例分析檢討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