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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財產稅素來為政府重要財政收入，有關財產稅稅基計算為政府與民眾關心

之重要議題。國際上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依收益來源之不同，可分為由「租

金收入」所得之年租金價值，或由「交易」所得之市場價值。我國財產稅稅基

為土地申報地價與房屋評定現值，屬於以成本法評估之市場價值。 

本研究經由稅基理論之文獻回顧，並針對臺北市觀光旅館與辦公大樓進行

模擬分析與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國際上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為市場價值

或租金價值，應用於臺灣其實屬於「成本價值」與「收益價值」之爭。本研究

認為，基於商業不動產經營獲利特性、交易型態與行政便利，並且符合量能課

稅原則，商業不動產宜採用收益面之租金價值作為財產稅稅基；然而，現行制

度僅反映不動產成本面，未反映不動產收益面。另外，若以租金價值作為稅

基，需扣除無形資產之價值。 

最後，若財產稅稅制轉變為以租金價值作為稅基，就旅館而言，於政策上

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觀光旅館，並對經營初期業者有利，對於旅館產業發

展有助益。就辦公大樓而言，於政策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可

以促進開發者整合較大面積土地進行開發。 

 

關鍵詞：商業不動產、財產稅、房屋稅、成本價值、租金價值 

  



 

 

 

  



 

 

 

Abstract 

Property tax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x revenues of the government. People care 

about how to calculate property tax base. There are two values-based approaches that 

depends on different revenue sources one is “Annual Rental Value” which is based on 

rents, the other is “Market Value” which is based on sales. The Taiwanese property tax 

is based on market value and on cost approach. 

The study explores the tax base theories and use differential tax incidence and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 property tax bases of hotels and office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assess the property tax bases: Market Value Basis 

and Annual Rental Value Basis. However, it turns out to be the difference of Cost Value 

and Income Value in Taiwan. Due to the revenue-generating feature and transaction 

style of commercial properties,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 and the ability-to-pay 

principl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use annual rental value as the property tax 

base of commercial properties. Nevertheless, the Taiwanese property tax base only 

reflects the cost of properties, not the revenue-generating capacities of proper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nt value includes the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famous brand names, 

the additional value which is not from the propert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tax 

base. 

Nevertheless, if the rental value is substituted for the cost value as a tax base, there 

will be some possible situ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ers. For hotels, it will 

encourage firms to construct big scale hotels, and i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initial 

operation of hotels. For offices, it will encourage firms to construct big scale offices 

and i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ers to create more land area as well.  

 

Keywords: commercial property, property tax, house tax, cost value, rent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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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內容共分為二節，依序分別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

流程。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以房屋稅時事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切入，論述商業不動產特性並思考財產稅評估方式，本研究目的有

二：第一，探討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決定之理論基礎，檢討現行制

度，並建議適當稅基評估方式；第二，模擬以年租金作為稅基之商業

不動產財產稅負擔分配結果，分析並提供政府稅制改進之參考。第二

節研究架構與流程，說明本研究整體架構，並介紹各章節研究內容，

以及本研究之設計流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提高房屋標準單價，漲幅約為

原來標準單價的 1.6 倍 1 ，標準單價為房屋稅稅基一部分，故使得房

屋稅負擔加重，其中尤以商用不動產如臺北萬豪酒店，在新制實施後

頻繁佔據新聞版面，指稱房屋稅賦過於沉重、難以營利。依據工商時

報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報導，臺北萬豪酒店於民國 103 年 12 月完工

取得使用執照，適用新制的結果房屋稅甚至高過台北一零一，加上公

告地價逐年上漲亦使地價稅上升，因而使一年的不動產持有稅比舊制

試算高了一倍，臺北萬豪酒店董事長表示稅賦將使飯店無論多努力經

營，亦無法弭平其稅支 2，因而對於新制之房屋稅，向行政法院提起撤

銷之訴。  

  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643 號判決，臺北萬豪酒

店質疑房屋現值之評定合理性，並主張新制修訂後將造成雙重評價：

「臺北市政府 103 年 2 月 11 日公告欠缺母法授權下另訂定兩套不同

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及地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按與房屋建造無關

之『用途』別，區分 4 類編定不同之標準單價，以致同一課徵年度之

房屋卻適用不同之標準單價表核定房屋評定現值，造成差別課徵房屋

稅及稅負差距數倍不公之現象，顯然逾越法律授權範圍，違反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且違反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原告用以

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業之房屋，於計算房屋現值時本已隨系爭評定作業

要點第 10 點規定之加價事由而調整，以反映建材與人工價格等工程

                                                       
1 資料來源：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http://www.tpctax.gov.taipei/ct.asp?xItem=12214462&CtNode=69442&mp=103011 
2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報導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08000066-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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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價於房屋價值之增加，渠料臺北市政府又以反映房屋實際價值為由

整體調高房屋標準單價，導致適用新標準單價者受有雙重評價…」。  

  臺北萬豪酒店並認為此種暴增之房屋稅侵害企業之經營，違反信

賴保護原則：「…其起算標準顯然忽略企業經營者，特別是旅館業、

觀光業或百貨公司投資者，必須在投入數百億資金前，即以依據當時

之商業環境與成本（含未來賦稅）據以評估研擬投資計畫，進而為投

資行為，顯然無從預見房屋稅將因一紙行政命令自公布到施行短短不

到半年間，房屋稅而平白增加 2 至 3 倍，實際繳納金額多出數千萬等

有所因應，自已侵害原告等對於就原房屋稅之正當信賴，而未予合理

之補償或過渡期間，依前開司法院釋字 525 號解釋意旨，自屬違憲而

無效。」  

  然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臺北萬豪酒店）起訴之主張

不足採，其理由首先指明房屋稅意旨為量能課稅：「臺北市不動產評

價委員會則鑑於房屋構造標準單價乃反映房屋之建材與人工價格等實

際工程造價，103 年 7 月以前採行之標準單價係 70 年所評定，其價格

已遠低於現行房屋造價，不符量能課稅的精神…惟按房屋稅為 1 年徵

收 1 次之週期稅，每一稅捐週期屆至（每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稅捐債務即告成立，修正後評定作業要點規定自 103 年 7 月 1

日（即 104 年房屋稅課徵期間之起日）實施，被告據以核定房屋稅，

要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問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並對房屋稅稅基作出解釋，認為稅基必須反映

現值：「課稅客體稅額即稅基之計算，應以課稅時點之市場實際價值

為準，始符合量能課稅原則。房屋稅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是依

房屋現值乘上稅率課徵。亦即房屋稅之稅基係以房屋之『現值』計

算，非以『過往價值』計徵，愈能呈現房屋之真正現值者，課稅之稅

基即愈正確，愈符合量能課稅以及實質課稅原則。且房屋價值常伴隨

諸多社會政治、經濟及開發等環境因素之變遷而改變，理論上房屋現

值應逐年透過鑑價或相關調查程序確認，以符合真實之『現值』。惟

主管稽徵機關因為成本考量或其他因素現實上無法逐年調查調整，為

期平衡真實與現實之差距，乃以法律明定每 3 年應重行評定 1 次房屋

標準價格，以為稽徵機關核計房屋現值之依據，由於評定係以 3 年為

期，是以，期初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自難以正確反映嗣後各年度之房

屋真正價值，惟其評定結果尚不致與各年度現值差距過大。  

  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在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評定房屋

標準價格之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數、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法定

價格因素之範圍內，考量臺北市之實際情形，於法定事項及合理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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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依相關價格因素分別評定其房屋標準價格（例如第 5 點有關房

屋使用情形：國際觀光旅館、百貨公司、大型商場、影劇院、遊藝場

所等；第 8 點有關房屋樓層高度；第 10 點有關房屋具有之設備：中

央系統型冷氣機、電扶梯、金屬或玻璃帷幕外牆、游泳池等），增減

其房屋標準單價，以符『量能課稅』及『稽徵經濟』之規範意旨。其

評定作業要點並經臺北市政府於 100 年 1 月 24 日公告實施，此種對

於房屋現值之核定以更為精細之標準作為計算之依據，核其內容乃係

為確實反映當期房屋價值，並達到『核實課稅』之目的所為之技術

性、細節性補充規範，此種房屋現值之變更係更精確反映房屋現值之

結果…」  

  有關於房屋評價，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98 號判

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99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判決均提及估價方法為介於收益價值與交易

價值之間：「在大量的房屋稅事件，有關房屋評價，可採通案式類型

觀察方法為之。而依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可知，有關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應斟酌「房屋建築價格」（相當於原始取得成本及其折

舊）、「房屋之外部使用價值」（當地商業交通情形）以及「房屋公

平市價」3 項因素，以反映量能課稅原則。是介於收益價值與交易價

值之間的評定方式。」  

  此三則判決並以「高級住宅」與「非高級住宅」為例，說明此二

種房屋由於建造成本、使用收益價值及交易價格皆不同，因此應有不

同的稅基計算方式：「…其中房屋構造標準單價係房屋評定現值的主

要因素之一，反映房屋之建材與人工價格等實際工程造價，然歷年來

建築材料及人工價格等因物價上漲而提高，使得房屋建築成本大幅增

加，惟 103 年 7 月以前採行之標準單價係 70 年評定並沿用 30 餘年，

其價格已遠低於現今房屋造價，以致評定之房屋現值明顯偏低，造成

持有不動產之稅捐負擔失衡；且上述計算公式僅考量房屋取得造價成

本及關於生活機能（坐落區位之路段）之部分使用收益價值，並未完

全反映其房屋之全部收益價值及房屋交易價值，以高級住宅為例，雖

其建造成本較高，且交易價格甚鉅，但原有評定作業要點並無特別之

加價規定，實質上等於擬制二者房屋之建造成本、使用收益價值及交

易價格完全相同，此一評價基準明顯違反一般社會經驗法則。」  

  此議題引起廣泛討論，論者或著重於「財產稅」是否沉重，而本

研究則專注於財產稅稅基如何建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

第 29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99 號判決、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判決均提及房屋稅稅基之決定涵

蓋了建造成本、使用收益價值與交易價值，且評價基準必須符合量能



第一章 緒論 

1-4 
 

課稅原則。另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643 號判決所指

出「…愈能呈現房屋之真正現值者，課稅之稅基即愈正確，愈符合量

能課稅以及實質課稅原則…」──究竟孰為「真正」、「正確」之房

屋現值？何種稅基計算方式方能建構出「真正」、「正確」之房屋現

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例之不動產為商業不動產，而非傳統所討論

之住宅不動產，本研究因而思考「財產稅」與「商業不動產」兩者關

聯，亦即並非只討論「稅賦」，而是以「課稅標的」視角切入持有稅

之目的與評估方式──若持有稅稅賦過高導致商業不動產難以營利，

則與持有稅之課稅目的是否相符？又，商業不動產具有經營獲利等特

殊性，則其稅基評估是否有不同思考面向？  

  長久以來，財產稅為政府收入重要來源，其課徵標的主要可以分

為住宅不動產與商業（非住宅）不動產，此兩種不動產於財產稅課徵

有兩種主要差別：「商業不動產投資性」、「收益來源」，而以往有

關財產稅之研究側重於住宅不動產，商業不動產卻鮮少被提及。本文

以商業不動產角度觀之，基於此兩種主要差別，前者引起我們思考商

業不動產作為財產稅課徵標的之意義與理由，後者更使我們探討商業

不動產稅基評估改變可能性。  

  首先，財產稅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用以支付地方公共

建設等費用來源。Tiebout（1956）對於人民居所之選擇，提出「以腳

投票」概念，人民可以依據各地方政府提供之公共服務與稅賦組合，

選擇適合的居住地，故地方政府公共設施服務對象為當地居民，因此

財產稅課徵對象依其受益者而言，課徵標的應為住宅不動產。基於

此，商業不動產之財產稅課徵，似與稅收運用結果無直接相關；更進

一步思考商業不動產之定位，其具有投資性，其具有「產品市場之商

品」、「生產要素市場之生產要素」雙重身分，則商業不動產作為財

產稅課徵標的，同時也隱含了對生產要素課稅概念，在財產稅體制下

商業不動產之定位與稅賦產生之結果有待釐清。   

  再者，若商業不動產必須課徵財產稅，則其稅基評估方式是否必

須與住宅不動產相同？國際上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主要為租賃價值 /

年度價值（ rental value/annual value）或市場價值 /資本價值（market 

value/capital value），此二種稅基評估方式，市場價值奠基於「交

易」，租賃價值奠基於「租金收入」，兩者理論基礎不同，而商業不

動產收益來於租金收入，且於市場上出售案例較少，其稅基評估方式

相較住宅不動產應有所不同，在稅基決定上值得更深入討論。  

 臺灣目前財產稅稅基，土地為申報地價，房屋為房屋評定現值，

評價基準皆較接近以市場價值為基礎（至於稅基仍較市價低估，暫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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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所有類型不動產皆以相同方式評價，並未區分其使用用途。

然而，英國財產稅稅制則將不動產分為「住宅不動產」與「非住宅不

動產」，前者依市場價值評價，後者依年租金價值評價。住宅不動產

交易頻繁，而商業不動產屬於收益型不動產，因此英國財產稅之評價

方式，似較能反映不動產價值，引起本研究深入探討與了解此稅制，

以及其關於非住宅不動產（商業不動產）之評價方式。  

  對人民土地及房屋課稅為政府長久以來實施稅目，納稅人年復一

年地繳稅，財產稅影響產業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但財產稅之角色、財

產稅之課徵對象及稅基評估層面卻甚少受到重視，學術研究亦以住宅

不動產為大眾，甚少文獻談及商業不動產作為財產稅課稅標的之評估

方式，在國內幾乎是一塊全新的學術領域。  

  因此，在商業不動產財產稅頻繁占據新聞版面，論者僅著重於

「稅賦」輕重，而有關「課稅標的」──商業不動產，其財產稅的課

徵與評估卻極度缺乏相關文獻探討，實需開先鋒之研究。是故，基於

前述「商業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收益來源」，引發本研究對於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課徵之理論基礎釐清，整理分析國外財產稅稅制，

探討稅基改變可能性，並為國內有關商業不動產財產稅領域激盪新的

想法。  

貳、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所述，商業不動產於財產稅課徵，因其具有投資

性、收益性等性質，與住宅不動產有所不同，差異性存在於稅收運用

之收益相關與收益來源不同，因此其於財產稅稅制下之角色與稅基設

計存在討論空間。然而，於學術研究上，有關住宅不動產財產稅相關

文獻多不勝數，但商業不動產卻幾乎在財產稅研究領域被忽略。因

此，本研究由商業不動產角度出發，並以台北市觀光飯店以及商辦大

樓為例，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決定之理論基礎，檢討現行稅制，並

依據商業不動產特性，建議商業不動產稅基評估方式。  

2. 模擬租金為稅基之商業不動產財產稅負擔分配結果，並分析商業

不動產特徵對於兩種稅基（租金為稅基、現制稅基）差異之影響

程度，提供政府稅制改進之參考。  

 

參、 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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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業不動產於經濟與稅收貢獻之重要性？  

2. 財產稅稅基如何評價？有哪些評價方式？  

3. 現行稅制之下以成本價值作為財產稅稅基，影響稅負之不動產特

徵為何？  

4. 模擬以租金價值作為財產稅稅基，在稅制轉變過程中，影響稅負

之不動產特徵為何？  

5. 商業不動產之財產稅稅基，以何種價值評估較能呈現不動產之真

正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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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總共為七章，分別為「緒論」、「文獻回顧」、「研究設

計」、「迴歸模型建立與商業不動產資料分析」、「成本價值作為稅

基：現行稅制影響因素之迴歸分析」、「租金價值作為稅基：不動產

特徵與稅制改變之迴歸分析」與「結論與建議」：第一章緒論介紹研

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文獻回顧說明商業不動產財產稅重要性，並介

紹財產稅稅基選擇理論基礎；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研究範圍與方法以

及資料處理；第四章進行迴歸模型建立，以及臺北市商業不動產資料

分析；第五章探討現行制度之下以成本價值作為稅基，稅基影響因素

之迴歸分析；第六章探討制度轉變為租金價值作為稅基後，商業不動

產特徵對於不同稅基求得稅賦差異之影響程度；第七章總結本研究之

成果，並提出討論與建議。  

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架構安排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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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架構與流程 

商業不動產 
財產稅稅基評估 

商業不動產 
與財產稅關係 

文獻回顧 

結論與建議 

研究設計 

租金價值作為稅基： 
不動產特徵與稅制改變之迴歸分析 

成本價值作為稅基： 
現行稅制影響因素之迴歸分析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迴歸模型建立與商業不動產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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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研究動機與目的中提到商業不動產具有投資特性，並且收益來源

與住宅不動產不同，在探討其稅賦前，必須先釐清商業不動產之定

位，並了解不同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故，本章首節以商業不動產角

度出發，整理商業不動產之財產稅對於政府稅收重要性，以及其對產

業經濟層面影響；第二節彙整國內外對於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評價

方式，並介紹主要的稅基評估基礎及其優缺點。  

第一節 商業不動產與財產稅關係 

  經濟學者認為，財產稅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很重要的元素

（Fisher, 2007）。McGuire（1999：2）指出，財產稅作為地方收入來

源的益處已經變成財政學家的「絕對教條」（ almost dogma）。財產

稅的課徵對象中，商業不動產既是商品市場之商品，亦為生產要素市

場之生產要素。因此，對商業不動產課徵財產稅，可能對產業以及經

濟帶來衝擊。本節整理有關商業不動產課徵財產稅之相關文獻，分為

「政府稅收層面」以及「產業經濟層面」。  

壹、 政府稅收層面 

  商業不動產對國家經濟常有舉足輕重地位，並與其他產業息息相

關。Rogers 與 Blake（2013：4-10）研究指出商業不動產業在英國經

濟扮演重要角色，包含直接（或間接）雇用員工以及製造產值，並提

供其他產業（如零售業、財務及商業服務）重要的生產要素，支撐整

體經濟。亦即，商業不動產提供了進行商業活動的實際地點。Rogers

與 Blake（2013：12）並提到，商業不動產對其他的經濟產業提供了

巨大的乘數效果，其本身經由建造、修理、維護子產業所產生每 1 英

鎊的增值稅，可以與其他產業另外 1.09 英鎊增值稅產生關聯。  

  從事商業活動需要繳交許多不同種類的稅賦，而無論是從政府或

是企業經營者角度，財產稅均為各種稅賦之最大宗。對政府而言，有

關商業活動所課徵之稅賦中，財產稅為最主要來源。Bowman

（1995）指出商業不動產稅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財產稅在政府財政

扮演重要角色，而商業不動產是所有不動產中的大宗。 Phillips, 

Sallee, Sufranski 與  Larimore（2015：3）整理美國於 2014 年財政年

度中．各州經由商業活動產生的總稅賦，其中以財產稅項目占了 2506

億美元，約 36.4%的比例為首，高於銷售稅及公司所得稅，如表 1 所

示。Phillips 等（2015：22）亦指出，從 2010 年到 2014 年財政年

度，商業活動總稅賦由 5954 億美元增加至 6887 億美元，而總財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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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 2313 億美元增加至 2506 億美元，並持續保持稅賦最大宗。由此

可知，商業不動產每年貢獻許多稅賦，尤以財產稅為甚，對政府而言

為穩定增加的財政收入。  

表 1 2014 年財政年度美國商業相關稅賦總計（單位：十億美元） 

商業相關稅賦 

Business tax 

2014 年財政年度 2014 年總稅賦

比例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Property taxes on 

business property） 

$250.6 36.4% 

一般銷售稅（General sales taxes on 

business inputs） 

142.8 20.7% 

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64.4 9.4% 

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 48.7 7.1% 

貨物稅（Excise taxes） 38.9 5.6% 

個人所得稅（Individual income tax on 

business income） 

33.7 4.9% 

商 業 與 公 司 牌 照 稅 （ Business and 

corporate license taxes） 

33.6 4.9% 

公用事業稅（Public utility taxes） 26.3 3.8% 

保險費稅（Insurance premium taxes） 18.9 2.7% 

遣散稅（Severance taxes） 17.9 2.6% 

其他商業稅（Other business taxes） 12.9 1.9% 

總計 $688.7 100% 

資料來源：Phillips et al, 2015：3 

貳、 產業經濟層面 

  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商業不動產稅是其成本中沉重的負擔。

Reason（2004）認為經營者常對州所得稅及銷售稅感到忿怒，卻忽略

了其稅賦最大宗為財產稅。並且，一旦公司確認坐落在某處，財產稅

傾向是個固定成本（ fixed cost）。Cornia 與 Slade（2006：35）指出

財產稅是企業的巨大成本，許多企業有能力最小化或避免公司所得稅

負擔，但卻難以避免掉財產稅。  

  商業不動產屬於投資財，對投資財課徵財產稅便是增加商業經營

者成本，若相似不動產之稅賦卻不一致，等同於增加賦稅較高者成

本，降低其競爭力。Goldberg 與 Kersten（2004：7-8）檢驗在加州 13

號法案施行下，商業不動產所有者所支付的財產稅不一致性。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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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修憲通過的 13 號法案，將不動產稅基固定在 1975 年，此法案

被設計以保護屋主不受到暴增的稅收影響，其基本理念為保護納稅人

居住在其不動產，而免受不可負擔稅收增加之苦。但此稅制亦適用商

業不動產，故相似商業不動產會因建造時間在 1978 年前後而導致稅

賦相差甚大，對因此必須支付較高稅賦的加州商業不動產擁有者而

言，使之處於競爭劣勢，於投資財而言是不正確的。  

  商業不動產稅在轄區間之差異以及其租稅歸宿，為政府鼓勵商業

活動而採取政策之參考。Man（1995）檢驗美國鳳凰城（Phoenix）不

同轄區間的財產稅差異對於商業不動產賣價的影響，研究發現存在超

過 70%的轄區間差異，其中約有 60%的商業不動產稅之轄區內差異由

不動產所有者承受。此結果表示在 Phoenix 大都會區的商業不動產空

間需求是高度價格彈性，而商業不動產的財產稅差異，主要來自於評

估過程的錯誤，並且可能造成重大的資源分配效果。Bond, Denny, 

Hall 與 McCluskey（1996）以對承租者課徵的英國商業不動產稅

（business rate）為例，探討其轉嫁情形。研究顯示，短期由承租者負

擔稅賦，長期之下供需雙方可調整其行為，因此長期之下稅會以較低

租金的形式移轉到地主身上。其並指出零售及辦公用不動產，大部分

皆為企業主租賃使用而非擁有所有權，因此若要降低稅賦以促進商業

發展，短期而言較有幫助，長期而言因稅賦轉嫁到地主身上，故效果

有限。  

  旅館等出租型不動產具有旅客消費特性，財產稅於旅館之消費稅

效果近似「旅遊稅」概念。Muthitacharoen 與 Zodrow（2012：576-

578）檢驗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果，建立了四個產業：製造業、農業、

服務業、住宅的經濟模型，製造業與農業是可以於轄區間交易的財

貨，其價格是由外在決定，因此是固定的；服務業與住宅是不可交易

的，代表其具有地域性，價格由地方決定。得到結論為不動產稅增加

有兩種情形：向外移轉給消費者、向內移轉給工人，移轉對象取決於

工人是否能在稅賦較低的地方政府下找到工作。Mak（2015：902-

903）應用 Muthitacharoen 與 Zodrow 研究分析，認為對旅館課徵財產

稅，並不會以較高的住房費用轉嫁到旅客身上，且勞動力在夏威夷是

相對不可移動的，所以大部分財產稅很可能由地方承受。另外作者並

指出，當稅收作為旅遊稅（ tourist tax）用途時，由居民觀點而言，與

其提高對旅館課徵的財產稅，不如由地方政府對旅館住房課徵消費

稅，如酒店客房出租稅（Hotel room occupancy tax），會是個更好的

選擇。  

  Mak（2015：903）並指出一個結合了財產稅與消費稅的不尋常課

稅方法，比利時的兩個城市安特衛普（Antwerp）和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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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sels），旅館稅依每季（每年）每間房間課徵，無論該房間是否

被使用，擁有較多房間與房價較高的旅館將會被課徵較高稅賦。因

此，旅館稅在這兩個城市基本上就是財產稅。由於財產稅與旅遊稅課

徵標的與稅收用途均不同，若要課徵「旅遊稅」，屬於對消費行為課

稅，則應對旅館直接課徵消費稅如客房出租稅，不宜將其與財產稅概

念混淆。  

  本節討論商業不動產與財產稅關係，商業不動產財產稅在產業層

面具相當重要性，於政府稅收面以及廠商成本面均扮演重要角色，促

使本研究進一步思考「租稅種類」與「課稅標的」之間關聯，並釐清

課稅標的之價值評估。財產稅係對不動產持有人（所有權人或承租

人）之財產價值課稅，若標的為「商業不動產之財產價值」，亦應考

慮其投資營利特性，於稅制下適切反映財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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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評估 

  對於財產稅而言，稅基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適當的財產稅稅基

涵蓋了數種標準，包含了行政適宜、社會正義、經濟及政治等，且必

須遵從一致性（uniformity）、中立性（neutrality）、刺激商業投資

（ stimulation of business investment）、公開透明（openness or 

transparency）、公眾接受（ public acceptance）、反映經濟變動能力

（buoyancy）、成本效益（ cost-effectiveness）（Almy, 2001：9-

10）。如何決定稅基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其必須基於有效的不動產資

訊。基本上，財產稅稅基有三種決定方式：租賃價值 /年度價值

（ rental value/annual value）、市場價值 /資本價值（market 

value/capital value）、非價值（non-value）。  

  行政機關面臨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決定不動產的稅基，此問題在商

業不動產較住宅不動產更加重要（Cornia, 1995）。本節整理有關商業

不動產課徵財產稅稅基評估之相關文獻，主要分為「市場價值基

礎」、「年租金價值基礎」與「非價值基礎」，最後並就市場價值基

礎與年租金價值基礎作比較。  

壹、 市場價值基礎 

  市場價值，又名資本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對於「財富」課稅，然

而年租金系統一般被認為是對於「不動產年收益」課稅（Bahl & 

Linn, 1992：83）。資本價值可以由兩個觀點觀之，「改良資本價

值」及「非改良資本價值」。前者包含土地及建物，後者僅有土地

（Franzsen & McCluskey, 2013：41）。任何一塊土地，無論它們現在

使用多麼差，它們會有一個基於估計未來可得收益的出售價值

（Brown, 1928：165）。Lesser 與 Rubin（1993：10）指出，無論財

產稅課徵方式如何改變，基本上稅收評定有兩個共同點：第一，財產

稅永遠都是從價稅。財產稅永遠都是稅率乘上財產稅評估價值。第

二，財產稅評估方式都會跟市場價值有點關係，無論其名為「公允市

場價值（ fair market value）」、「公允現金價值（ fair cash 

value）」、「公允價值（ fair value）」。  

  市場價值（資本價值）評估法是估價個別不動產於市場上出售價

值。市價定義為買賣雙方在正常交易情形下可接受之價值。評估市價

之方法有比較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價評價法被所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使用，以及印尼、菲律賓、南非、拉脫維亞、阿根廷及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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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使用了不同的市場價值法。其市政稅（ council tax）是評估

每個住宅不動產，並且將其放在估價清單上八個級別其中一個。此方

法之下，可以知道每個不動產位於哪個估價級別，但無法知道不動產

實際價值。房價改變基本上不會影響房屋所處級別。一個地區情況變

差，該區所有房子可能被重新評價為較差級別。個別不動產只有在兩

種情況之下才能重新分級：房屋擴張，必須在其出售後才能重新分

級；如果房屋價值減損係因其損毀，則會立刻重新分級（Bird & 

Slack, 2004：28）。  

  美國許多州對於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的稅基估價，提到了必須把

「商業價值（business value）」從不動產價值中分離出來的概念

（Hennessey, 1993 ; Lesser & Rubin, 1993; Matonis & DeRango, 1993 ; 

Owens, 2000）。Hennessey（1993）指出，成功的旅館需要類似於市

場企業價值（Marketing Enterprise Value），此價值可以市場費用的

資本化求得。其並舉例兩棟除了經營能力（management）不同，其他

方面幾乎一模一樣的旅館，其中一所可以產生較高的淨收益，此淨收

益差異可以被視為建物所有權人自然生成的商業利益（ business 

income）。亦即，擁有較成功經營能力的旅館，可以達到較高淨收

益，因此在課稅目的的不動產估價時，必須把商業價值從不動產價值

中分離。Lesser & Rubin（1993）認為，有名的商標基本上會增加旅

館的收益能力，使旅館價值升高。但此部分不動產價值的增加為商標

帶來的，而非不動產本身。其並指出，這麼多旅館稅基被高估的原

因，與許多評估機構並未了解旅館的獨特性有關。因為旅館的營運成

功，除了經營密集（management-intensive）的不動產使用模式之外，

常常需要商標名稱的協助。因此，當估計市場價值作為稅基使用時，

估價者必須先了解整個不動產內各種組成間經濟關係，再獨立求出不

動產（土地及其改良物）價值。Matonis 與 DeRango（1993）認為，

從營運資訊中，可以估計不動產價值，將其從私人財產以及與商業相

關的無形價值獨立出來，扣除掉私人財產價值、商業價值之後，剩餘

淨收益才是適合的不動產價值。另外，旅館代表不動產投資的獨特型

式，簡單的收益分析使用直接資本化法可能高估其價值。旅館所有者

因此可能在相同的投資上被課徵兩到三次稅，除非這些利益可以被辨

認並獨立出來。Owens（2000）說明旅館並非只是個建築物，而是擁

有特定商標的營運商業及專業經營團隊，這些變數對於不動產出售影

響很大。因此，需要把商業價值（ business value）從不動產價值中分

離出來，所以稅賦只需支付於不動產價值。Owens（2000：343）並提

出優勝不動產（ trophy property）概念，意指屬於市場上頂端收入

（Top-of -the-market income），且表現持續地優於地方經濟之不動

產。對於此種不動產有兩種估價方法，一種是將其視為區域或國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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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根據市場特性與競爭性估價，另一種是將優勝不動產超過最

近競爭者的溢酬分類出來，資本化後當作持續經營（ going concern）

溢酬，因此不屬於不動產價值的一部份。  

  對於出租型不動產，美國許多法院將屬於不動產所有人的租賃權

益（ leasement interest）也歸入不動產價值中。Bates（2006）以康乃

狄克州最高法院判決為例，認為租賃權益反映了不動產的真實價值，

將此部分多出的價值納入計算，該鎮並非因此對所有者（ owner）課

徵屬於承租者（ lessee）的稅。相反地，此價值是做為所有者利益的

真實價值表徵。因為，不動產估價是要求取整體費用利益（ entire fee 

interest），而費用利益包含了地主所獲得收益。此外，若無法評估出

租賃權益帶給所有權人的價值，這部分價值不會被課稅，因為承租者

沒有反映此價值的可課稅不動產。此外，作者並提到，康乃狄克州的

組合式估價方法（ combined valuation approach）在徵收時也適用。在

徵收租賃不動產時，習慣上徵收地主的利益（基於資本化後淨租

金），以及租賃權益（基於實際租金與市場租金的差異）。  

貳、 年租金價值基礎 

  在年租金價值為基礎的財產稅課稅，不動產依據其租賃價值或淨

租金評價。Bird 與 Slack（2004：28-29）指出，使用年租金價值法乃

因稅收是依據「所得」而非財富，亦即依據現金流量而非存量，因此

對於不動產淨租賃價值課稅是適當的。  

  年租金課稅系統下，對實際租金課稅以及對最有效之租金價值課

稅，兩者之間存在差異。Brown 與 Hepworth（2000）對於以「實際租

金」與以「最有效租金價值」課稅做了明確區分。「實際租金」為所

有權人實際收取到的租金，「最有效租金價值」乃是基於不動產最高

最有效使用之下所評估的租金。一般在年租金課稅系統下，課稅價值

係基於現在使用價值（ current-use value）而非潛在的最高最有效使用

（potential development value／highest and best use）。  

  年租金課稅系統下，分為淨年租金價值（Net Annual Rental 

Value）與總年租金價值（Gross Annual Rental Value）。淨年租金價

值之下，承租者必須支付所有修繕與其他開支費用。總年租金價值之

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修繕費用。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的商業和工業

不動產使用淨年租金價值（Net Annual Rental Value）。  

  以租賃價值估價會有一些問題。首先，在租金管制之情況下，難

以估計租賃價值。管制或補貼不能直接用於市場租金評估，除非市場

上多數不動產都是租金管制的。在印度這是個重要的問題。第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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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以現在使用之租金價值課稅的情況下是不用被課稅的（因其現在

無使用），人們會偏好低度使用勝過高度使用，並隱藏租賃不動產於

市場上。如果空置不動產不被課稅，其他有使用的不動產稅賦必須更

高，以達到相同的稅賦總收入。這些較高的稅更進一步的妨礙了投

資。第三，租金收益不全然是公開的，估價人員難以獲得資料（Bird 

& Slack，2004：29）。  

  年租金市場系統依靠所有不動產型態的公平交易，如果活躍的住

宅租賃市場存在，則可以提供充足租賃證據支持年租賃價值評估。例

如香港和新加坡皆有健全的住宅、非住宅不動產租賃市場。在香港，

參考租賃法（ reference tenement approach）用於公寓大樓估價，此方

法包含了街區內最典型單位的評價，其他單位接著以典型單位進行評

價，但會依據其地點（樓層）、方向、面積、有無電梯、有無陽台

等。零售、辦公與工業不動產是相對同質性的，是以反映特定地區、

商業中心、屋齡、狀態的標準價值為基準評價。在英國，租賃市場只

套用在非住宅不動產。在澳洲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Melbourne）採

用淨年租金價值，商業不動產價值奠基於真實租賃市場證據，然而住

宅不動產的淨年租金價值是以不動產資本價值的 5%計算。亦即，評

價者必須先決定住宅不動產的資本價值以求得淨年租金價值

（Franzsen & McCluskey，2013：45-46）。  

  大多數國家皆使用市場價值為稅基，且未區分住宅或商業不動

產，惟有英國施行獨特的財產稅評價制度，對於住宅與商業不動產採

取不同稅基評價方式，並以「年租金價值」作為商業不動產稅基。商

業不動產稅之課徵對象包含了所有不被歸類為住宅使用之不動產（土

地及建物），無論他們的真實用途是否為商業使用。課稅價值

（ ratable value）為可以在公開市場出租之年租賃價值，並假設承租人

必須支付所有不動產修繕及保全費用。計算方式為樓地板面積乘上每

平方公尺租金價值。大部分的不動產都以租賃法（ rental basis）估

價，不動產的課稅價值為其於公開市場的年租賃價值，此方法通常偏

好於財產出租或有充足比較標的提供可信賴的租賃資訊，主要的商業

不動產如商店、辦公大樓、工廠等都採用此評價方式。課稅價值計算

方式為建築樓地板面積乘上適當的每平方公尺租金價值，所以辦公大

樓每平方公尺租金價值比工廠高、位於倫敦的辦公大樓也會比位於里

茲的辦公大樓支付較多稅賦。  

  在英國的商業不動產稅制之下，公開市場的租賃價值是供需總

和，而非獲利能力或個別佔有者附加。所以，如果佔有者的獲利能力

提升，並不代表租金比例會上升。因為不動產發展需要長期，供給回

應需求的速度通常很緩慢。在早期，租金的成長會快於新的供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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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周期的高點時，供給超過需求，並隨著需求增加產生剩餘。此

外，建物可以容納不同佔有密度；所以原本的存量在新存量增加前，

可以吸收增加的需求。長期而言，這些所有因素都會是變數，理論

上，不動產價值及經濟週期會一步一步移動。然而，在週期的某些時

刻，建物存量的改變並不會反映在佔有率及經濟活動。對地方政府而

言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其仰賴商業不動產稅作為財政主要收入

（Williams, 2011：146-147）。  

參、 非價值基礎 

  除了傳統的評價方式如租賃價值、資本價值之外，有些國家會採

用非價值（non-value）方式，或者混合（hybrid）方式作為不動產稅

基（Franzsen & McCluskey, 2013：42）。在非價值方式中，區域基礎

（ area-based）法為最常見之評價方法。  

  區域基礎法之稅捐課徵形式為每平方公尺土地、每平方公尺建物

（或可用區域），或者是前兩者的結合。在土地及建物都課稅的地

區，不動產評價方式為每平方公尺稅率乘上土地面積，以及每平方公

尺稅率乘上建物面積。土地與建物的稅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例

如，建物適用較低稅率以鼓勵開發（Bird & Slack, 2004：26）。  

  區域基礎法雖然屬於非價值（ non-value）的評估方式，但其與市

場價值法有所關連。Bird 與 Slack（2004：27）指出，嚴格的每平方

公尺稅率評估，會使稅賦與土地及建物的面積直接相關。政府會對每

平方公尺稅率進行適當調整，以反映地點、建材品質及其他因素；而

在調整過程中，市場價值對於相關調整因素有間接影響關係。例如，

每平方公尺稅率評估可能調整以反映不動產座落地點在城市內特定區

位（ zone）。更進一步說明，雖然區域（ zone）內不動產的特定位置

（ location）並不列入考慮，但在不同區域的不動產會有不同價值。調

整因素從每一區域內不動產群體（ group）的平均價值中分離出來，

並且不會反映個別不動產特性。然而，當不動產群體（ group）被定

義的足夠限縮，單位價值開始接近市場價值。例如，一個區域

（ zone）可以被定義為任何地點，大至整個城市，小到特定社區的某

條街。  

  區域基礎法一般應用於中東歐，因為這些地方缺乏發展完善的不

動產市場，使其難以決定不動產市場價值。亦應用於德國（前東

德）、中國、智利、肯亞及突尼西亞（Bird & Slack，2004：27）。  

肆、 市場價值基礎與年租金價值基礎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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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介紹了財產稅稅基評價的三種方式：「市場價值基礎」、

「年租金價值基礎」與「非價值基礎」，不同國家之財產稅稅基評價

適用不同基礎，如表 2 所示，可以知道大部分國家的財產稅基礎採取

市場價值，有些國家並會採取一種以上的評價基礎。  

表 2 各國財產稅課稅標的與評價基礎 

 課稅標的 評價基礎 

OECD 

澳洲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年租金價值或組合式 

加拿大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德國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區域基礎法（前東德） 

日本 土地、房屋、建築物與無形

商業資產 

市場價值 

英國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住宅不動產）；年租金價

值（非住宅不動產） 

中歐與東歐 

匈牙利 土地；建築物 區域基礎或調整後市場價值 

拉脫維亞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波蘭 土地及改良物 區域基礎 

俄羅斯 土地；改良物；資產 區域基礎；投資價值（改良物）；資

產價值（資產） 

烏克蘭 土地 區域基礎 

拉丁美洲 

阿根廷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智利 土地及改良物 區域基礎（土地）；建築價值（改良

物） 

哥倫比亞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墨西哥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亞洲   

中國 被占有土地；土地及改良物 區域基礎；市場價值或年租金價值 

印度 土地及改良物 年租金價值 

印尼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菲律賓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泰國 土地及改良物（土地與建物

稅）；土地（土地改良稅）  

年租金價值；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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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稅標的 評價基礎 

非洲   

幾內亞 土地及改良物 年租金價值 

肯亞 土地 區域基礎、市場價值 

南非 土地及改良物 市場價值 

坦尚尼亞 改良物 市場價值 

突尼西亞 土地及改良物（租賃房屋

稅）；土地（未建築土地稅） 

區域基礎；年租金價值 

資料來源：Bird & Slack, 2004：19-23 

  理論上，對市場價值課稅與對租賃價值課稅，這兩者不應該有所

不同。當不動產處於最高最有效使用（並期待將來會繼續做此使

用），租賃價值與市場價值的關係會是可預測的：淨租金的折現現金

流量加總會大約等於市場價值。然而，租賃價值與市場價值的關係不

會總是如此。首先，總租金（ gross rents）比淨租金（net rents）更常

被使用，總租金將維持費用、保險支出、以及其他支出都算進去。第

二，大部分國家傾向以現在使用（ current use）評估租賃價值。此種

評價方式可能導致市場價值與租賃價值之間重大差異。當不動產為低

度使用（亦即目前使用比起其他使用生產力更低），以租賃價值評價

會比以市場價值評價低得多。從土地使用的角度，稅賦基於最高最有

效使用價值而課徵，比起基於現在使用價值更有效率，因為前者透過

對無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增加持有成本之方式，促進土地至其潛在最

高使用（Bird & Slack, 2004：29）。  

  有關財產稅稅基以市場價值或是以年租金價值為基礎，各自有其

優缺點與適合應用時機，可以分為「土地投機」、「土地開發」與

「行政」層面探討。  

  在「土地投機」層面，Brown（1928：166）指出，對於投機持有

之閒置土地，因為考慮到未來較高的期待租金，賣價通常會高過現在

租賃價值，因此對於投機土地，以賣價為基礎會比以租賃價值課到的

稅來得高，如此會促進投機者利用其土地。另一方面，如果是已使用

土地，在未來收益高於現在租金收益的情形下，以市場價值課稅者稅

賦相對較高，反之亦然。Bahl 與 Linn（1992：186）以都市區域的空

地為例，因為現行年租金價值基礎係基於現在使用價值，即使都市空

地之未來期望現金流量非常大，在年租金價值基礎下均不會被課稅。

反之，Brown（1928：168）指出，因為空地仍有未來期望收益，故市

場價值比起年租金價值．在空地與低度利用土地能課得較高稅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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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止投機並促進土地利用。基於此，Bahl 與 Linn（1992：186）提

議以市場價值課稅，在提升土地開發方面也許可以提升效率。  

  在「土地開發」層面，以市場價值課徵財產稅之美國系統，缺點

為不動產將以「狂熱的速度」（ feverish haste）被開發使用，然而其

在以年租金課稅之英國系統，其土地以緩慢且有秩序的方式進入市場

（Taussig & Litt, 1921：548；McCluskey & Bell, 2008：11）。  

  在「行政」層面，McCluskey 與 Bell（2008：9）以不動產市場使

用者為例，若大部分不動產是由租賃者持有，且租賃市場活躍，則可

以年租賃價值為稅基；然而，如果不動產市場有很高程度是所有人自

用，且買賣市場佔支配地位，則資本改良價值應作為稅基。其亦指

出，市場價值為稅基之估價較複雜且成本較高，而年租金價值為稅基

之估價成本較低，因其所需估價師較少。另外，市場價值比起年租金

價值，變動性更大，因此必須更頻繁的重估價。 Johnson（2013：16-

17）以不動產交易資料為例，指出住宅不動產傾向同質且有頻繁的交

易可以比較，商業不動產有很大異質性且交易量少。故，商業不動產

交易資料比起住宅不動產更難取得。  

  此外，改變課稅制度會造成行政上與資料蒐集問題，並且可能改

變地主間稅賦程度。北愛爾蘭自 1836 年起對不動產的淨年租金價值

課稅，然而在 2007 年的稅制改革將住宅不動產由年租金價值制度，

改為資本價值制度（商業不動產仍維持年租金價值制度）。

McCluskey 與 Bell（2008）即以北愛爾蘭稅制改變為例，探討不同稅

基基礎之賦稅制度對地主間負擔改變程度，其建立兩組資料，第一組

資料為比較同一不動產在 1976 年以年租金價值系統課稅與在 2005 年

以資本價值制度課稅之稅賦差距，稅賦分布顯示兩者間相對高程度的

關聯性；第二組資料為比較同一不動產在 2005 年以年租金價值系統

與以資本價值制度課稅，以檢驗第一組資料的時間不均性

（disparity）是否顯著。結果顯示無論採用何種課稅基礎，在稅賦的

分配上呈現相似模式。然而，McCluskey 與 Bell 也提到住宅不動產一

般很少討論既存使用與最高最有效使用之間差別，若是商業不動產，

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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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有關財產稅之研究，多著重於住宅不動產，甚少以商業不動產為

主之文獻。然而，商業不動產於政府稅收以及經濟發展均扮演重要角

色，具有研究價值與重要性，不應於學術研究中被忽略。  

  在財產稅稅基評估方面，文獻回顧整理了國內外主要的評估方式

為「市場價值基礎」及「年租金價值基礎」，大多數國家採用者為市

場價值基礎，且未針對住宅及商業不動產區分評價方式。針對國內外

財產稅稅制，國外多以房屋與土地合併課徵「財產稅」，而台灣之財

產稅則係土地與房屋分開課徵，進行稅賦比較時，將因課稅標的範圍

不同而導致制度分析之困難。因此，本研究在後續進行實證分析時，

將國內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加總，視為臺灣課徵不動產「財產稅」，如

此為比較分析，其基礎較為一致。  

  依前述介紹財產稅稅基的三種評估方式，各國主要是採取市場價

值為課稅基礎，並且未特別區分住宅或商業不動產。然而，Bowman

（1995）指出，「市場價值」雖然在概念上相對清楚，但應用在商業

不動產時常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市場價值有許多種估價方式，並且缺

乏活躍的商業不動產買賣市場，使比較法難以使用。更進一步說明，

對於商業不動產而言，在比較法方面，其通常具有獨特性，使比較標

的難以搜尋、或無法搜尋；在收益法方面，亦缺乏正確收益資料；在

成本法方面，亦必須要考慮折舊，將功能折舊或經濟折舊從成本中扣

除，如何定義折舊亦是個難題；Youngman（1995）亦說明，商業不

動產個別評價困難，因為其具備延伸與特殊設計結構，作為商業或工

業之特定用途，並不適合作為市場頻繁交易標的，亦不易與其他不動

產比較。  

  臺灣地價稅稅基，係以公告地價為基礎之申報地價，偏向以資本

價值為基礎之市場價值；而房屋稅稅基，為折舊後之成本價值乘上地

段率，較偏向以成本法求得之市場價值，亦屬於「市場價值基礎」。

在幾乎都以「市場價值基礎」評價的國內外財產稅系統中，以「年租

金價值基礎」評估商業不動產的英國財產稅制便成為本研究探討對

象，依此基礎審視臺灣房屋稅稅制，探討以較能反映商業不動產投資

營利特性之「年租金」進行課稅，將如何改變稅賦相對分布，並對於

商業不動產稅基評價進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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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內容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研究範圍與方法說明商業不動產定

義並簡單介紹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節資料處理建立各商業不

動產每年地價稅與房屋稅，以及整理並分析商業不動產相關統計資

料。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壹、 研究範圍 

  商業不動產（business property）由於在美國並非課稅種類，故無

明確法律定義，而依 Cornia（1995）進行研究時將其定義為非住宅

（non-domestic）、產生收益（ income-producing）的不動產，包含商

業（ commercial）、工業（ industry）、農業（ farm）、礦業

（mineral）、鐵路（ railroad）及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而英國

僅定義住宅不動產，採取排除法，不屬於住宅不動產範疇者即為非住

宅不動產。由此可知，商業不動產（ business property）大致上可以與

非住宅不動產（non-domestic property）畫上等號，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商業不動產定義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然而，若討論所有非住宅不動產，則因「非住宅」之範圍過廣，

且彼此類型相差甚遠，將容易發散失焦。因此，本研究定義之「商

不動產

住宅（domestic）不動產

非住宅（non-domestic）

／廣義商業（business）不動產

狹義商業（commercial）

工業

（industry）

農業（farm）

礦業（mineral）

鐵路

（railroad）

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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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動產，並非廣義的「商業（ business）」，而是狹義的「商業

（ commercial）」，主要為私人經營、以營利為目的之不動產，亦即

本研究所討論為「收益性」的「非住宅」不動產，研究範圍以「觀光

旅館」與「辦公大樓」為主。本研究依資料範圍以臺北市之觀光旅館

與辦公大樓兩種商業類型代表商業不動產。以下介紹此兩種資料：  

一、 觀光旅館 

  依觀光局行政統計資訊，截至 2016 年 9 月止，臺北市之國際觀

光旅館共有 27 家，一般觀光旅館共有 17 家，如下表 3。本研究取自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臺北旅遊網，選取國際觀光旅館 27 家、一般

觀光旅館 17 家，共計 44 家觀光旅館。  

表 3 臺北市觀光旅館一覽表 

 臺北市觀光旅館 

 臺北市國際觀光旅館 臺北市一般觀光旅館 

1 三德大飯店 六福客棧 

2 兄弟大飯店 天成大飯店 

3 台北 W 飯店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4 台北君悅酒店 北投老爺酒店 

5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6 台北凱撒大飯店 台北有園飯店 

7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台北君品大酒店 

8 台北寒舍喜來登大飯店 台北花園大酒店 

9 台北萬豪酒店 亞士都飯店 

10 亞都麗緻大飯店 帝后大飯店 

11 美福大飯店 首都大飯店 

12 美麗信花園酒店 第一大飯店 

13 神旺大飯店 寒舍艾麗酒店 

14 國王大飯店 華華大飯店 

15 國賓大飯店 福容大飯店 台北一館 

16 國聯大飯店 慶泰大飯店 

17 康華大飯店 歐華酒店 

18 晶華酒店  

19 華泰王子大飯店  

20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21 圓山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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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觀光旅館 

 臺北市國際觀光旅館 臺北市一般觀光旅館 

22 福華大飯店  

23 臺北老爺大酒店  

24 臺北西華大飯店  

25 臺北華國大飯店  

26 豪景大酒店  

27 遠東國際大飯店  

合計 27 家 17 家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臺北旅遊網

http://www.travel.taipei/frontsite/tw/store/hotelAction.do?method=simpleSearch&me

nuId=2010202 

二、 辦公大樓 

  依世邦魏理仕集團（Commercial Real Estate Services, CBRE）提

供資料，涵蓋位於臺北市之 152 筆辦公大樓，如表 4 所示。  

表 4 本研究採用之辦公大樓一覽表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1 蘇黎世保險大

樓 

39 保富萬商大樓 77 大統領經貿廣

場 

115 國泰台北國際

大樓 

2 台北金融中心

大樓 

40 航廈 78 台北 101 116 國泰敦南商業

大樓 

3 三和塑膠大樓 41 新華泰大樓 79 震旦國際大樓 117 國泰安和商業

大樓 

4 中國人壽大樓 42 全球人壽民權

大樓 

80 新光曼哈頓世

貿大樓 

118 台北市農會信

義大樓 

5 龍巖敦北大樓 43 美孚時代金融

廣場 

81 世紀金融廣場 119 中華電信大安

大樓 A 棟 

6 國長大樓 44 全球人壽台灣

總部大樓 

82 信基大樓 120 宏遠證券大樓 

7 國泰中央商業

大樓 

45 富邦三寶大樓 83 震旦 21 世紀

大樓 

121 道慈大樓 

8 宏國大樓 46 清三資訊廣場 84 國泰世界大樓 122 復興財經大樓 

9 宏泰世界大樓 47 田明大樓 85 前瞻金融大樓 123 國泰人壽總部 

10 台塑大樓 48 聯邦大樓佳佳

廣場 

86 友聯建設大樓 124 富邦金融中心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4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11 金融大樓 49 亞太通商大樓 87 保德信金融總

部 

125 國泰敦南金融

大樓 

12 21 世紀大樓 50 丙園金融大樓 88 國家企業中心 126 新光摩天大樓 

13 住友福陞大樓 51 台証金融大樓 89 大台北瓦斯八

德大樓 

127 凱撒世貿中心 

14 宏泰金融大樓 52 揚昇南京商業

大樓 

90 大台北瓦斯網

路科技大樓 

128 崇聖大樓 

15 金融大樓 2 53 新安產險大樓 91 大台北瓦斯光

復大樓 

129 遠東 ABC 智

慧大樓 

16 雅適建設大樓 54 國泰南京商業

大樓 

92 國泰世界通商

大樓 

130 中央金融大樓 

17 富邦民生大樓 55 富邦南京大樓 93 長盛大樓 131 國泰襄陽大樓 

18 南山民生大樓 56 新光南京科技

大樓 

94 大魯閣長春大

樓 

132 富邦城中大樓 

19 國泰中興商業

大樓 

57 遠雄國際中心 95 帝國大廈 133 富邦杭南大樓 

20 CEC 漢德民生

大樓 

58 遠雄金融中心 96 力麗商業大樓 134 兆豐金融大樓 

21 聯邦企業大樓 59 統一國際大樓 97 東家大樓 135 海華金融中心 

22 玉山金控總部 60 聯合世紀大樓 98 將捷國際商業

大樓 

136 國泰世華銀行

大樓 

23 環球商業大樓 61 康和國際大樓 99 盛香堂松江大

樓 

137 明台產險大樓 

24 國泰環宇大樓 62 揚昇忠孝大樓 100 萬國商業大樓 138 芙蓉大樓 

25 三寶敦北商業

中心 

63 太平第一大樓 101 潤泰中崙大樓 139 福記大樓 

26 中央商業大樓 64 三連大樓 102 敦北長城 140 新光中山大樓 

27 通泰慶城大樓 65 國泰置地廣場

A3 

103 新協和大樓 141 互助營造大樓 

28 世界通商金融

中心 

66 華新信義大樓 104 太平洋商業大

樓 

142 興南國際大樓 

29 三信大樓 67 國泰金融中心 105 時代廣場 143 士林電機大樓 

30 大同大樓 68 新光信義金融

大樓 A12 

106 富邦人壽大樓 144 嘉新大樓 

31 揚昇金融大樓 69 群益證券廣場 107 富邦敦南大樓 145 中山 VISA 

32 台玻大樓 70 交易廣場 108 國泰敦南信義

大樓 

146 富邦中山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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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辦公大樓名稱 

33 新光國際商業

大樓 

71 全豐盛信義

105 大樓 

109 潤泰金融大樓 147 大都市國際中

心 

34 惠普大樓 72 華南銀行總行

世貿大樓 

110 CEC 敦南大樓 148 台糖騰雲綜合

商業大樓 

35 弘雅大樓 73 信義大樓 111 敦南摩天大廈 149 力麒中正大樓 

36 協和大樓 74 環球世貿大樓 112 凌雲通商大樓 150 潤泰松山車站

大樓 

37 保富通商大樓 75 國泰信義經貿

大樓 

113 國泰敦南財經

大樓 

151 潤泰松山車站

多目標大樓 

38 興雅大樓 76 國貿大樓 114 遠企中心 152 新亞松山 

合計      152 棟 

資料來源：世邦魏理仕集團（Commercial Real Estate Services, CBRE）提供 

貳、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歸納 

  本研究探討商業不動產稅基改變之可能性，因此首先透過理論蒐

集整理，梳理財產稅課稅理論，並藉由政府專書、期刊及研究報告，

釐清商業不動產與財產稅之關係，並探討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評估

方式，分析國外課稅制度與評價方式。更進一步，透過英國政府網

站、英國及臺灣不動產稅制相關法令規定，詳細說明英國財產稅稅

制，比較分析不同稅基評估之差異，並作為臺灣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

基評估方式修改之依據。  

二、 模擬分析 

  本研究假設土地與房屋合併課稅，以現制下不動產之地價稅與房

屋稅加總，求出其財產稅（稱為現制財產稅），並蒐集觀光旅館與辦

公大樓之租金資料，在政府總稅收不變下，模擬以不動產年租金作為

財產稅稅基，進行差異性租稅歸宿（ differential tax incidence）分

析，探討相同稅收下，不同租稅之歸宿比較，作為商業不動產稅基評

價方式改變之參考。  

三、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在現行制度之下，

影響不動產房屋稅與財產稅之稅基與稅額之因素；第二，對於旅館而

言，影響旅館單位租金之因素；第三，制度轉變過程中，影響稅賦負

擔之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建立三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內含四個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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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別以房屋稅稅基、房屋稅、財產稅稅基、財產稅作為應變數，

第二個模型以旅館單位稅金作為應變數，第三個模型以「 (新制財產

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作為應變數，分析各因素（自變數）變

動之影響。迴歸模型如下式。其中，Y 為應變數，Xi為本研究迴歸模

型中之各個自變數，n 代表自變數之個數。α為截距項，𝛽𝑖代表各Xi所

對應之係數值， 𝜀則為誤差項。  

Y=α+∑ 𝛽𝑖
𝑛

i=1
𝑋𝑖+ε 

  基於最小平方法（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s）所作之多元線性

迴歸，必須符合以下統計假設之條件，方能進行自變數與應變數間關

係之探討。評估每個樣本模式預測值與觀察值之間的殘差，須符合的

假設條件如下：  

(一) 殘差平均值為 0，且在給定的 x 值下計算出的 y 屬於常態分配，亦即須符

合條件常態分配。 

(二) 殘差具有同質變異性（Ｈomoscedasticity），亦即無論給定何種 x 值，y 分

配的變異數均相等。在此情形下，殘差沿著迴歸線呈現隨機分布。 

(三) 殘差之間彼此具備統計上獨立性，觀察值之間不會互相影響。 

  為了避免違反統計假設而產生偏誤，可藉由以下統計檢定之方式

確認迴歸模型是否符合假設條件：  

(一) 共線性檢定 

  共線性（Collinearity）係指自變數間存在高度相關，將難以分辨

個別解釋變數的解釋能力，亦即會產生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

問題。本研究採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I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進

行檢定，若 VIF 大於 10 者，即表示該自變數與其他自變數之間存在

多元共線性關係，而須進行模型修正，反之則無。  

(二) 異質變異檢定 

  若誤差項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雖然整體模型仍具有不

偏性與一致性，亦不影響模型配適度與相關係數，然而估計式的標準

誤會產生偏誤，導致自變數之 t 統計量較高，影響顯著性判斷與統計

推論。本研究採用 White 檢定測試模型是否具有異質變異，若拒絕同

質變異之虛無假設，則將近一步透過異質穩健之修正，解決殘差項存

在異質變異之情形，以得較穩定之 t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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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說明與處理 

  有別與英、美財產稅為土地與建物合併課稅，臺灣之財產稅又分

為地價稅與房屋稅。地價稅稅制相對單純，稅基為依土地區位決定之

公告地價，稅率基本上依土地面積採取累進稅率，另外在自用住宅用

地及工業、礦業等事業用地採取固定優惠稅率；房屋稅稅制則較複

雜，其稅基採計了成本價值及地段率，稅率則依房屋使用用途而不

同。本研究在後續進行實證分析時，將國內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加總，

視為臺灣課徵不動產「財產稅」，如此為比較分析，其基礎較為一

致。以下先建立臺灣每年現制地價稅與房屋稅資料，並說明臺灣商業

不動產相關統計資料。  

壹、 每年現制地價稅資料建立 

  地價稅資料建立共分為幾個步驟，首先，本研究將觀光旅館與辦

公大樓之住址輸入「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 3」，得到地段地號

（一個住址可能包含好幾個地號）；第二個步驟，將地段地號輸入

「臺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 4」，得到土地面積與歷年公告地

價，並依各地號公告地價與面積相乘，得到該地址之公告地價；第三

個步驟，將公告地價乘以百分之八十得到申報地價 5；第四個步驟，將

同一地址不同地號之申報地價加總，得到地價稅稅基申報地價總額；

最後，再將申報地價總額依「地價稅速算公式 6」求出地價稅。  

  政府機構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因此

循以上步驟，每隔三年算出該不動產之地價稅，可建立每棟旅館、辦

公大樓每年之地價稅資料。  

貳、 每年現制房屋稅資料建立 

  臺北市政府財政單位提供去識別化之臺北市民國 105 年房屋稅課

稅資料，每筆資料欄位包含稅籍編號（末三碼隱藏）、房屋坐落地址

（門牌末一碼隱藏）、總面積、違建面積、主建物面積、其他面積、

免稅現值、應稅現值、免稅稅額、應納稅額、主建物層次、主建物總

層數、主建物構造別、主建物使用別、主建物經歷年數共 15 個欄

位。本研究比對各觀光旅館、辦公大樓之住址，並依主建物經歷年數

                                                       
3 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http://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4 臺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http://w2.land.taipei.gov.tw/query/prc/Input_p.asp 
5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6 條，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公告地價上下百分之二十區間申報地價，若未申

報則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申報地價。本研究假設土地所有權人未進行申報。 
6 地價稅速算公式-累進起點地價及課稅級距表：

http://www.tpctax.gov.taipei/ct.asp?xItem=1151839&ctNode=33319&mp=1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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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總層數，篩選出各觀光旅館、辦公大樓之稅籍資料，得到其 105 年

之房屋稅應納稅額。  

  本研究以民國 105 年之房屋稅資料為基礎，利用房屋稅公式往前

推算各年房屋稅應納稅額。如前所述，房屋稅為房屋現值乘以稅率而

來，每間房屋之稅率固定，因此會隨時間變動者為房屋現值，其中房

屋現值又分成四個部分組成：「核定單價」、「 1-折舊年數×折舊

率」、「街路等級調整率」、「面積」，其中核定單價為固定，面積

亦假設其為固定，因此會隨時間變動者僅剩「 1-折舊年數×折舊

率」、「街路等級調整率」。針對此兩項因素進行調整，便可回推出

每年之房屋稅，其中「1-折舊年數×折舊率」中，折舊年數為每年變

動、折舊率固定，「街路等級調整率」於臺北市為民國 100 年 7 月及

103 年 7 月曾進行調整，影響了民國 101 年及 104 年課徵之房屋稅。

循以上步驟，可建立每棟旅館、辦公大樓自其建築完畢至民國 104 年

間每年之房屋稅資料。  

參、 商業不動產相關統計資料 

一、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收入比例（政府面） 

 前述文獻回顧提到，財產稅為地方政府重要稅收來源，占各國政

府財政收入很大比例。根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4 年度決算，稅課收

入 65075 百萬，其中地價稅占了 21800 百萬，約為總稅課收入百分之

三十四，房屋稅占了 12600 百萬，約為總稅課收入百分之十九，如下

圖 3 所示。由此可知，對於地方政府而言，財產稅收入占稅收很大比

重。  

圖 3 臺北市稅課收入來源圓餅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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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pctax.gov.taipei/ct.asp?xItem=1080408&CtNode=29088&mp=103011 

  本研究欲知道在財產稅稅收中，來自商業不動產者比重多寡，由於地價稅資

料無法分辨不動產使用用途，故在此以房屋稅資料作為分析標的，由臺北市政府

財政單位提供之房屋稅課稅資料，將「主建物使用別」欄位為「營業」者歸類為

商業不動產，並將商業不動產之「應納稅額」與總「應納稅額」相除，得到商業

不動產房屋稅占總房屋稅之比例。資料處理結果如表 5所示，臺北市各行政區中，

商業不動產稅占房屋稅比重前三高者分別為信義區、南港區、松山區，比例分別

為 71%、69%、61%，占了總房屋稅極高比重，皆為臺北市商業發達、商辦大樓

林立之區；商業不動產占房屋稅比重前三低者，分別為文山區、北投區、士林區，

比例分別為 11%、21%、24%，這些區域之住宅價值高於商業不動產價值，為臺

北市傳統文教住宅區。總體觀之，臺北市總房屋稅為 15,260,305,476 元，其中商

業不動產房屋稅為 7,856,443,303 元，占了超過一半之比例，商業不動產對房屋

稅之貢獻高於住宅用與非住營用之不動產，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表 5 臺北市各行政區商業不動產房屋稅占總房屋稅比例（民國 104 年） 

行政區 總房屋稅 商業不動產房屋稅 比例 

信義區 2,561,678,616 1,818,933,535 71% 

南港區 819,089,701 566,781,659 69% 

松山區 1,355,285,816 822,624,063 61% 

內湖區 1,568,596,565 878,779,789 56% 

中正區 1,214,597,586 666,246,782 55% 

大同區 573,354,634 296,425,278 52% 

大安區 2,271,793,118 1,072,802,219 47% 

中山區 2,728,814,487 1,232,543,685 45% 

萬華區 457,574,742 166,493,059 36% 

士林區 751,553,267 178,887,910 24% 

北投區 491,981,289 103,073,149 21% 

文山區 465,985,655 52,852,175 11% 

全台北市 15,260,305,476 7,856,443,303 5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財政單位提供資料、本研究繪製 

二、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支出比例（廠商面） 

  除了由政府觀點，計算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收占財政收入之比例

外，本研究亦分析由商業不動產經營者觀點，財產稅占其營業支出比

例。首先，依交通部觀光局（2016）對民國 103 年國際觀光旅館所作

之營運分析報告，其中提供各國際觀光旅館「總營業支出」資料，

「總營業支出」包含薪資及相關費用、餐飲成本、洗衣成本、其他營

業成本、燃料費、稅捐（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汽車牌照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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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稅捐）、廣告宣傳與其中費用，接著，本研究依前述推得之各國際

觀光旅館每年地價稅與房屋稅，並將其相加得到財產稅，配合交通部

總營業資料年份，選取民國 103 年之財產稅，計算得到地價稅、房屋

稅及財產稅分別占總營業支出之比例。資料處理結果如表 6 所示，可

以發現財產稅占國際觀光旅館之營業支出比例介於 0.75%到 9.78%之

間，對國際觀光旅館而言負擔程度不一，個別旅館負擔偏向地價稅或

房屋稅之趨勢亦不相同，其中財產稅占總營業支出比例前二高者（台

北君悅酒店及台北寒舍艾美酒店），其地價稅比重較房屋稅比重高出

許多，顯示特定區位（如信義區）較高單價之公告地價反映於較高的

地價稅，因而造成營業支出較高負擔。  

  另外，民國 103 年時國際觀光旅館為 25 家，不包含台北萬豪酒

店及美福大飯店（此兩間旅館分別於民國 104 年、103 年興建完

成）。由於交通部觀光局僅針對國際觀光旅館發布營業支出報告，因

此無法得知一般觀光旅館營業支出情形。  

表 6 國際觀光旅館財產稅占總營業支出比例（民國 103 年） 

旅館名稱 
地價稅占總營

業支出比例 

房屋稅占總營

業支出比例 

財產稅占總營

業支出比例 

三德大飯店 0.54% 1.41% 1.94% 

兄弟大飯店 0.57% 0.57% 1.14% 

台北 W 飯店 1.75% 2.64% 4.39% 

台北君悅酒店 4.17% 2.43% 6.60%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1.28% 1.50% 2.77% 

台北凱撒大飯店 0.19% 2.17% 2.36%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6.46% 3.13% 9.60% 

台北寒舍喜來登大飯店 0.87% 0.83% 1.70% 

亞都麗緻大飯店 0.02% 0.67% 0.69% 

美麗信花園酒店 1.70% 1.82% 3.52% 

神旺大飯店 0.75% 0.18% 0.93% 

國王大飯店 1.76% 2.27% 4.03% 

國賓大飯店 0.82% 0.40% 1.22% 

國聯大飯店 1.76% 2.00% 3.76% 

康華大飯店 0.83% 0.06% 0.89% 

晶華酒店 2.04% 1.81% 3.86% 

華泰王子大飯店 0.91% 0.80% 1.71%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2.07% 0.14% 2.21% 

圓山大飯店 0.89% 0.75% 1.64% 

福華大飯店 1.95% 1.06%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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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老爺大酒店 0.52% 0.79% 1.31% 

臺北西華大飯店 0.99% 1.80% 2.79% 

臺北華國大飯店 0.52% 0.23% 0.75% 

豪景大酒店 0.68% 1.66% 2.35% 

遠東國際大飯店 3.10% 2.87% 5.96% 

平均值 1.58% 1.36% 2.94%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6）、臺北市政府財政單位提供資料、本研究繪製 

三、 商業不動產地價稅及房屋稅占財產稅比例 

  本研究整理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當中，來自地價稅與房屋稅之比

例，藉以了解對稅賦來源偏向地價稅或者房屋稅。觀光旅館地價稅及

房屋稅占財產稅比例而如表 7 所示，其負擔並未集中偏向地價稅或者

房屋稅，而是不均勻分布，位於精華地段的老舊房屋與位於偏僻地段

的新建房屋之財產稅結構可能完全不相同，顯示現行地價稅及房屋稅

稅制於商業不動產價值之反映無規律可循，且與商業不動產之收益能

力並無關連。  

  另外，表中亞士都飯店與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房屋稅占財產稅

比例均不到 10%，乃因其均為屋齡 50 年的 4 層樓加強磚造房屋，加

強磚造造價本就低於鋼骨鋼筋混凝土與鋼筋混凝土，再加上 50 年的

折舊使其成本價格更低，因而得到偏低的房屋稅，故其房屋稅占財產

稅比例遠不及地價稅。   

表 7 觀光旅館地價稅及房屋稅占財產稅比例 

旅館名稱 地價稅占財產稅比例 房屋稅占財產稅比例 

三德大飯店 28% 72% 

六福客棧 42% 58% 

天成大飯店 53% 47%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22% 78% 

兄弟大飯店 50% 50% 

北投老爺酒店 28% 72%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32% 68% 

台北 W 飯店 40% 60% 

台北有園飯店 29% 71% 

台北君品大酒店 90% 10% 

台北君悅酒店 63% 37% 

台北花園大酒店 50% 50%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47% 53% 

台北凱撒大飯店 3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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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名稱 地價稅占財產稅比例 房屋稅占財產稅比例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67% 33% 

台北寒舍喜來登大飯店 52% 48% 

台北萬豪酒店 54% 46% 

亞士都飯店 91% 9% 

亞都麗緻大飯店 32% 68% 

帝后大飯店 64% 36% 

美福大飯店 88% 12% 

美麗信花園酒店 49% 51% 

首都大飯店 38% 62% 

神旺大飯店 81% 19% 

國王大飯店 45% 55% 

國賓大飯店 68% 32% 

國聯大飯店 47% 53% 

康華大飯店 94% 6% 

第一大飯店 69% 31% 

寒舍艾麗酒店 58% 42% 

晶華酒店 54% 46% 

華泰王子大飯店 54% 46% 

華華大飯店 59% 41%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94% 6% 

圓山大飯店 53% 47% 

福容大飯店 台北一館 56% 44% 

福華大飯店 65% 35% 

臺北老爺大酒店 41% 59% 

臺北西華大飯店 36% 64% 

臺北華國大飯店 70% 30% 

豪景大酒店 30% 70% 

遠東國際大飯店 53% 47% 

慶泰大飯店 20% 80% 

歐華酒店 53% 47% 

平均值 53% 4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財政單位提供資料、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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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迴歸模型建立與商業不動產資料分析 

  本章進行迴歸模型建立與商業不動產資料分析。第一節首先建立

三個迴歸模型，並說明各個模型變數選取依據；第二節就商業不動產

資料進行分析與敘述統計。  

第一節 迴歸模型建立與變數選取 

壹、 模型建立 

  本研究探討商業不動產的財產稅稅基，認為現行制度下以成本價

值作為房屋稅稅基無法反映不動產收益能力，應該以租金價格作為財

產稅稅基，故首先建立模型 1，探討影響現行制度下稅基之因素。然

而，以租金作為財產稅稅基雖然較貼近不動產收益型態並符合市場租

賃型態，租金卻可能內含不屬於不動產本身收益之「無形資產」，而

使租金價值受到高估，據此建立模型 2。最後，在控制總稅收不變之

下，稅制的轉變必將造成不動產之間稅賦分配效果改變，探討具備何

種特徵之不動產將受衝擊，對於政府稅制制定將具有重大政策意涵，

據此建立模型 3。  

  在模型 1 中內含兩個子模型，分別以房屋稅稅基、財產稅稅基作

為應變數，而房屋稅稅基為房屋現值，地價稅稅基為土地申報地價，

稅基乘上稅率之後，房屋稅與地價稅為納稅義務人應負擔之金額，而

模型 2 之應變數為單位租金，均為「價格」概念，探討不動產本身特

徵對於「價格」之影響，因此採用 Rosen（1974）之特徵價格模型。

關於應變數之型態，半對數模型中，估計係數可以解釋為一單位特徵

變動造成價格影響的百分比，並且可以減少誤差項異質變異的問題，

Soderberg（2001）以收益型不動產為例，比較對數線性（ log-linear）

與半對數線性（ semi-log）兩種特徵價格模型，發現線性對數模型之

係數與真實情形較不相符（unrealistic)，可能會造成不穩定的樣本外

預測結果（unstable out-of-sample-range predictions），因此選用半對

數線性模型較佳。因此，本研究模型 1、2 之應變數將採用半對數線

性模型。  

  模型 3 之以「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作為應變

數，應變數概念為稅制改變之變動量占原稅制之比率，因此採用線性

（ linear）迴歸，以直線型態表示應變數與自變數間關係。  

  因此，依據多元線性迴歸所採用之迴歸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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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光旅館 

(一) 模型 1-1-1：探討房屋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房屋稅稅基之影響。 

ln 房屋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誤差項 

(二) 模型 1-1-2：探討房屋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力）對房

屋稅稅基之影響。 

ln 房屋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單位租金＋誤差項 

(三) 模型 1-2-1：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財產稅稅基之影

響。 

ln 財產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建物面積＋𝛃𝟓土地面積＋𝛃𝟔單位申報地價＋誤差項 

(四) 模型 1-2-2：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

力）對財產稅稅基之影響。 

ln 財產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建物面積＋𝛃𝟓土地面積＋𝛃𝟔單位申報地價＋𝛃𝟕單位租金＋誤差項 

(五) 模型 2：探討無形資產因素（商譽）對旅館單位租金之影響。 

ln 單位租金＝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是否靠近捷運＋𝛃𝟑房間數量＋𝛃𝟒有無溫泉虛擬變

數＋𝛃𝟓有無游泳池虛擬變數＋𝛃𝟔一般觀光旅館虛擬變數＋𝛃𝟕國際觀光旅館又為

國際連鎖品牌虛擬變數＋誤差項 

(六) 模型 3-1：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制度轉變負擔稅賦

比重之影響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最

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𝟒建物面積＋𝛃𝟓土地面積＋𝛃𝟔單位申報地價＋誤差項 

(七) 模型 3-2：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

力），對制度轉變負擔稅賦比重之影響。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最

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𝟒建物面積＋𝛃𝟓土地面積＋𝛃𝟔單位申報地價＋𝛃𝟕單位

租金＋誤差項 

二、 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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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 1-1-1：探討房屋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房屋稅稅基之影響。 

ln 房屋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誤差項 

(二) 模型 1-1-2：探討房屋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力）對房

屋稅稅基之影響。 

ln 房屋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單位租金＋誤差項 

(三) 模型 1-2-1：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財產稅稅基之影

響。 

ln 財產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土地面積＋𝛃𝟕單位申報地價＋

誤差項 

(四) 模型 1-2-2：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

力）對財產稅稅基之影響。 

ln 財產稅稅基＝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單位申報地價＋𝛃𝟕土地面積＋

𝛃𝟖單位租金＋誤差項 

(五) 模型 3-1：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對制度轉變負擔稅賦

比重之影響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

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土地面

積＋𝛃𝟕單位申報地價＋誤差項 

(六) 模型 3-2：探討房屋稅及地價稅公式中不動產特徵與單位租金（收益能

力），對制度轉變負擔稅賦比重之影響。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𝛂＋𝛃𝟏屋齡＋𝛃𝟐街路等級調整率＋𝛃𝟑中

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𝟒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𝛃𝟓建物面積＋𝛃𝟔土地面

積＋𝛃𝟕單位申報地價＋𝛃𝟖單位租金＋誤差項 

 

貳、 變數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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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 1 

  模型 1 檢測影響現行制度下房屋稅稅基與財產稅稅基之不動產因

素。首先檢測房屋稅方面，房屋稅稅基為房屋現值，房屋現值為主管

機關依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而依據房屋稅條例第十一條，

房屋標準價格依建造材料、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街道村里之商業交

通情形而評定，因此本研究依房屋稅公式規定選定屋齡、街路等級調

整率、建材標準、建物面積作為自變數，為模型 1-1-1，並期待依法

規而設之特徵價格模型應有高度解釋。  

  如前所述，本研究認為房屋成本價值無法反映不動產收益能力，

為了檢測此一假設，於前述檢測房屋稅稅基之模型中，在自變數方面

另外加入代表收益能力之單位租金，為模型 1-1-2。  

 又，現行制度之下，財產稅為房屋與土地分離課稅，本研究接著

檢測房屋稅稅基與地價稅稅基之加總。除了前述房屋稅稅基之外，地

價稅稅基為土地申報地價總額，即為單價與面積之積，因此本研究另

外選定單位申報地價與土地面積做為自變數，為模型 1-2-1，亦期待

符合法定課稅要素而設之特徵價格模型應有高度解釋力。  

 同樣地，為了檢測現行稅基中是否反映不動產收益能力，並且單

位租金代表不動產整體收益，包含土地與建物之貢獻，因此在自變數

方面另外加入代表收益能力之單位租金，為模型 1-2-2。  

 綜上所述，模型 1 內，依應變數不同（房屋稅稅基、財產稅稅

基）而分為模型 1-1-1、模型 1-2-1 兩種類型；又，於兩種類型內分別

檢測有無計入單位租金之影響，於自變數內加入單位租金而設立模型

1-1-2、模型 1-2-2 兩種類型。各變數說明如下：  

(一) 房屋稅公式 

1. 主建物經歷年數（屋齡）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屋齡愈高者，折舊愈大，因而得到愈低的房

屋現值，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房屋稅基、房屋稅、財產稅稅基與財

產稅之間應呈現負向相關。  

2.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愈大者，表示所在街路

愈繁榮，將求得愈高房屋現值，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房屋稅基、房

屋稅、財產稅稅基與財產稅之間應呈現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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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中，將房屋構造分為三種等級，單價

最低等級為加強磚造，居中者為鋼筋混凝土造或預鑄混凝土造，最高

級為鋼骨造、鋼骨混凝土造與鋼骨鋼筋混凝土造，而每種等級之下可

依房屋總層數與用途對應求得房屋標準單價。本研究依據每棟不動產

之房屋構造、總層數與用途，對照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求得

各不動產之標準單價，並依據標準單價由低至高分成三個等級。  

  旅館方面，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2800-5080 元作為基準級，將 5330-6710 元作為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將 7710-1126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另外，由於

White 檢定之自變數限制，在標準單價虛擬變數方面，模型 1-2-1、1-

2-2 僅放置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以標準單價 7710 元以下作為基

準級，將 7710-1126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辦公大樓方面，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

單價 3560-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5840-7360 元作為中間級標準單價

虛擬變數，7800-2640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若建材屬於中間級或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代表其擁有較高

的標準單價，因而得到愈高的房屋現值，故預期符號為正。  

4. 建物面積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建物面積愈大者，將求得愈高的標準單價，

因而得到愈高的房屋現值，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房屋稅基、房屋

稅、財產稅稅基與財產稅之間應呈現正向相關。  

(二) 地價稅公式 

1. 單位申報地價 

  地價稅計算方式中，單位申報地價愈高者，將求得愈高的申報地

價總額，即較高之地價稅稅基，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財產稅稅基與

財產稅之間應呈現正向相關。  

2. 土地面積 

  地價稅計算方式中，土地面積愈大者，將求得愈高的申報地價總

額，即較高之地價稅稅基，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財產稅稅基與財產

稅之間應呈現正向相關。  

(三) 不動產收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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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位租金 

  不動產之收益能力會以單位租金型態顯現，單位租金為供給者與

消費者於公開市場所共同決定，可能受不動產本身特質與消費者偏好

影響，而房屋稅稅基為成本價值，前者為不動產外在之獲得利益，後

者為不動產內在之成本堆疊，收益能力與不動產之建材、面積、屋齡

等無直接關係，因此單位租金之高低並不影響房屋稅之高低，故本研

究預期此變數與房屋稅基、房屋稅、財產稅基與財產稅之間可能呈現

正向或負向相關，並應為統計上不顯著。  

表 8 模型 1 變數之性質及係數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單位 變數說明與資料來源 
預期

符號 

1. ln 房屋稅基 元 房屋現值取自然對數。 

2. ln 財產稅基 元 房屋現值與申報地價加總，取自然對數。 

房屋稅公式 

主建物經

歷年數

（屋齡） 

年 取自財政單位提供資料。 - 

房屋街路

等級調整

率 

無 
依 103 年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表。 
+ 

中間級標

準單價虛

擬變數 

無 

觀光旅館（模型 1-1-1、 1-1-2）：

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

單價，以標準單價 2800-5080 元作

為基準級，將 5330-6710 元作為中

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 

辦公大樓：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

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3560-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5840-

7360 元作為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

數。  

+ 

最高級標

準單價虛

擬變數 

無 

觀光旅館（模型 1-1-1、 1-1-2）：

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

單價，以標準單價 2800-5080 元作

為基準級，將 7710-11260 元作為

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觀光旅館（模型 1-2-1、 1-2-2）：

由於樣本數量限制，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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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ln 表示該變數取自然對數  

 

二、 模型 2 

  模型 2 探討「無形資產」如商譽是否影響旅館單位租金，建構影

響單位租金因素之迴歸模型，以各商業不動產之單位租金為應變數，

分析各因素變動對單位租金之影響。而根據文獻回顧，自變數選取分

為環境因素、硬體設備因素與無形資產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一) 環境因素 

1. 是否靠近捷運站 

  Monty & Skidmore（2003）、Chen & Rothschild（2010）與

Kefela（2014）研究影響旅館價格之因素，指出旅館所在區位將影響

房價。本研究以 500 公尺為劃設範圍，認為旅館 500 公尺內有捷運站

者處於較佳區位，因可及性較佳，消費者將願意支付更高房價，故預

期符號為正。  

(二) 硬體設備因素 

1. 主建物經歷年數（屋齡） 

僅採用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以標

準單價 7710 元以下作為基準級，將

7710-1126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 

辦公大樓：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

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3560-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7800-

2640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  

+ 

建物面積 
平方

公尺 

取自財政單位提供資料。 
+ 

地價稅公式 

單位申報

地價 
元 

依台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求

取該地號之單位申報地價。 
+ 

土地面積 
平方

公尺 

依台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求

取該地號之土地面積。 
+ 

不動產收益

能力 
單位租金 元 

觀光旅館：取自觀光局觀光旅館營運統

計報告之平均房價( Average Room Rate) +/- 

辦公大樓：取自 CBRE 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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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齡較大之旅館，因建築物較為老舊，對消費者吸引力較低，因

此單位租金較低，Dunse & Jones（1998）亦指出屋齡是決定租金的主

要因素，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單位租金應呈現負向相關。  

2. 房間數量 

  在 Kefela（2014）關於影響斯德哥爾摩旅館房價之研究，指出提

供較多客房數量的大型旅館可以從規模經濟中獲利，並傾向呈現較高

營運效率，因此會降低其變動成本，從而會設定較低房價，故本研究

預期此變數與單位租金應呈現負向相關。  

3. 有無溫泉設施 

  擁有溫泉設施之旅館，將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將願意支付更高房

價，故預期符號為正。  

4. 有無游泳池 

  擁有游泳池之旅館，將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將願意支付更高房

價，故預期符號為正。  

(三) 無形資產 

  商業不動產價值中可能包含「商業價值（ business value）」等無

形資產價值（Hennessey,1993 ; Lesser & Rubin,1993; Matonis & 

DeRango,1993 ;Owens,2000），特定商標往往代表較佳品質或較專業

經營團隊，此種商標溢酬增加了消費者之信任感，消費者將願意為屬

於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之飯店支付更高房價。  

  本研究之旅館皆屬於交通部觀光局認定之觀光旅館，觀光旅館分

為一般觀光旅館與國際觀光旅館，而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2016：13）

所紀錄參加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之觀光旅館如下表 9 所示，皆屬

於國際觀光旅館。本研究以「國際觀光旅館但無參加國際連鎖集團或

訂房系統」作為基準級，設立兩個虛擬變數，分別為「一般觀光旅

館」虛擬變數、「國際觀光旅館且參加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虛

擬變數。前者探討一般觀光旅館相較於國際觀光旅館是否租金較低，

本研究認為一般觀光旅館之知名度不如國際連鎖旅館，且在建築設

計、構造、設備等標準較低，預期符號為負；後者探討國際觀光旅館

加入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是否會使租金提高，本研究認為加入國

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會提升旅館商譽，吸引更多消費者，預期符號

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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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參加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之觀光旅館 

年度 旅館名稱 參加之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 

71 年 台北寒舍喜來登大飯

店 
喜達屋集團 starwood 旗下之 sheraton 品牌 

72 年 
亞都麗緻大飯店 

世界傑出旅館(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訂

房系統 

73 年 臺北老爺大酒店 日航酒店(nikko)管理系統 

80 年 台北君悅酒店 君悅集團(haytt) 

83 年 
臺北西華大飯店 

世界傑出旅館(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訂

房系統 

83 年 遠東國際大飯店 香格里拉酒店及(shangri-la) 

88 年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喜達屋集團 starwood 旗下之 westin 品牌 

90 年 華泰王子大飯店 王子大飯店集團(prince) 

90 年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喜達屋集團 starwood 旗下之 le meridien 品

牌 

96 年 
台北凱撒大飯店 

頂級島嶼飯店聯盟 exclusive island hotels & 

resorts,EIHR 

100 年 台北 W 飯店 喜達屋集團 starwood 旗下之 W 品牌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6：13） 

表 10 模型 2 變數之性質及係數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單位 變數說明與資料來源 
預期

符號 

Ln 平均房價 元 
取自觀光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報告之平均房價

( Average Room Rate)，取自然對數 

環境

因素 
是否靠近捷運 虛擬變數 

500 公尺內有捷運者為 1，無為 0。使用

google 地圖量測距離功能。 
+ 

硬體

設備

因素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年 取自財政單位提供資料。 - 

房間數量 間 
取自觀光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報告之客

房數(No. of Rooms) 
+/- 

有無溫泉設施 虛擬變數 
有溫泉設施為 1，無為 0。取自訂房網

頁 Booking.com。 
+ 

有無游泳池 虛擬變數 
有游泳池為 1，無為 0。取自訂房網頁

Book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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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ln 表示該變數取自然對數  

三、 模型 3 

  模型 3 探討稅制改變過程中，具備何種特徵之不動產易受到衝

擊，以「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作為應變數，應變

數概念為稅制改變之變動量占原稅制之比，並以模型 1 使用之房屋稅

公式及地價稅公式內因素作為自變數，觀察現制下影響財產稅之因素

是否對新制下財產稅造成影響，據以比較新舊制之間差異，建立模型

3-1。  

  另外，由於新制係以租金價格作為稅基，因此另加入單位租金作

為自變數，另外觀察單位租金對於制度轉變造成之影響，建立模型 3-

2。各變數說明如下：  

(一) 房屋稅公式 

1. 主建物經歷年數（屋齡）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屋齡愈高者，折舊愈大，因而得到愈低的房

屋稅；新制以租金為財產稅稅基之下，屋齡愈高者，租金價格可能愈

低，因而得到愈低的財產稅。兩相比較之下，新制財產稅與舊制財產

稅之大小無從判斷，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

稅 )/現制財產稅」間可能呈現正向或負向相關。  

2.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愈大者，將求得愈高的

房屋稅；新制以租金為財產稅稅基之下，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愈大

者，代表位於較繁榮較佳之區位，租金價格可能愈高，因而得到愈高

的財產稅。兩相比較之下，新制財產稅與舊制財產稅之大小無從判

斷，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

稅」間可能呈現正向或負向相關。  

3. 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無形

資產

因素 

一般觀光旅館 虛擬變數 

屬於一般觀光旅館者為 1，國際觀光旅

館為 0。依觀光局旅館業統計資料、交

通部觀光局（2016，13）。 

+ 

國際觀光旅館

又為國際連鎖

品牌 

虛擬變數 

屬於國際觀光旅館又為國際連鎖品牌為

1，否為 0。依觀光局旅館業統計資料、

交通部觀光局（20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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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中，將房屋構造分為三種等級，單價

最低等級為加強磚造，居中者為鋼筋混凝土造或預鑄混凝土造，最高

級為鋼骨造、鋼骨混凝土造與鋼骨鋼筋混凝土造，而每種等級之下可

依房屋總層數與用途對應求得房屋標準單價。本研究依據每棟不動產

之房屋構造、總層數與用途，對照台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求得

各不動產之標準單價，並依據標準單價由低至高分成三個等級。  

  旅館方面，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7710 元以下作為基準級，將 7710-1126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由於 White 檢定之自變數限制，模型三僅放置最高級標準單價

虛擬變數。  

  辦公大樓方面，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

單價 3560-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5840-7360 元作為中間級標準單價

虛擬變數，7800-2640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若建材屬於中間級或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代表其擁有較高

的標準單價，因而得到愈高的房屋現值，故預期符號為正。  

4. 建物面積 

  房屋稅計算方式中，建物面積愈大者，將求得愈大的標準單價，

因而得到愈高的房屋稅；新制以租金為財產稅稅基之下，建物面積愈

大者，可能較吸引消費者，租金價格可能愈高，因而得到愈高的財產

稅。兩相比較之下，新制財產稅與舊制財產稅之大小無從判斷，故本

研究預期此變數與「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間可能

呈現正向或負向相關。  

(二) 地價稅公式 

1. 單位申報地價 

  地價稅計算方式中，單位申報地價愈高者，將求得愈高的申報地

價總額，即較高之地價稅稅基，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財產稅稅基與

財產稅之間應呈現正向相關。  

2. 土地面積 

  如前模型 1 之變數說明所述，土地面積愈大代表較高之申報地價

總額，從而得到較高之地價稅，即為較高之財產稅；新制以租金為財

產稅稅基之下，土地面積愈大者，可能較吸引消費者，租金價格可能

愈高，因而得到愈高的財產稅。兩相比較之下，新制財產稅與舊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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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稅之大小無從判斷，故本研究預期此變數與「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

產稅 )/現制財產稅」間可能呈現正向或負向相關。  

(三) 不動產收益能力 

1. 單位租金 

  如前模型 1 之變數說明所述，收益能力與不動產之建材、面積、

屋齡等無直接關係，故單位租金之高低並不影響房屋稅之高低；新制

以租金為財產稅稅基之下，單位租金較高者必然負擔較高之財產稅。

兩相比較之下，單位租金愈高之不動產，新制財產稅應大於現制財產

稅，故本研究預期「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間呈現

正向關係。  

表 11 模型 3 變數之性質及係數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單位 變數說明與資料來源 
預期

符號 

差異倍數 無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 

房屋稅公式 

主建物經

歷年數

（屋齡） 

年 取自財政單位提供資料。 +/- 

房屋街路

等級調整

率 

無 依 103 年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表。 +/- 

中間級標

準單價虛

擬變數 

無 

辦公大樓：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

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3560-

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5840-7360

元作為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 

最高級標

準單價虛

擬變數 

無 

觀光旅館：由於樣本數量限制，標準單價

虛擬變數僅採用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

數，以標準單價 7710 元以下作為基準

級，將 7710-1126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 

辦公大樓：依建材及樓層數篩選出不

動產標準單價，以標準單價 3560-

5590 元作為基準級，將 7800-26400

元作為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 

建物面積 
平方

公尺 
取自財政單位提供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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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公式 

單位申報

地價 
元 

依台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求取

該地號之單位申報地價。 
+/- 

土地面積 
平方

公尺 

依台北市地價查詢多功能服務系統，求取

該地號之土地面積。 
+/- 

不動產收益

能力 
單位租金 元 

觀光旅館：取自觀光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

報告之平均房價( Average Room Rate) + 

辦公大樓：取自 CBRE 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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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商業不動產特徵與財產稅資料分析 

壹、 觀光旅館敘述統計 

  本研究之觀光旅館共有 44 間，以下分為模型 1、模型 3 內含之變

數進行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並檢視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以

及模型 2 內含之自變數，旅館環境、硬體設備與無形資產因素，說明

敘述統計：  

一、 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 

  首先在稅賦方面，先就旅館之房屋稅、地價稅與財產稅之稅基與

稅額進行敘述型統計；接著在收益能力方面，就旅館之單位租金、以

租金為稅基求得之新制財產稅，以及新制與現制間差異占現制財產稅

百分比進行敘述型統計。  

表 12 觀光旅館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敘述型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房屋稅稅基 456311830 758051280 1099000 4024149300 

房屋稅 12598549 18654105 32644 80482986 

地價稅稅基 466656839 543792101 39592480 2047718400 

地價稅 15154057 24998097 437297 95556202 

財產稅稅基 922968669 1266298369 56644000 6024752352 

財產稅 27752606 42758042 746319 173447844 

單位租金 4539 2560 1645 13596 

新制財產稅 1.5719 1.9869 -0.98 7.21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27718379 26873011 594902 115533223 

二、 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 

  房屋稅公式因素中，包含了屋齡、街路等級調整率、中間級標準

單價虛擬變數、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建物面積；地價稅公式因

素中，包含了單位申報地價與土地面積。  

表 13 觀光旅館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敘述型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屋齡 28.1 16.37 1 51 

街路等級調整率 2.37 0.55 1.3 3.2 

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0.52 0.5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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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0.27 0.45 0 1 

建物面積 29127 30125.5 518 118825 

單位申報地價 110188 53119.5 13709 234400 

土地面積 4401 5198 345 25235 

三、 觀光旅館環境設備與無形資產因素 

  旅館環境設備因素中，包含了是否靠近捷運、房間數量、有無溫

泉、有無游泳池；無形資產因素中，包含了一般觀光旅館虛擬變數、

國際觀光旅館又為國際連鎖品牌虛擬變數。  

表 14 觀光旅館環境設備與無形資產因素敘述型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靠近捷運 0.82 0.39 0 1 

房間數量 257.4 179 40 853 

有無溫泉虛擬變數 0.07 0.255 0 1 

有無游泳池虛擬變數 0.43 0.501 0 1 

一般觀光旅館虛擬變數 0.39 0.493 0 1 

國際觀光旅館又為 

國際連鎖品牌虛擬變數 

0.25 0.438 0 1 

貳、 辦公大樓敘述統計 

  本研究之觀光旅館共有 152 間，以下分為模型 1、模型 3 內含之

變數進行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並檢視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

說明敘述統計：  

一、 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 

  首先在稅賦方面，先就旅館之房屋稅、地價稅與財產稅之稅基與

稅額進行敘述型統計；接著在收益能力方面，就旅館之單位租金、以

租金為稅基求得之新制財產稅，以及新制與現制間差異占現制財產稅

百分比進行敘述型統計。  

表 15 辦公大樓財產稅與收益能力分析敘述型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房屋稅稅基 478324297 1211094581 19096500 10688746400 

房屋稅 13443957 34717456 572895 298590743 

地價稅稅基 402957734 450830563 24967360 2850892800 

地價稅 11720286 21990733 249674 139730794 

財產稅稅基 881282031 1561050651 99330528 13126672800 

財產稅 25164243 52933188 1800144 42805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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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租金 2026.74 522.79 1116 3656 

新制財產稅 25164243 52933188 1800144 428057587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

產稅)/現制財產稅 

0.5008 0.633 -1.00 2.79 

二、 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 

  房屋稅公式因素中，包含了屋齡、街路等級調整率、中間級標準

單價虛擬變數、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建物面積；地價稅公式因

素中，包含了單位申報地價與土地面積。  

表 16 辦公大樓房屋稅與地價稅公式因素敘述型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屋齡 21.15 9.26 1 48 

街路等級調整率 2.46 0.39 1.2 3.2 

中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0.46 0.50 0 1 

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0.20 0.40 0 1 

建物面積 31632 34853 5244 378007 

單位申報地價 116048 44247 43440 298146 

土地面積 402957734 450830563 24967360 28508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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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本價值作為稅基：現行稅制影響因素之迴歸

分析 

本章檢視現行制度之下，以成本價值作為稅基，影響稅基之因素是否

包含「成本面」與「收益面」。第一節以觀光旅館進行模型 1 實證分

析，第二節以辦公大樓進行模型 1 實證分析，均檢驗現行制度之下影

響房屋稅與財產稅稅基與稅額之因素，並檢視收益能力是否為影響因

素；最後，第三節歸納模型 1 迴歸分析結果，並做出小結。  

第一節 觀光旅館：影響成本價格因素實證結果與說明 

壹、 模型檢驗 

一、 模型 1-1（應變數為房屋稅稅基） 

  模型 1-1 以房屋稅稅基（房屋現值）作為應變數，可依自變數有

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1-1-1（無單位租金）、模

型 1-1-2（有單位租金）。模型 1-1-1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

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759，調整後  R-squared 為  0.727，且變

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

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

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

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

穩定之  t 值。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

並不會產生變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

值在殘差同質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1-1-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759，調整後  R-squared 為  0.720，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

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

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

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

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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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模型 1-1：旅館之迴歸模型結果（應變數為房屋稅稅基） 

 模型 1-1-1 模型 1-1-2 

應變數 

自變數 

ln 房屋現值 ln 房屋現值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常數項 17.393 35.12067 0.000***  17.595 29.14653 0.000***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31 -2.304373 0.027** 1.789 -0.033 -2.222481 0.032** 2.311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224 0.669139 0.508 1.281 0.213 0.646109 0.522 1.298 

中間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746 1.190575 0.241 2.134 0.733 1.146458 0.259 2.152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1.444 2.527688 0.016** 2.041 1.454 2.571617 0.014** 2.050 

建物面積 3.18E-05 6.845496 0.000*** 1.465 3.22E-05 6.293022 0.000*** 1.545 

單位租金  -2.72E-05 -0.472451 0.639 2.024 

R-squared 0.759 0.759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727 0.720 

變異數分析 F(5,38)＝23.88717*** F(6,37)＝19.46768*** 

WHITE 檢定 F(17,26)＝4.737255** F(24,19)＝7.433582**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二、 模型 1-2（應變數為財產稅稅基） 

  模型 1-2 財產稅稅基（申報地價+房屋現值）作為應變數，可依

自變數有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1-2-1（無單位租

金）、模型 1-2-2（有單位租金）。模型 1-2-1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

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863，調整後  R-squared 為  

0.841，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

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

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而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

不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不存在異質變異問題。迴歸模型

結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1-2-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863，調整後  R-squared 為  0.836，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線性問題。而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不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

設，也就是不存在異質變異問題。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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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模型 1-2：旅館之迴歸模型結果（應變數為財產稅稅基） 

 模型 1-2-1 模型 1-2-2 

應變數 

自變數 

ln(申報地價+房屋現值) ln(申報地價+房屋現值) 

係數值 t 值 P 值 VIF 係數值 t 值 P 值 VIF 

常數項 18.651 53.414 0.000***  18.684 40.070 0.000***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08 -1.475 0.149 1.587 -0.009 -1.300 0.202 2.170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106 -0.508 0.615 2.409 -0.108 -0.507 0.615 2.420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588 2.992 0.005** 1.406 0.591 2.935 0.006** 1.437 

建物面積 1.57E-05 3.732 0.001*** 2.884 1.58E-05 3.658 0.001*** 2.947 

土地面積 8.18E-05 3.420 0.002** 2.767 8.18E-05 3.375 0.002** 2.767 

單位申報地價 6.77E-06 2.797 0.008** 2.962 6.76E-06 2.755 0.009** 2.964 

單位租金  -4.48E-06 -0.107 0.916 2.009 

R-squared 0.863 0.863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841 0.836 

變異數分析 F(6,37)＝38.81149*** F(7,36)＝32.380*** 

WHITE 檢定 F(26,17)＝3.463156* F(34,9)＝4.36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貳、 變數解釋 

一、 現行制度檢視（不考慮單位租金影響） 

  現行制度之下，對於房屋現值而言，屋齡、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與建物面積均為顯著。平均而言，屋齡每增加一年，房屋現值會

減少 3.1%；標準單價位於 7710-11260 元區間較位於 2800-5080 元區

間者，房屋現值會增加 1.44 倍；建物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房屋現

值會增加 1.47 萬元。街路等級調整率變數無顯著影響可能因為旅館樣

本數較少僅 44 個，且所選取旅館均為觀光旅館，均位在較佳地段，

彼此間街路等級調整率差異不大，故影響不明顯。  

現行制度之下，對於財產稅稅基而言，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建

物面積、土地面積與單位申報地價均為顯著。平均而言，標準單價位

於 7710-11260 元區間較位於 2800-5080 元區間者，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59%；建物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1.46 萬元；土

地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7.55 萬元；單位申報地

價每增加一元，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6000 元。  

二、 單位租金是否對現行制度有影響 



第五章 成本價值作為稅基：現行稅制影響因素之迴歸分析 

5-4 
 

本研究在模型 1-1-2、模型 1-2-2 中加入單位租金作為自變數，發現在

兩個模型中均為不顯著，且不影響旅館與辦公大樓分別於模型 1-1-

1、模型 1-2-1 呈現顯著之自變數。此結果符合本研究預期，現行制度

下不動產之成本價格並無法反映其收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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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公大樓：影響成本價格因素實證結果與說明 

壹、 模型檢驗 

一、 模型 1-1（應變數為房屋稅稅基） 

  模型 1-1 以房屋稅稅基（房屋現值）作為應變數，可依自變數有

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1-1-1（無單位租金）、模

型 1-1-2（有單位租金）。模型 1-1-1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

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783，調整後  R-squared 為  0.776，且變

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

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

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

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

穩定之  t 值。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

並不會產生變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

值在殘差同質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1-1-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786，調整後  R-squared 為  0.777，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

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

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

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

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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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模型 1-1：辦公大樓之迴歸模型結果（應變數為房屋稅稅基） 

 模型 1-1-1 模型 1-1-2 

應變數 

自變數 

ln 房屋現值 ln 房屋現值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常數項 17.499 57.091 0.000***  17.360 51.971 0.000***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13 -2.841 0.005** 1.164 -0.011 -1.987 0.049** 1.289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454 4.142 

0.000*** 

1.052 0.391 3.043 0.003** 1.277 

中間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525 5.766 

0.000*** 

1.337 0.532 5.875 0.000*** 1.342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1.247 7.048 

0.000*** 

1.793 1.227 7.152 0.000*** 1.816 

建物面積 1.37E-05 2.952 0.004** 1.311 1.31E-05 2.785 0.006** 1.465 

單位租金  0.0001 1.162 0.247 1.765 

R-squared 0.772 0.786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765 0.777 

變異數分析 F(5,146)＝105.6395*** F(6,145)＝88.92375*** 

WHITE 檢定 F(17,134)＝16.27988*** F(24,127)＝11.8421***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二、 模型 1-2（應變數為財產稅稅基） 

  模型 1-2 以財產稅稅基（申報地價+房屋現值）作為應變數，可

依自變數有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1-2-1（無單位

租金）、模型 1-2-2（有單位租金）。模型 1-2-1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

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878，調整後  R-squared 為  

0.872，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

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

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

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

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

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

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1-2-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880，調整後  R-squared 為  0.874，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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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

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

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

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

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0 模型 1-2：辦公大樓之迴歸模型結果（應變數為財產稅稅基） 

 模型 1-2-1 模型 1-2-2 

應變數 

自變數 

ln(申報地價+房屋現值) ln(申報地價+房屋現值)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常數項 18.153 83.368 0.000***  18.036 75.637 0.000***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01 -0.256 0.799 1.172 0.001 0.299 0.765 1.311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307 3.519 0.001*** 1.610 0.272 3.024 0.003** 1.722 

中間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252 4.733 0.000*** 1.343 0.259 4.909 0.000*** 1.352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665 7.701 0.000*** 1.923 0.665 7.818 0.000*** 1.923 

建物面積 6.55E-06 2.891 0.004** 1.815 6.41E-06 2.823 0.005** 1.829 

土地面積 0.0001 5.971 0.000*** 1.470 0.0001 5.537 0.000*** 1.723 

單位申報地價 2.45E-06 3.301 0.001*** 2.052 2.11E-06 2.833 0.005** 2.185 

單位租金  0.0001 1.766 0.08 2.141 

R-squared 0.878 0.880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872 0.874 

變異數分析 F(7,144)＝148.0793*** F(8,143)＝131.6556*** 

WHITE 檢定 F(32,119)＝10.03094*** F(41,110)＝7.785015***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貳、 變數解釋 

一、 現行制度檢視（不考慮單位租金影響） 

  現行制度之下，對於房屋現值而言，屋齡、街路等級調整率、中

間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與建物面積均為顯

著。平均而言，屋齡每增加一年，房屋現值會減少 1.3%；街路等級調

整率每增加 100，房屋現值會增加 45%；標準單價位於 5840-7360 元

區間較位於 3560-5590 元區間者，房屋現值會增加 52%；標準單價位

於 5840-7360 元區間較位於 7800-26400 元區間者，房屋現值會增加

1.25 倍；建物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房屋現值會增加 6500 元。  

 現行制度之下，對於財產稅稅基而言，街路等級調整率、中間級

標準單價虛擬變數、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建物面積、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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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位申報地價均為顯著。平均而言，街路等級調整率每增加 100，

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31%；標準單價位於 5840-7360 元區間較位於

3560-5590 元區間者，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25%；標準單價位於 5840-

7360 元區間較位於 7800-26400 元區間者，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66%；

建物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5600 元；土地面積

每增加一平方公尺，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88000 元；單位申報地價每增

加一元，財產稅稅基會增加 1900 元。  

二、 單位租金是否對現行制度有影響 

本研究在模型 1-1-2、模型 1-2-2 中加入單位租金作為自變數，發現在

兩個模型中均為不顯著，且不影響旅館與辦公大樓分別於模型 1-1-

1、模型 1-2-1 呈現顯著之自變數。此結果符合本研究預期，現行制度

下不動產之成本價格並無法反映其收益能力。  

第三節 小結 

  財產稅稅基之組成特徵，理論上，依不動產特性應可分為「成本

面」與「收益面」；然而實務上，現行房屋稅與地價稅制度規定，僅

將成本面計入。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現行財產稅制度之下成本價值

如其法條規定內涵，僅反映了房屋之建材、樓層、建物面積以及土地

之面積等特徵，無從反應不動產之收益能力。  

  如前所述，商業不動產具有投資營利特性，其價值建構之方式應

符合不動產本身特性，然而目前財產稅稅基僅考慮成本面，或有缺

失，因此本研究將於下一章節以租金價值作為稅基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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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租金價值作為稅基：不動產特徵與稅制改變之

迴歸分析 

  本章進行以年租金為財產稅稅基之迴歸分析，共分為五節：第一

節運用差異租稅歸宿分析，控制政府總稅收不變的情形下，模擬分析

以「租金為稅基之財產稅」取代「現制財產稅（地價稅 +房屋稅）」

之分配效果；第二節進行模型 2 實證分析，探討影響觀光旅館單位租

金之因素，並檢視「無形資產」如商譽是否為影響因素；第三節進行

觀光旅館之模型 3 實證分析，探討稅制改變過程中，具備何種特徵之

不動產易受到衝擊；第四節進行辦公大樓之模型 3 實證分析，探討稅

制改變過程中，具備何種特徵之不動產易受到衝擊；最後，第五節歸

納模擬分析與迴歸分析結果，並做出小結。  

第一節 租金為稅基之財產稅模擬分析 

  財政學上，分析租稅轉嫁與歸宿之方法，主要可分為三種：絕對

租稅歸宿分析（ absolute tax incidence）、差異租稅歸宿分析

（differential tax incidence）與平衡預算歸宿分析（ balanced budget 

incidence）。第一種方法用於政府課徵新稅，且不考慮政府支出變動

之經濟效果；第二種方法用於政府在租稅收入及公共支出不變之下，

以某一租稅取代另一租稅之經濟效果；第三種方法則是當政府欲新增

租稅以融通新增的公共支出，藉此瞭解政府支出與租稅同額變動的經

濟效果（徐偉初等，2012：338-339）。  

 財產稅的租稅歸宿效果，研究多以差異租稅歸宿（ differential tax 

incidence）分析之，此方法固定政府實質支出，並分析以一種稅取代

另一種稅的效果（Ballentine & Eris, 1975：642-643；Mieszkowski, 

1969：1105），此種分析即是運用了稅收中性（ revenue neutral）原

則，將政府總稅收固定，以觀察稅賦分配效果（ distributional effect）

（England & Zhao, 2005：249；Bowman & Bell, 2008：595；Plummer, 

2010：64）。England 與 Zhao（2005）、Bowman and Bell（2008）與

Plummer（2010）分別以新罕布夏州多佛（Dover）、維吉尼亞州洛亞

諾克（Roanoke）與德州塔蘭特郡（Tarrant）為例，皆假設轄區內總

財產稅稅收不變，模擬將財產稅以地價稅取代後，稅賦轉變之情形，

並將住宅不動產依價位高低分為三群，結果顯示前者住宅不動產總稅

賦增加並具高度累退（ regressive）現象、後兩者住宅不動產總稅賦增

加並較財產稅更具累進（ progressive）效果。  

  本研究應用並延伸差異租稅歸宿分析（ differential tax 

incidence）概念，欲探討在政府財產稅總收入不變之前提下，探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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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為稅基之財產稅」取代「現制財產稅（地價稅+房屋稅）」之

經濟效果。因此，本研究將現制地價稅與房屋稅分離課稅之情形，模

擬兩者合併為一財產稅，並以年租金作為財產稅稅基，於不動產稅賦

分布改變之相對情形。  

  本研究以觀光旅館及辦公大樓作為商業不動產代表，而考慮到觀

光旅館與辦公大樓之商業用途不同，因此在進行模擬分析時，將觀光

旅館及辦公大樓分別進行分析。  

壹、 觀光旅館模擬分析 

一、 觀光旅館模擬過程 

  臺北市共有 44 間觀光旅館，以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旅館營運資

料中「房租收入」為其稅基，先將各觀光旅館地價稅與房屋稅相加得

到財產稅，稱為「現制財產稅」，在 105 年觀光旅館總財產稅不變之

下，以「各旅館房租收入 /總房租收入」為乘數，求得以租金為稅基之

財產稅。以下將「租金為稅基之財產稅」簡稱為「新制財產稅」。因

此，該年度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如下式，其中 X 代表新制財產

稅，L 代表現制地價稅，H 代表現制房屋稅，（L+H）代表現制財產

稅，R 代表年租金。  

Xi = ∑ (𝐿 + 𝐻)𝑛
𝑖=1 ∙ (𝑅𝑖 ÷ ∑ 𝑅𝑛

𝑖=1 )  

Xi：第 i 個觀光旅館的新制財產稅 

∑ (𝐿 + 𝐻𝑛
𝑖=1 )：現制財產稅（地價稅+房屋稅）加總 

Ri：第 i 個觀光旅館的年租金（以民國 105 年為例） 

∑ 𝑅𝑛
𝑖=1 ：年租金加總 

二、 觀光旅館模擬分析結果 

  因為觀光旅館之資料來源為臺灣旅宿網之平均房價，原始租金資

料型態為單位租金，本研究先就觀光旅館之單位租金、現制財產稅、

新制財產稅三者進行敘述型統計，如下表。  

表 21 觀光旅館租金與現制、新制財產稅之敘述型統計 

項目  
105 年財產稅

(地價稅+房屋

稅 ) 

模擬 105 年稅基

為租金之財產稅

(總稅收不變 ) 

單位租金  

平均數  27718379 27718379 31119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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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5 年財產稅

(地價稅+房屋

稅 ) 

模擬 105 年稅基

為租金之財產稅

(總稅收不變 ) 

單位租金  

標準誤  6448912 4051259 45482978 

中位數  6431315 17536089 196875484 

眾數  #N/A #N/A #N/A 

標準差  42777242 26873011 301699946 

樣本變異

數  
1.830E+15 7.222E+14 9.102E+16 

峰度  3.595 2.608 2.608 

偏度  2.047 1.657 1.657 

範圍  172701525 114938320 1290398206 

最小值  746319 594902 6678893 

最大值  173447844 115533223 1297077099 

加總  1219608680 1219608680 
1369239472

7 

數量  44 44 44 

 

  觀光旅館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各旅館

（依現制財產稅由低至高排列）稅基改變前後之稅賦差距如圖 4 所

示。由圖中可知，現制財產稅以申報地價及房屋現值課徵地價稅及房

屋稅，使旅館彼此間財產稅差距懸殊，而新稅制之下，各旅館之稅賦

範圍較現制有明顯集中現象，稅賦負擔亦較為平均，年租金除了更貼

近商業不動產本身之收益能力外，以年租金作為財產稅稅基後，各旅

館間稅賦差異減少，顯示其收益能力差距並未如申報地價與房屋現值

差異如此懸殊，其基於收益所得財產價值較為接近，並使觀光旅館間

不因財產稅負擔不一而阻礙其競爭力。  

  另外，由於臺北市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提高房屋標準單價，其

後取得使用執照者將適用較高房屋標準單價。此類新成屋適用新標準

單價得到之房屋現值較舊標準單價高出許多，因而在現制房屋稅下負

擔極沉重稅賦。在進行財產稅比較時，應注意此差異主要來自現制房

屋稅標準單價差異，可將其視為異常值剔除。因此，本研究將屋齡為

1 年之旅館（台北萬豪酒店）剔除，依模擬分析求得前後稅賦差異如

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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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觀光旅館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 

註：圖中第 47 間旅館新舊制財產稅差異甚大，經查後此間旅館即為今年頻繁躍

登新聞版面之「台北萬豪酒店」，因為臺北市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提高房屋標

準單價，台北萬豪酒店適用提高後之標準單價，因而得到較高之房屋稅。 

 

圖 5 觀光旅館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扣除屋齡為 1

者 

註：扣除屋齡為 1 之台北萬豪酒店 

貳、 辦公大樓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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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公大樓模擬分析過程 

  以世邦魏理仕集團（Commercial Real Estate Services, CBRE）提

供之臺北市共有 152 間辦公大樓資料做模擬分析，首先將租金開價以

租金議價率調整過後，得到單位租金；再將此單位租金乘上臺北市政

府財政單位提供之房屋總面積，求得租金收入。本研究以求得之「租

金收入」為稅基，先將各辦公大樓地價稅與房屋稅相加得到財產稅，

稱為「現制財產稅」，在 105 年辦公大樓總財產稅不變之下，以「各

辦公大樓租金收入／總租金收入」為乘數，求得以租金為稅基之財產

稅。以下將「租金為稅基之財產稅」簡稱為「新制財產稅」。因此，

該年度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如下式，其中 X 代表新制財產稅，L

代表現制地價稅，H 代表現制房屋稅，（L+H）代表現制財產稅，R

代表年租金。  

Xi = ∑ (𝐿 + 𝐻)𝑛
𝑖=1 ∙ (𝑅𝑖 ÷ ∑ 𝑅𝑛

𝑖=1 )  

Xi：第 i 個辦公大樓的新制財產稅 

∑ (𝐿 + 𝐻𝑛
𝑖=1 )：現制財產稅（地價稅+房屋稅）加總 

Ri：第 i 個辦公大樓的年租金（以民國 105 年為例） 

∑ 𝑅𝑛
𝑖=1 ：年租金加總 

二、 辦公大樓模擬分析結果 

  因為辦公大樓之資料來源為世邦魏理仕集團（CBRE）提供，原

始租金資料型態為單位租金，本研究先就辦公大樓之單位租金、現制

財產稅、新制財產稅三者進行敘述型統計，如下表 22。  

表 22 辦公大樓租金與現制、新制財產稅之敘述型統計 

項目  
105 年財產稅

(地價稅+房屋

稅 ) 

模擬 105 年稅基

為租金之財產稅

(總稅收不變 ) 

單位租金  

平均數  21478814 25351079 2012 

標準誤  3433600 3741126 42 

中位數  10502349 15901855 1866 

眾數  #N/A #N/A 1760 

標準差  41488350 45204195 514 

樣本變異

數  
1.7213E+15 2.04342E+15 263687.8 

峰度  57.5 94.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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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5 年財產稅

(地價稅+房屋

稅 ) 

模擬 105 年稅基

為租金之財產稅

(總稅收不變 ) 

單位租金  

偏度  6.7 9.0 1.1 

範圍  413808241 511548308 2540 

最小值  1800144 1432922 1116 

最大值  415608385 512981230 3656 

加總  3135906841 3701257543 293791 

數量  146 146 146 

註：扣除屋齡為 1 之國泰置地廣場 A3、富邦敦南大樓、華南銀行總行世貿大

樓、潤泰松山車站大樓、潤泰松山車站多目標大樓、聯邦大樓佳佳廣場共六棟 

  辦公大樓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各辦公

大樓（依現制財產稅由低至高排列）稅基改變前後之稅賦差距如圖 6

所示。辦公大樓中前 100 間現行制度財產稅較低者，轉換為新制之後

差異不大；然而在現制下財產稅較高者（由圖 6 中第 100 間之後），

其新制財產稅則有變高或變低者，並無固定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圖

中最後一間為現制財產稅最高之台北 101，在控制總稅收不變轉換為

新制後，財產稅仍然提高，此一現象或許可表示現行制度之下對於台

北 101 財產稅計算有低估之虞。  

  另外，由於臺北市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提高房屋標準單價，如

前述原因，本研究亦將屋齡為 1 年之辦公大樓（國泰置地廣場 A3、

富邦敦南大樓、華南銀行總行世貿大樓、潤泰松山車站大樓、潤泰松

山車站多目標大樓、聯邦大樓佳佳廣場共六棟）剔除，依模擬分析求

得前後稅賦差異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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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辦公大樓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 

註：第 151 間與第 152 間辦公大樓現制財產稅金額龐大，其分別為台北 101 與

國泰置地廣場 A3。台北 101 因為樓層數共有 101 層，使現制財產稅遠高於其他

大樓；國泰置地廣場 A3 則是於 104 年 4 月 15 日取得使用執照，適用臺北市提

高後之標準單價，造成房屋稅稅賦過重，與萬豪酒店情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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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辦公大樓稅基改變之稅賦模擬分析（以民國 105 年為例）-扣除屋齡為 1

者 

註：扣除屋齡為 1 之國泰置地廣場 A3、富邦敦南大樓、華南銀行總行世貿大

樓、潤泰松山車站大樓、潤泰松山車站多目標大樓、聯邦大樓佳佳廣場共六棟 

 

參、 成本價格作為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之問題 

  本模擬分析主要是觀察不動產之間相對分配效果，控制總稅收不

變，比較現行制度與新制度之間，財產稅於個別不動產分配模式的改

變。現行制度可能對具備某些特徵之不動產較為有利（或是無法有效

反映具備某些特徵之不動產價值），然而這種因素可能其實並不公

平，因此，本研究假定新制度以租金價格作為稅基較能反映不動產收

益能力，期能藉由模擬分析，觀察到現制的不足。  

  本研究注意到全臺灣最高樓台北一零一在改以租金價格課稅之

後，即使在控制總稅收不變之下，財產稅稅賦依然提高，顯示現行制

度之下的台北一零一財產稅應有被低估之虞。臺灣財產稅為土地與房

屋分離課稅，地價稅與房屋稅稅基均以「市場價值」做為稅基，地價

稅之稅基為公告地價，基本上依地段而異，而房屋稅稅基公式中包含

較多元素，房屋稅公式中計入建材、屋齡、甚至地段等影響因素，因

此本研究進一步思考房屋稅稅基計算方式對於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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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本價值與收益價值作為稅基之比較與思考 

 前面章節介紹財產稅稅基評估可分為市場價值法或年租金價值

法，此為依價值形式所做區分，兩種價值之差異為租金還原率（亦即

資本化率），若市場無投機因素，則市場價值與年租金價值關係將恆

常穩定，不動產之市場價值或年租金價值成固定比例關係，則作為稅

基並無差異（因稅額可經由稅率調整），兩者實際上僅為價值呈現之

方式，近似「度量衡」之單位概念，市場價值與租金價值之間屬於

「形式上不同」。實務上不動產估價，求取價值有三種方式：成本

法、比較法、收益法，此三種估價方法因估價原理不同，成本法適用

於開發或建造不動產時，比較法適用於市場上交易案例多者，收益法

適用於不動產具投資獲利性質者，須依不動產性質選擇適合方法，近

似「成分」之內容物概念，成本價值、比較價值與收益價值之間屬於

「實質上不同」。  

 綜合以上概念，「依收益法求得之市場價值」性質即等同於「年

租金價值」。因此，本研究所欲探討現行財產稅稅制與以租金為稅基

之財產稅稅基之比較，在不考慮兩種價值呈現方式（市場價值、租金

價值）之下，實際上即為「成本價值」與「收益價值」做為稅基之比

較，並以商業不動產為標的進一步思考。  

二、 現行房屋稅以成本價格作為稅基之理論 

  現行房屋稅基為依據「標準價格」核計之「房屋現值」，並依其

耐用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估價方法屬成本法。成本法理

論上將不動產分離（breakdown）為土地與建物，因為實際上市場是

出售權利（ rights）而非土地與建物，此種理論上的不動產分離具有

重要性，其使成本法產生了其他估價方法沒有的問題，像是外部性退

化（ external obsolescence）（The appraisal of real estate，2008：

377）。  

  成本法反映了市場想法（market thinking），因為市場參與者認

為價值與成本有所相關（ relate value to cost）（The appraisal of real 

estate，2008：377）。然而，成本價格不一定能完整反映不動產的收

益能力，因為其中存有企業利潤（Entrepreneurial Profit）。對新建造

並作最高最有效使用的不動產而言，市場價值與總成本價值（土地價

值與建物價值）之間差異，即為不動產的利潤或損失（The appraisal 

of real estate，2008：388）。因此，若成本法計算方式未考慮不動產

之利潤或損失，成本價值將會偏離市場價值，從而無法反映不動產真

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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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本價值作為商業不動產房屋稅稅基之問題 

  基於受益原則，不動產支付地方公共設施服務的費用為財產稅，

而每棟不動產受益高低難以衡量，因此以不動產價值（亦即財產稅稅

基）代表受益程度。各種稅基評估方式，無論是市場價值法或是租金

價值法，無非是在尋求公平性，並能適切反映不動產價值，據此為依

據對不動產受益程度課徵財產稅。依商業不動產之經營獲利性質，其

收益能力隱含著可回推不動產應有價值，可以此反映不動產受益程

度。  

  然而，我國的房屋現值評定，僅簡單以標準單價表計算造價，屬

於「以成本法推算出市場價值」，其計算方式過於簡陋，成本價值無

法適當反映不動產收益能力。依據房屋稅計算公式，首先，相似不動

產間，將因為相同建材之造價相同，以成本法角度之不動產「單位收

益能力」相同，於課稅角度被予以均質化；即使是不同不動產間，如

10 層樓房屋與 101 層樓房屋間，因構造與樓層數不同，僅在標準單價

稍有不同，此差異由成本面推估，應有低估收益能力差距之虞。再

者，成本法概念中視時間為影響價值重要因素，成本價值每年以固定

折舊率折舊，此邏輯下新的不動產比舊的不動產有價值，然而，商業

不動產之收益能力往往與其經歷年數無關。由此可知，以成本法評估

商業不動產之課稅價值有諸多缺失。  

  綜上所述，我國以成本價格作為房屋稅稅基，對於商業不動產而

言，可能產生以下問題：  

(一) 建材：建材相似的不動產，其收益能力相同？ 

(二) 樓層：面積越大的不動產，收益能力越好？ 

(三) 屋齡：同一不動產，隨著時間增加使收益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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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光旅館：影響單位租金因素實證結果與說明 

壹、 模型檢驗 

  模型 2 以觀光旅館單位租金作為應變數，觀光旅館之不動產特徵

（環境因素、硬體設備因素、無形資產）作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分

析。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795，調整後  R-squared 為  0.755，且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

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

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而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不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不

存在異質變異問題。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3 模型 2 之迴歸模型結果 

應變數 

自變數 

Ln 單位租金 

係數值 t 值 P 值  VIF 

常數項 8.375009 44.94476 0.000***  

主建物經歷年數（屋齡） -0.012709 -4.228082 0.000*** 1.566 

是否鄰近捷運 -0.036666 -0.334396 0.740 1.184 

房間數量 0.000159 0.571754 0.571 1.594 

是否有溫泉虛擬變數 0.772787 4.221118 0.000*** 1.410 

是否有游泳池虛擬變數 0.387485 3.794788 0.001*** 1.694 

一般觀光旅館虛擬變數 -0.092181 -0.847465 0.402 1.857 

國際觀光旅館又為 

國際連鎖品牌虛擬變數 0.281889 2.563676 0.015** 1.501 

R-squared 0.795 

調整後之 R-squared 0.755 

變異數分析 F(7,36)＝19.96843*** 

WHITE 檢定 F(25,18)＝1.085690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貳、 變數解釋 

一、 環境因素 

 是否鄰近捷運之虛擬變數無顯著影響，推測係因入住觀光旅館之

旅客不一定使用捷運為代步工具，並且，觀光旅館可能會使用接駁車

等專車接送方式，無捷運亦不影響其可及性，因此周遭 500 公尺內是

否有捷運對於旅館單位租金無顯著影響。  

二、 硬體設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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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齡變數為顯著且負向影響，平均而言，屋齡每增加一年，單位

租金將減少 59 元。推測消費者在選擇旅館時，由於屋齡較大可能設

備較老舊，將降低消費者入住意願，因而反映在單位租金的微幅下

跌。  

  有無溫泉設施與有無游泳池之虛擬變數均為顯著正向影響，擁有

溫泉設施之觀光旅館較沒有溫泉設施之觀光旅館，單位租金將提高

5300 元；擁有游泳池之觀光旅館較沒有游泳池之觀光旅館，單位租金

將提高 2100 元。對於觀光旅館的客群而言，較注重泡湯及游泳等放

鬆休閒活動，故具有溫泉設施與游泳池之旅館將更吸引消費者，消費

者因而願意支付更高房價。  

三、 無形資產因素 

 無形資產因素中，國際觀光旅館又為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之

虛擬變數為顯著正向影響，代表身為「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之

國際觀光旅館較未加入之國際觀光旅館，單位租金將提高 1500 元。

因為特定商標往往代表較佳品質或較專業經營團隊，此種商標溢酬增

加了消費者之信任感，消費者將願意為屬於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

之飯店支付更高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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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觀光旅館：不動產特徵與制度改變實證結果與說

明 

壹、 模型檢驗 

  模型 3 以「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作為應變

數，可依自變數有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3-1（無

單位租金）、模型 3-2（有單位租金）。模型 3-1 實證結果如表所

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370，調整後  R-squared

為  0.268，但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

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

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而由  White 檢定可得

知，其不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不存在異質變異問題。迴

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模型 3-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440，調整後  R-squared 為  0.331，但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線性問題。而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不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

設，也就是不存在異質變異問題。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4 模型 3-1、3-2：觀光旅館之迴歸模型結果 

 模型 3-1 模型 3-2 

應變數 

自變數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常數項 2.082 1.722 0.093*  -0.054 -0.035 0.972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19 0.968 0.339 1.584 0.044 1.959 0.058* 2.163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741 1.026 0.312 2.386 0.838 1.211 0.234 2.397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328 0.485 0.631 1.381 0.144 0.221 0.826 1.406 

建物面積 -4.02E-07 -0.025 0.980 3.471 -6.84E-06 -0.445 0.659 3.613 

土地面積 -0.000157 -1.781 0.083* 3.127 -0.000149 -1.763 0.086* 3.134 

單位申報地價 -1.99E-05 -2.357 0.024** 3.003 -1.90E-05 -2.342 0.025** 3.012 

單位租金  0.0003 2.112 0.042** 2.046 

R-squared 0.370 0.440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268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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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分析 F(6,37)＝3.623815** F(7,36)＝4.034** 

WHITE 檢定 F(26,17)＝1.641341 F(34,9)＝1.436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貳、 變數解釋（以模型 3-2 為解釋對象） 

  對於旅館而言，屋齡、土地面積、單位申報地價與單位租金為顯

著影響。  

一、 屋齡 

  屋齡變數為顯著且正向影響，顯示屋齡愈大者，在新制之下負擔

較多財產稅，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言，屋齡

每增加一年，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為 4.4%。推測其原因，

歷史悠久之老字號觀光旅館在消費者心中具有口碑，消費者將願意支

付較高租金，故新制以租金為稅基之下負擔較高財產稅。  

二、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土地面積愈大者，在新制之下

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言，

土地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為

0.01%。  

三、 單位申報地價 

  單位申報地價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單位申報地價愈大者，在

新制之下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

均而言，單位申報地價每增加 1 元，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

為 0.002%。推測其原因，單位申報地價較高之旅館在現制下被課徵較

高地價稅，然而於新制之下，單位申報地價較高雖可能表示區位較

佳，但並不直接反映於租金價格上。  

四、 單位租金 

  單位租金為顯著且正向影響，顯示單位租金愈高者，在新制之下

負擔較多財產稅，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愈重。平均而言，

單位租金每增加 1 元，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為 0.03%。由

於新制度即是以租金價格作為稅基，因此顯而易見地，單位租金較高

者，在新制以租金為稅基之下將負擔較高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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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辦公大樓：不動產特徵與制度改變實證結果與說

明 

壹、 模型檢驗 

  模型 3 以「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作為應變

數，可依自變數有無單位租金分為兩個子模型，分別為模型 3-1（無

單位租金）、模型 3-2（有單位租金）。模型 3-1 實證結果如表所

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squared 為 0.446，調整後  R-squared

為  0.419，但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

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

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

知，其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

行修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

迴歸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

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

示。  

  模型 3-2 實證結果如表所示，由該表中可得知，此模型  R-

squared 為 0.485，調整後  R-squared 為  0.456，但變異數分析之  F 

值測試結果達到統計上顯著，代表該模型對於應變數具有相當解釋能

力。又自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其彼此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共

線性問題。但由  White 檢定可得知，其拒絕同質變異之虛無假設，

也就是存在異質變異問題，故須進行修正，以得較為穩定之  t 值。

而經過異質穩健之修正之後，原本迴歸模型之係數值並不會產生變

化，便可藉由  t 值的變化來判斷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值在殘差同質

時的顯著性。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5 模型 3-1、3-2：辦公大樓之迴歸模型結果 

 模型 3-1 模型 3-2 

應變數 

自變數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 (新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現制財產稅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係數值 t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P 值-經異質

變異修正 
VIF 

常數項 2.237 5.885 0.000***  1.884 5.063 0.000***  

主建物經歷年

數（屋齡） -0.010 -2.086 0.039** 1.179 -0.005 -0.855 0.394 1.311 

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 -0.298 -2.127 0.035** 1.616 -0.404 -2.682 0.00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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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158 -1.690 0.093* 1.281 -0.138 -1.539 0.126 1.288 

最高級標準單

價虛擬變數 -0.502 -3.870 0.000*** 1.887 -0.513 -4.224 0.000*** 1.889 

建物面積 4.77E-06 3.955 0.000*** 1.800 4.37E-06 3.480 0.001*** 1.813 

土地面積 -0.0001 -5.163 0.000*** 1.484 -0.0001 -5.729 0.000*** 1.730 

單位申報地價 -3.81E-06 -3.193 0.002** 2.048 -4.82E-06 -3.700 0.000*** 2.179 

單位租金  0.0003 2.434 0.016** 2.143 

R-squared 0.446 0.485 

調整後之 R-

squared 

0.419 0.456 

變異數分析 F(7,144)＝16.54385*** F(8,143)＝4.034*** 

WHITE 檢定 F(33,118)＝2.815662*** F(42,109)＝3.210011*** 

註：*、**、***分別為在 10%、5%、1%信心水準下拒絕係數值為零之虛無假設 

貳、 變數解釋（以模型 3-2 為解釋對象） 

  對於辦公大樓而言，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

變數、建物面積、土地面積、單位申報地價與單位租金變數為顯著影

響。  

一、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變數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位於較高街路

等級調整率之街道者，在新制之下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

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言，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每增加 100，

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會減少 40%。推測其原因，原先區位

較好之辦公大樓，在現制之下被課徵較高房屋稅，然而區位較好並未

同等反映在租金上。  

二、 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 

  最高級標準單價虛擬變數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位於較高街路

等級調整率之街道者，在新制之下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

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言，標準單價位於 5840-7360 元區間較

位於 7800-26400 元區間者，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會減少

51%。推測其原因，標準單價愈高者，代表成本價格愈高，在現制之

下被課徵較高房屋稅，然而高成本之辦公大樓並未收到高租金，即屬

成本價格無法反映收益能力。  

三、 建物面積 



臺北市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探討-以觀光旅館與辦公大樓為例 

6-17 
 

  建物面積變數為顯著且正向影響，顯示建物面積愈大者，在新制

之下負擔較多財產稅，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

言，建物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會

增加 0.0004%。推測其原因，面積較大之辦公大樓，因為使用空間較

寬敞，可以吸引愈大規模之企業辦公室進駐，其新增每一平方公尺空

間所帶來之邊際利益，大於該空間之成本造價，因企業喜愛大空間辦

公室而收取較高租金。  

四、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土地面積愈大者，在新制之下

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均而言，

土地面積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為

0.01%。  

五、 單位申報地價 

  單位申報地價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顯示單位申報地價愈大者，在

新制之下負擔較少財產稅，少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較重。平

均而言，單位申報地價每增加 1 元，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

會減少 0.0005%。推測其原因，可能與前述旅館狀況相似，區位較佳

者並不一定擁有較高收益能力。  

六、 單位租金 

  單位租金為顯著且正向影響，顯示單位租金愈高者，在新制之下

負擔較多財產稅，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愈重。平均而言，

單位租金每增加 1 元，多負擔之財產稅占原財產稅比重會減少

0.03%。由於新制度即是以租金價格作為稅基，因此顯而易見地，單

位租金較高者，在新制以租金為稅基之下將負擔較高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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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現行房屋稅制度之下成本價值如其法條規

定內涵，僅反映了房屋之建材、樓層、建物面積等特徵，無從反應不

動產之收益能力；而以租金價值最為稅基時，觀光旅館本身擁有游泳

池與溫泉等娛樂設施將使其價值增加，此種休閒性不動產附屬設施帶

來之價值使其收益增加，屬於新稅制之下被課徵的標的。然而，租金

價值中有部分價值來自無形資產，例如加入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

之觀光旅館，因有名的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代表良好品質或優秀

經營團隊，已獲得消費者信賴，此種品牌所產生之商譽溢酬，並不屬

於不動產本身價值，因而必須將此部分無形資產價值從租金價值中扣

除，以免高估不動產課稅價值。  

  對於觀光旅館而言，若將現行以成本價值課稅改為以租金價值課

稅，對於土地面積較大、位於公告地價較高區之觀光旅館較有利，因

而鼓勵旅館經營者選址時選取較大土地、較高價地段，興建大規模觀

光旅館；而隨著經營時間愈久，旅館營運愈穩定、知名度漸高之後，

財產稅亦將隨之增加，此種政策意涵對於經營初期之旅館業者較有

利，初期收入不穩定時稅賦較低，可降低初期營運成本，進而鼓勵產

業發展。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財產稅稅制改為租金價值課稅，於政策

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觀光旅館，並對經營初期業者有利，對於

旅館產業發展有助益。  

  對於辦公大樓而言，若將現行以成本價值課稅改為以租金價值課

稅，對於街道等級調整率較高、標準單價愈高、土地面積愈大、位於

公告地價較高區之辦公大樓較有利，因而鼓勵辦公大樓經營者選取較

佳建材、興建較高樓層，並且選址時選取較大土地、較高價地段，興

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財產稅稅制改為租金價值課

稅，於政策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可以促進開發者整

合較大面積土地進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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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由於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提高房屋標準單價後，商

業不動產經營者指稱房屋稅稅賦過重難以營利，促使本研究思考財產

稅與商業不動產之關係，以商業不動產之經營獲利特性而言，如何評

估出「適當」的財產稅稅基，因而整理國內外文獻，反芻稅基理論與

價值建構依據，並藉由實證方法輔助以梳理此議題，對於商業不動產

財產稅稅基探討提出以下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商業不動產對國家經濟扮演重要角色，亦是政府財稅收入重要來

源，以民國 104 年為例，臺北市用途為營業用之房屋，其房屋稅占總

房屋稅 51%，過半的比例顯示商業不動產在財稅收入上重要性。對於

企業而言，財產稅為其經營之固定成本，以民國 103 年臺北市 25 家

國際觀光旅館為例，財產稅占國際觀光旅館之營業支出比例介於

0.75%到 9.78%之間，負擔程度不一可能導致其競爭力優劣差異。基

於商業不動產財產稅於政府面及企業面皆扮演重要角色，其財產稅稅

基評估深值探討，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與實證分析得到結論如下：  

壹、 國際上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為市場價值或租金價值，應用於臺

灣其實屬於「成本價值」與「收益價值」之爭。 

  國際上財產稅稅基評估方式，可以分為市場價值法與租金價值

法，此兩種價值之差異在市場無投機因素時恆成固定比例關係，租金

以資本化率即可還原為市場價值，因此作為稅基時，兩種價值之本質

並無差異，政府可以稅率調整稅額。質言之，市場價值與租金價值僅

為價值呈現之方式，近似「度量衡」之單位概念，屬於「形式上不

同」。那麼，孰為實質上不同？實務上不動產估價方式有三種：成本

法、比較法與收益法，成本法適用於開發或建造不動產時，比較法適

用於市場上交易案例多者，收益法適用於不動產具投資獲利性質者，

其估價原理不同，須依不動產性質選擇適合方法，近似「成分」之內

容物概念，成本價值、比較價值與收益價值之間屬於「實質上不

同」。  

  臺灣之財產稅稅制分為地價稅與房屋稅體系。地價稅部分，公告

地價為政府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所求得，似乎較接近比較價值或收益

價值；房屋稅部分，房屋稅基為依據建材、樓層決定之「標準價格」

所核計之房屋現值，並依其耐用年數對價值折舊，屬於成本價值。本

研究探討財產稅稅基，主要以房屋稅角度觀之，現行臺灣之財產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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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以成本法評估之市場價值，回扣到本研究以商業不動產角度出

發，便是現行制度之「成本面之市場價值」，與仿效英國制度之「收

益面之租金價值」兩者差異。綜而言之，臺灣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

之爭，廣義而言是市場價值與租金價值之比較，但層層剖析後，發現

實為「成本價值」與「收益價值」於學理上差別。  

貳、 基於商業不動產經營獲利特性、交易型態與行政便利，不會產

生投機之缺點，並且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商業不動產宜採用收

益面之租金價值作為財產稅稅基 

  估價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均可正確計算出不動產價值，然而

切入之角度相異，會使據以求得之不動產價值有所差異。成本法計算

方式為在建物興建該年度，重新建造相似或相同效用之不動產所花費

之費用，再扣除時間經過所造成價值減損部分，包括實體性損壞

（physical deterioration）、功能性退化（ functional obsolescence）與

外部性退化（ external obsolescence）；收益法則採用公開市場上買賣

雙方合意之租金收益。前者自興建年度起固定模式穩定折舊，近似

「固定價值」；後者每年依市場收益浮動變化，近似「浮動價值」。

那麼，究竟商業不動產之價值，實質面應由內在設備堆砌而成（成本

法）、抑或由外在收益所決定（收益法）？形式面又應採行市場價值

或租金價值？  

  本研究認為可由三個方面考慮：商業不動產特性、交易型態與行

政便利、租金價值優缺點面。首先，依據商業不動產本身特性，商業

不動產存在之意義即是「經營獲利」，其具有固定出租收益，因此商

業不動產價值應由收益所建構，因此採用收益價值較成本價值佳；第

二，依據商業不動產交易型態，其具有穩定租金收益流量，如觀光旅

館每個月都會發布租金收益資料，行政上資料取得方便，無須再進行

估價程序，又其鮮少於市場上進行買賣，因此採用租金價值較市場價

值佳；最後，文獻回顧指出租金價值最大缺點為可能造成不動產低度

使用、鼓勵空地投機（Brown，1928：166；Bahl 與 Linn，1992：

186），然而此種缺點於商業不動產並不會發生，如前述商業不動產

存在之意義為營利，既是以營利為目的，則其無誘因自願性地低度開

發或閒置不動產，因此舉與其追求獲利之目標背道而馳。是故，以租

金價值課稅，除了可得租金價值本身之優點如穩定性高，亦可避開租

金價值常被詬病之效率面。  

租稅課徵必須符合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與第 23 條規定所衍生之量能

課稅原則，而司法院大法官首先在釋字第 565 號解釋指出租稅平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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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

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依租稅平等原

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並於釋字

第 597 號解釋重申：「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

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

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

公平原則。」由此可見，我國釋憲實務已透過憲法第 7 條平等權與憲

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建構出稅捐的實質審查個案基礎，量能課

稅原則於我國稅法制度下已取得實質正當之依據（黃曉薇， 2015）。

除了大法官釋憲說明量能課稅原則之理念，實務上亦有引用量能課稅

原則以輔助判決者，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4796 號判

決：「…復按量能課稅原則雖然無憲法明文，亦缺乏法定定義，惟在

學理上自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七條出發，認為租稅負擔之

衡量應就個人為之（人稅），應負擔之對象為供私人使用之經濟財

（租稅客體），所課者應為收益部分而不及於財產本體，稅後仍留有

可供私人使用之經濟財（稅基），易言之，量能課稅原則在憲法上任

務，為其負擔之衡量應以個人為準，課稅時應保障財產權且平等課

徵…」該判決經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肯認。另外，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 1150 號判決亦引用大法官解釋：「…另

按量能課稅為法治國家稅法之基本原則，租稅負擔應依其經濟之給付

能力來衡量，而定其適當的納稅義務，凡負有相同之負擔能力即應負

擔相同之租稅（司法院釋字第 565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由此可

見，量能課稅原則是法治國家之租稅基本原則，而財產（不動產）可

以反映所有權人經濟負擔能力，故於財產稅之課徵，亦應適用量能課

稅原則，依不動產之實質收益課徵。  

因而，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643 號判決所指出「…

愈能呈現房屋之真正現值者，課稅之稅基即愈正確，愈符合量能課稅

以及實質課稅原則…」，就商業不動產而言，以收益角度較能準確建

構不動產價值。故本研究認為，財產稅稅基之評估，採取租金價值作

為稅基，愈能體現商業不動產之真正現值，此課稅之稅基愈正確，愈

能反映納稅人之負擔能力，從而愈符合量能課稅以及實質課稅原則。  

參、 現行制度僅反映不動產成本面，未反映不動產收益面。而若以

租金價值作為稅基，需扣除無形資產之價值。 

  房屋稅與財產說之稅基影響因素，可分為成本面與收益面兩種因

素，本研究以法規規定之屋齡、標準單價、面積等作為成本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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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位租金作為衡量不動產收益能力之綜合指標，模型 1 迴歸結果一

如預期，現行制度僅反映成本面而未反映收益面。  

  根據前述，本研究認為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應然為收益面之租

金價值，然而美國文獻指出，對於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估價，應將

「商業價值（business value）」從不動產價值中分離出來

（Hennessey, 1993 ; Lesser & Rubin, 1993; Matonis & DeRango, 1993 ; 

Owens, 2000）。模型 2 迴歸結果亦指出加入國際連鎖集團或訂房系統

之觀光旅館，因為品牌所產生之商譽溢酬而使租金提高，此部分提高

之無形資產價值必須從租金價值中扣除，因其並非來自不動產本身收

益能力，故不可以納入財產稅稅基，以免高估不動產課稅價值。  

  併予指明者，模型 2 結果顯示觀光旅館本身擁有游泳池與溫泉等

娛樂設施將使其價值增加，此種休閒性不動產附屬設施帶來之價值使

其收益增加，屬於新稅制之下被課徵的標的。然而目前房屋稅稅制之

中，對於國際觀光旅館具有室內游泳池或屋頂游泳池者，已於稅基採

取百分之 5 的加價率，似有現行制度之成本法估價亦可取代收益價值

之虞？然而，此部分本研究持兩點意見：首先，游泳池對房價之邊際

貢獻是否確實可量化成百分之 5？此部分有待進一步實證研究；再

者，觀光旅館僅為商業不動產中一種樣態，即使觀光旅館可將溫泉、

游泳池等項目列入成本法以加價方式處理，但是其他如同辦公大樓、

百貨公司等商業型不動產不易如此列舉。因此，除非針對各種不同類

型之商業不動產設立不同成本法加價準則，才能使各項設施成本確實

反映到價值上面，惟此舉費時且徒增行政成本，故綜而言之，成本法

仍然難以取代收益法。  

肆、 若財產稅稅制轉變為以租金價值作為稅基，就旅館而言，於政

策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觀光旅館，並對經營初期業者有

利，對於旅館產業發展有助益。就辦公大樓而言，於政策上可

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可以促進開發者整合較大面

積土地進行開發。 

  本研究以模擬分析，控制政府總稅收不變，模擬財產稅改為以租

金價值為稅基後之稅賦分配效果，並將此模擬出之新制財產稅，與現

制財產稅進行差異比較，以「 (新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稅 )/現制財產

稅」作為應變數，探討不動產特徵對於稅制轉變之影響。模型 3 迴歸

結果指出，對於旅館而言，若將現行以成本價值課稅改為以租金價值

課稅時，對於土地面積較大、位於公告地價較高區之觀光旅館較有

利，因而鼓勵旅館經營者選址時選取較大土地、較高價地段，興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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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觀光旅館；而隨著經營時間愈久，旅館營運愈穩定、知名度漸高

之後，財產稅亦將隨之增加，此種政策意涵對於經營初期之旅館業者

較有利，初期收入不穩定時稅賦較低，可降低初期營運成本，進而鼓

勵產業發展。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財產稅稅制改為租金價值課稅，於

政策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觀光旅館，並對經營初期業者有利，

對於旅館產業發展有助益。  

  對於辦公大樓而言，若將現行以成本價值課稅改為以租金價值課

稅時，對於街道等級調整率較高、標準單價愈高、土地面積愈大、位

於公告地價較高區之辦公大樓較有利，因而鼓勵辦公大樓經營者選取

較佳建材、興建較高樓層，並且選址時選取較大土地、較高價地段，

興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財產稅稅制改為租金價值

課稅，於政策上可以鼓勵廠商興建大規模辦公大樓，可以促進開發者

整合較大面積土地進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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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財產稅影響產業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但財產稅之角色、財產稅之

課徵對象及稅基評估層面卻甚少受到重視，學術研究亦以住宅不動產

為大眾，甚少文獻談及商業不動產作為財產稅課稅標的之評估方式，

引發本研究對於商業不動產財產稅課徵之理論基礎釐清，並探討臺灣

商業不動產財產稅稅基之問題與改變可能性。本研究屬於此領域之初

端研究，期待後續研究就此議題進行更深入探討，後續研究建議如

下：  

壹、 研究更多態樣之商業不動產，範圍亦不侷限於臺北市 

  本研究以商業不動產作為探討對象，然而因資料限制，研究範圍

侷限於臺北市 44 間觀光旅館與 152 間辦公大樓，期許後續研究能夠

以更多不同種類之商業不動產為標的，例如百貨公司、餐廳等，並能

將研究範圍擴及全台灣，增加研究廣度。  

貳、 無形資產從財產稅稅基分離問題 

  本研究之模型 2 已指出無形資產確實會使單位租金上升，而此部

分價值不應該被納入財產稅稅基，至於實務上如何將無形資產從租金

價值中分離出來，為較難處理之問題，有待後續研究努力，增加研究

深度。  

參、 法制面問題：採用租金價值作為稅基，應該維持現狀土地與房

屋分別課稅，或是合併課徵財產稅？ 

臺灣繼受大陸法，土地與房屋為分離課稅，目前稅制為地價稅與房屋

稅，而商業不動產採用租金價值之英國法則是土地與房屋合併課徵財

產稅，若臺灣之商業不動產真的改以租金作為稅基，稅制需合併為財

產稅？或是依然維持地價稅與房屋稅，只是兩者稅基均改為租金價

值，然而此處亦遇到租金價值為不動產收益能力之表現，如何區分來

自土地與來自房屋之部分？此為後續政策實行時，必須面對的法制面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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