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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從過去的文獻可以發現行為研究係利用實驗設計對受試者進行觀察、

記錄，而後進行統計上的假設檢定，以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亦採實驗設計

之方式，運用人工直接觀測法6試圖了解受試者的過度自信情形。 

第一節 研究假設 

    就認知心理學的角度來看，有經驗的估價師會因為實務經驗的累積而

產生一套自有的決策方法，例如不依規範進行估價、決定價格等。經驗的

多寡可以年資作為表徵，Diaz（1990b）研究關於學生估價師與資深估價師

對案例選取模式的差異發現資深估價師採用多階段策略，用較具效率的方

式決定適用的案例，顯示估價經驗與決策模式有關。張能政（2004）指出，

較資深之不動產估價師並非以比較案例作為評估價值之參考點，且越資深

之估價人員的價格決定程序有越不符合規範程序之傾向。另外李易璇

（2005）也指出年資兩年以上的估價師價格決定的較早，從這些估價行為

的相關文獻可以知道，不動產估價師的年資多寡的確會在估價行為上有不

同的表現。雖然由心理學上過度自信之文獻並無法得知經驗多寡與過度自

信之關係究屬正向或負向，然而這些經驗多寡表現在估值決定行為上之不

同，極可能是年資較高的估價師存在過度自信情形所導致的。詳言之，較

資深的估價師因對自己的專業判斷深具信心，認為不需要經過完整的估價

作業程序即可得出他所認為正確無誤的估值。（張能政，2004）因此，本文

假設年資高的不動產估價師過度自信情形較年資低的估價師為嚴重。 

同樣地，根據 Diaz（1990a）可知，不動產估價師實際之估價程序會偏

 
6 由實驗者或觀察員對目標行為進行現場觀察，並把觀察所得的反應量按實記載，即為人

工直接觀測法。（許天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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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理論規範程序，張小燕（2005）也證實了國內之估價師實際估價程序不

符合其所設定之理論規範。此也就表示估價師之過度自信，將會導致其認

為不需經過理論規範的完整估價程序仍可準確評估出勘估標的之價值。因

此，本文假定實務上估價程序偏離理論規範之估價師過度自信情形較嚴重。 

    在比較案例資料數量多寡方面。根據 Sieck（2000）的概念，判斷者取

回的模範越多，過度自信情形會越低，將這個觀點套用在比較法估價作業

程序上，意味著當估價師審視越多的比較案例資料時，其過度自信程度將

會越來越低。但由張能政（2004）說明了估價人員的心中有價情形可知，

國內之不動產估價師的確存在著定錨與肯證之現象，也就是說國內之不動

產估價師在選擇比較案例資料上會出現有效性錯覺的情形，而此情形將導

致估價師之自信判斷會隨著案例的增加而提高，但準確性卻不一定會上

升，因而形成像 Oskamp（1965）的結果，也就是受試者資料獲得越多過度

自信越嚴重。因此，基於張能政（2004）指出國內之估價師有定錨與肯證

之現象，本研究假設不動產估價師之過度自信會隨著比較案例數量的增加

而提高。 

    最後，由過去關於過度自信之文獻可知，過度自信將導致人們無法正

確做出決策判斷。此對不動產估價師而言，即是評估價值偏離市場價值，

因此本文假設不動產估價師過度自信越嚴重，評估價值準確性越低。 

   綜合上述，本文建立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年資較高者過度自信較嚴重。 

二、偏離估價理論規範之估價師較過度自信。 

三、估價師的過度自信程度隨著資料的蒐集而增加。 

四、過度自信程度較嚴重者，評估價值準確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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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設計 

本實驗之目的，在試圖了解不動產估價師運用比較法進行估價行為時

過度自信的情形。比較法是以市場上其他類似不動產的交易價格為評價基

礎來評估勘估標的價值之方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十八條規定：「比

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

價格之方法。」其優點是最能夠反映出勘估標的市場價值且相較於其他方

法而言較為簡單。（廖咸興、李阿乙、梅建平，1999）另外，國際評價基準

亦指出，當市場資料可獲取時，比較法是最直接、最有系統的方法。而本

文之目的在研究估價師之過度自信情形，估價師是否過度自信有賴評估價

值準確性與信心判斷這兩個元素來衡量。若估價師認為自己評估價值準確

程度的信心高於實際情形，也就是認為自己估的很準，但事實卻不然，則

該估價師過度自信。而評估價值是否準確，端視其與市場價值間之差距而

定。因比較法之優點在於最能夠反映勘估標的市場價值，且本研究所採用

之實驗標的為電梯大樓，市場資料並不難獲得，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比較法

作為實驗之基礎。 

從估價行為之相關文獻可知，估價師實際的估價行為會偏離規範的估

價程序，因此本實驗將所有受試者分為兩組，一組要求其依照本研究所定

之標準估價程序進行估價，另一組則否，藉以比較兩組估價師過度自信情

形之差異。 

而由以往相關過度自信的研究可以得知，研究者通常是以主觀機率判

斷作為受試者的信心表徵，再以實際答對題目比率與受試者主觀機率判斷

相對照比較，檢視受試者是否存有過度自信。但不動產估價作業，並非如

一般常識問題，或是醫生的診斷行為一樣，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也就是說，

如估價師所估的價格與勘估標的標準值不相同的話，並不能認定該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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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因此，在判斷估價師在估價行為上是否過度自信時即不能採用上述

方法。而由過度自信的定義可知，凡自認為知道的多於實際知道的即屬過

度自信。依此定義，本研究從反向思考，提出「自認誤差值」的概念，該

值即為信心程度的反面表示，例如某估價師對其所估之價格完全沒有信

心，其信心水準為 0，意味著該估價師對此一估定價格的自認誤差為 100％；

反之，若某估價師對其所估定價格有 100％的信心，完全認為該價正確，表

示自認誤差為 0。也就是說，本研究將不動產估價師之信心判斷定義為其評

估價值偏離市場價值之程度，偏離程度越小，信心越高。而後將自認誤差

值與實際誤差值做一比較，若實際誤差值大於自認誤差值，即意味著估價

師對此一估值的信心大於該估值的正確程度，代表著該受試者存有過度自

信情形。 

一、實驗對象 

參與本實驗的受試者為通過國家考試不動產估價師高考或特考及格，

並且擁有兩年以上實務經驗，具有簽證資格之不動產估價師，共計 20 名，

樣本乃隨機抽自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名冊。除了隨機抽樣外，本

實驗亦將所有的受試者平均分至控制組與實驗組，實驗要求控制組的估價

師依照本研究所定之標準估價程序對勘估標的進行估價；反之，不要求實

驗組的估價師依標準估價程序進行估價作業，而任其依實務上估價作業程

序對勘估標的進行估價。 

二、過度自信分數 

過度自信分數（OC）：過度自信之概念為自己認為知悉者多於實際知

悉者，因此本研究採用過度自信分數的計算公式，為實際誤差百分比（E）

減自認誤差百分比（S）。實際誤差百分比代表估價師的評估價值與勘估標

的市場價值之實際差距；自認誤差百分比代表估價師自己認為評估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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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估標的市場價值之差距。過度自信分數為正，代表估價師自認誤差小，

實際誤差大，呈現過度自信；反之，若為負則代表估價師自認誤差大於實

際誤差，呈現自信不足。以數學公式表示為： 

OC=E－S 

其中
*

*
P

PiPE −
=  

P*為勘估標的標準值，就理論上而言應採勘估標的市場價值，然因市

場價值並無法明確知悉，故採用一般研究估值準確性文獻之作法，以勘估

標的實際交易價格作為標準值；Pi 表示 i 估價師之評估價值；自認誤差百

分比（S）由 0 到 100％。例如甲在看完比較案例資料提出的估值後，必須

寫出對此一估值之信心水準，而後再由實驗者將信心水準轉換為自認誤差

百分比（轉換式為自認誤差百分比＝1－信心水準）以計算出估價師之過度

自信分數，此過度自信分數可呈現出每個估價師在實驗中每個階段的過度

自信程度。 

三、設定比較法標準估價程序 

    為驗證國內估價師之實際估價程序是否偏離理論，及印證是否係過度

自信所致，本研究依照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八條7之規定，並參酌實務上

估價程序與實驗需求將比較法估價程序加以修正並定為：（一）確定估價基

本事項與蒐集勘估標的個別資料，包含勘估標的內容、價格日期與估價目

的等；（二）蒐集區域資料；（三）挑選比較案例；（四）運用比較法推算勘

估標的價格。詳細程序如表 3-2-1 所示： 

 

                                                 
7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八條規定不動產估價作業程序如下：一、確定估價基本事項；二、

擬訂估價計畫；三、蒐集資料；四、確認勘估標的狀態；五、整理、比較、分析資料；六、

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七、決定勘估標的價格；八、製作估價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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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比較法標準估價程序 

階段 內容 所需資料 

勘估標的 

價格日期 

勘估標的權利種類 

勘估標的土地資料 

Step1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與蒐

集勘估標的個別資料 

勘估標的建物資料 

Step2 蒐集區域資料 勘估標的區域資料 

Step3 挑選比較案例 比較案例相關資料 

Step4 運用比較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實驗情境（settings） 

    本研究為探討不動產估價師之信心判斷行為，需對實驗的受試者，也

就是不動產估價師的真實估價行為予以掌握，並且使其估價行為能盡量保

持其日常執行業務時之真實行為。為避免受試的不動產估價師因實驗環境

與日常生活實境相去甚遠而無法真實表現出其應表現出之行為，進而影響

到實驗之效度。本研究將以自然情境作為實驗背景，以利受試者反映真實

行為，以增加實驗結果之效度。而為了要讓估價師在進行估價過程時趨近

於現實狀態，因此本研究的實驗地點選在受試者所熟悉的地點，也就是各

估價師本身之所在之事務所。 

    在實驗的過程中為了避免不同觀測員之間的觀測記錄的無法完全一致

的情形發生，因此本研究之觀測員為一人。另外為了避免觀測者在實驗過

程中有意無意的對受試者產生影響，本研究將隱瞞受試者實驗目的，如此

可避免受試者為符合社會期許而表現出的非真實情況。詳言之，若受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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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師知悉本研究乃是在探求估價師是否過度自信，將可能造成其

於實驗過程中刻意壓低其信心判斷，以避免造成過度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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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內容 

    本實驗將所有受試者平均分配至控制組與實驗組，實驗要求控制組依

標準估價程序進行估價作業，並於每階段獲得資訊後，提出勘估標的估值

與信心水準。另外針對實驗組，不要求其按照標準估價程序進行估價作業，

任其依各自平日執行估價業務之習慣任意選取估價所需資料，且不要求估

價師必定要執行所有的估價過程，也就是說實驗組之受試者可以自由決定

資訊取得的數量及順序。但仍要求實驗組估價師於獲得資訊後提出勘估標

的可能估值與信心水準。由於控制組代表的依照標準估價程序進行估價之

估價師（理論上之估價師），而實驗組代表實務上如何執行業務之估價師（實

務上之估價師），藉由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對照可以發現，根據估價理論的估

價師與實務上的估價師兩者在過度自信程度上是否有所差別，進一步探討

其是否符合研究假設，並可由實驗得出過度自信程度與估值準確性間之關

係。 

一、實驗所需材料及其來源 

    本實驗所需之材料項目包括了勘估標的（包含區域、個別資料）、比較

案例實驗說明與答案卷等。 

（一）勘估標的 

本實驗將勘估標的不動產型態設定為住宅不動產，因為商業用等不動

產型態存在著較多不可控制的因素，且對估價師來說，實務上亦屬住宅估

價為大宗，因此本研究設定勘估標的之型態為住宅。就台北市而言，住宅

不動產估價又以電梯大樓型態為最多，其市場上的交易案件量相較於非電

梯大樓（如透天別墅）也較多，因此本實驗決定以電梯大樓住宅不動產作

為勘估標的。實驗對勘估標的要求的資料包括勘估標的區域資料，勘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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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別資料、照片、勘估標的實際成交價格等，資料由勘估標的所委託銷

售之不動產經紀人提供。 

（二）比較案例 

為符合估價之需要，比較案例之型態亦為住宅不動產，本實驗提供 12

個比較案例，比較案例交易資料包含個別不動產地址、成交價格、成交日

期及不動產特徵資料（如樓地板面積、屋齡、樓層、照片等），詳細程度足

以供本研究之需要，資料來源為內政部編印之中華民國主要都市地區房地

產交易價格簡訊，並由實驗者經調查土地、建物謄本和現場勘查加以確認。 

（三）實驗說明頁、資料清單與答案卷 

實驗說明頁主要係向受試者表明該實驗之內容與過程，並且要求受試

者填寫個人基本資料。資料清單記載受試者可獲得的資料項目，在控制組

資料清單編有序號，受試者僅能依序號索取資料。實驗組之資料清單無順

序編排，由受試者自由選取。答案卷在控制組部分主要包含評定估值及信

心水準。在實驗組尚加上檢視何種資料之欄位。 

二、實驗程序 

    實驗開始時首先由實驗者發給受試者實驗說明頁，向受試者口頭說明

實驗，並要求受試者填寫個人資料。個人資料填寫完畢後，實驗者給予受

試者一份資料清單（the list of cues），資料清單上列有估價過程中受試者可

以獲得的資料項目，受試者可以依資料清單向實驗者索取欲使用之資料。

在控制組方面，資料清單上的項目順序是固定的，也就是說控制組之受試

者僅能依清單上之順序索取資料。在實驗組方面，受試者可以自由挑選所

欲獲得之資訊而不需受到估價程序之限制。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以口頭告

知實驗者其所需之資料項目，一次僅能索取一項。實驗者按照次序記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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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的要求，並且給予受試者其所要求的資料。當受試者需檢視其他資料

時，應先歸還資料項目後，才能再向實驗者要求給予下一個項目。實驗者

於受試者歸還項目時記錄其使用的時間後，提供新的資料並開始記錄另一

時間。控制組受試者僅能依清單順序向實驗者索取資料，一次一個資料項

目。實驗組受試者可以自由決定資料項目的順序，一次也只能一個，且實

驗者需記錄資料項目之使用順序及使用之時間。無論控制組或實驗組，受

試者於檢視每階段之資料後均應提出估值與信心水準，實驗者並應盡可能

的紀錄受試者在實驗中的整個決策過程。 

    在選取比較案例的部分，將 12 個比較案例分為四組各三個，每組皆有

三個可比較案例。控制組受試者，必須依照完整的標準估價程序對勘估標

的進行估價，所以必須分四階段檢視所有的比較案例。而實驗組受試者則

會要求第一組案例加以檢查，歸還案例後再思考需不需要檢查下一組，受

試者可以依其需求索取比較案例，不要求必須檢視全部的比較案例。同樣

地，實驗者必須記錄受試者檢視比較案例的時間與實驗過程中受試者所有

的決策過程。 

    為了避免外在因素的干擾影響實驗結果，必須對實驗直接控制。所以

在實驗過程中均由同一實驗者加以記錄，實驗過程中避免所有的言語對話。 

  實驗過程整理如下： 

（一）每位受試者入座後，由實驗者簡單自我介紹並發給每位受試者實驗

說明，要求受試者填寫個人基本資料。 

（二）實驗開始，控制組給予受試者勘估標的基本資料，要求受試者評定

估值及提出信心水準。實驗組則應受試者要求給予資料，要求受試

者評定估值及提出信心水準。 

（三）受試者評定估值及提出信心水準後，交還資料與要求給予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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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料，檢視後提出估值與信心水準，並由實驗者記錄時間。 

（四）重複三。控制組須執行全部流程；實驗組則否。 

（五）向受試者致謝並回收資料及答案卷。 

實驗流程可以圖 3-3-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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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實驗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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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處理 

（一）實驗組受試者之實際估價程序 

    由於本研究並未限制實驗組估價師之估價程序，因此其有可能仍符合

理論規範，與控制組估價師之估價程序相同。故在實驗完成後，首先需要

處理的是檢定實驗組估價師的估價程序是否與控制組估價師之估價程序相

同，也就是檢定實務上估價師實際估價程序是否偏離理論規範。對於估價

程序是否符合理論規範之檢定，可採用之統計方法為適合度檢定8。 

    為進行估價師實際估價程序之適合度檢定，本文根據 Jacoby, Weigl and 

Fisher.（1976）提及的決策次序變遷（solution sequence transition）模式將

估價程序轉換成一套以「轉換值」為基礎之分配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受

試者被要求從一組資料中選擇其所需要的資料，一次僅能蒐集一個資料，

直到做出最終判斷後才停止。而轉換值便是藉由受試者蒐集選取資料的行

為所產生，蒐集這些轉換值並計算出其分配後，便可以此作為適合度檢定

之基礎。 

轉換值的計算方式是以行為發生時的類別碼扣除上一個行為發生時的

類別碼而得，所以 K 的步驟會產生 K-1 個轉換值。而類別中的步驟並無順

序之分，故不會有轉換值之發生。比較法估價程序之轉換值編碼如表 3-3-1

所示： 

 

 

 

 

 
8在統計分析上，對於實際次數分配與理論次數分配是否配合適當，或樣本所來自之母體

為何種型態，皆可利用適合度檢定。（顏月珠，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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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比較法估價程序之轉換值編碼 

類別 轉換值 項目 

-- 勘估標的 

0 價格日期 

0 勘估標的權利種類 

0 勘估標的土地資料 

1 

0 勘估標的建物資料 

2 +1 勘估標的區域資料 

3 +1 比較案例相關資料 

4 +1 決定勘估標的價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依據理論規範程序進行估價行為之估價師其轉換值應為 0,0,0,0,1,1,1；

其分配為四個 0 與三個 1。今若有一受試者僅檢視勘估標的和價格日期後便

決定勘估標的價格，則其轉換值為 0,3；其餘的轉換值則用-4 代替。（因理

論規範程序模型中最大差異值為-3，為區別有使用步驟與未使用步驟之差

異性，故用-4 作為轉換值。）而將所有受試者的實際估價程序行為轉換成

轉換值分配後，便可以與理論上之轉換值進行統計上之假設檢定，以檢視

估價師的實際估價行為是否符合理論規範。 

    在統計分析上對於實際次數分配是否適當可採卡方檢定法或

Kolmogrov-Smirnov（K-S）檢定法進行適合度檢定。（顏月珠，1986）本研

究實驗組受試者僅 10 人，係小樣本之研究，因 K-S 檢定法沒有理論次數必

須大於或等於 5 之限制，且其係以機率或相對次數為依據，檢定效率不會

因樣本大小而失效，故本研究採 K-S 檢定以判斷實驗組與控制組估價師之

估價程序是否有所差異。 

由於控制組受試者所表現之估價程序即為理論規範者，故僅需以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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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樣本檢定法（Kolmogorov-Smirnov one-sample test）加以檢定即可，其

虛無假設（H0）與對立假設（H1）為： 

H0：實際觀察值分配與理論分配相同 

H1：實際觀察值分配與理論分配不同 

    檢定步驟為計算理論分配各階段的累加機率F(x)與實際分配各階段的

累加相對次數S(x)，並且求算各階段理論分配之累加機率F(x)與實際分配之

累加相對次數S(x)差額之絕對值。而後找出K-S檢定法的檢定統計量D，D

＝Max∣F(x)-S(x)∣，另外求出與由樣本大小n及顯著水準α所決定出之臨界

值D(α/2,n)，比較兩者，當D大於D(α/2,n)時，則拒絕H0。（顏月珠，1986） 

（二）兩組受試者平均數差異檢定 

    在運用 K-S 檢定估價師的估價程序是否符合理論規範後，尚須以其他

的統計檢定方法比較兩組受試者在過度自信程度上之差異。由於我們並無

法得知母體中有關過度自信之相關資訊，因此要進行兩組受試者過度自信

差異之統計檢定時需先檢定母體是否屬常態。要檢定母體是否為常態同樣

須利用適合度檢定，因此本文亦採用 K-S 檢定法來檢定母體是否為常態。 

    在檢定母體是否常態後，尚須進一步檢定兩母體變異數是否相同，以

決定應採何種檢定方法來比較兩組受試者在過度自信程度上之差異。若檢

定結果為兩母體變異數相同，則運用獨立樣本 t 檢定來判斷兩組受試者過

度自信之差異。判斷應運用何種檢定方法之流程如圖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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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兩母體變異數未知情形下平均數或中位數檢定方法之考量 
資料來源：顏月珠（1992）、本研究整理 

 

（三）資料多寡與信心判斷、估值準確性之關係 

    要檢定受試之不動產估價師之信心判斷和評估價值準確性是否會隨著

比較案例的增加而變動，所運用之檢定方法會隨著成對差（D）是否屬常態

而有所不同，若經適合度檢定結果成對差為常態，則運用 t 檢定來判斷估

價師之信心與評估價值準確性是否有差異；反之，若成對差非常態，則運

用無母數統計方法中之符號檢定與 Wilcoxon 檢定來判斷。判斷估價師之信

心與評估價值準確性是否會隨著案例增加而變動所考量之統計方法如圖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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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兩成對樣本平均數或中位數檢定方法之考量 
資料來源：顏月珠（199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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