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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探討個別估價與大量估價準確性前，先探究兩者的特性及影響因素，再

比較兩者的準確性。因此，本文先介紹國際標準對於個別估價與大量估價

的定義，明確化兩者的概念。而後，透過估價行為學的研究，找出真實環

境中不動產估價師的真實估價行為，及可能影響估價程序的因素。並藉由

相關的個別估價準確性研究，歸納出個別估價的特性。另一方面，簡介建

立大量估價的模型工具，說明大量估價並無絕對最佳的模型工具，必須視

資料庫的特性及發展環境的條件來決定建立的模型種類。故以不動產資訊

中心的研究為研究基礎，找出最適用本研究範圍的模型工具，以建立本研

究大量估價的代表模型。 

第一節 個別估價專業能力與實際估價行為 

先藉由估價準則及法令規定探究不動產估價師及標準估價程序的定

義，以檢視估價師的專業能力的組成因素及所面臨的估價任務。再者，藉

由估價行為學的相關研究探究估價師實際的估價行為，及影響估價行為的

各種因素。經由以上的整理，比對實際的估價行為是否會偏離專業能力的

範疇。最後，整理出個別估價準確性的各項標準及分析方法，歸納出個別

估價的準確程度，做為審核個別估價專業能力的另一標準。 

 

壹、 個別估價專業能力 

依國際估價準則(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IVS)的定

義，專業估價師必須擁有專業的財產知識，並了解市場參與者的互動。藉

著使用客觀性描述，判斷買方與賣方資產在市場中最有可能的價格，避免

不等值的估價產生。反映出不動產估價師的專業能力，是建立在完成不動

產估價程序所需的估價技術及市場分析。估價程序是估價師為了滿足客戶

需求，從確認問題到使用各種的估價技術到得出價值類型結論的系統架

構。因此，估價程序的呈現，可做為計算其他價格的架構基礎，也反映了

有關價值的態度、信念、技巧及方法。因此，由不動產估價的程序可探求

出不動產估價的專業能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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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估價準則的標準估價程序(圖 2-1)可發現，蒐集資料(蒐集及篩

選比較案例)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步驟。Dell(2004)認為雖然自動估價系統在

美國的需求不斷上升，但不動產市場仍須要真實的眼力及聽力(real eyes 

and ears)，也就是仍須估價人員針對市場的變化及勘估標的的鑑定。故可

知估價師的專業能力除了本身的估價技術外，對於市場的敏感度及資料蒐

集、比較案例的挑選及財產鑑定都是構成不動產估價師專業能力的內涵。 

 

再者，依據不動產估價師法第一條、第五條及第二十條對於不動產估

價師的資格及開業之規定，不動產估價師必須通過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

並領有證書者，且需有兩年以上估價實務經驗並領有開業證書才可以開

業，並在取得開業證書四年內完成三十六小時的專業訓練後才可更新證

照。由此可知，國內十分重視不動產估價技術及估價實務，藉著相關課程

的訓練，不斷更新改進估價技術及保持對市場的敏感度；而不動產估價師

就是藉由上述的實務經驗來更新並回饋(feedback)1不動產估價的知識，這

種認知便構成了不動產估價師專業能力的重要因素之一。 

 

Diaz、Gallimore and Levy(2004)比較美、澳、英三國估價師的估價

程序發現，估價文化與資訊取得的差異，會影響估價師的價格決定與比較

案例的重視程度2。Quan and Quiley(1991)提出一般市場參與者的不動產

交易經驗較少，造成他們在特定時間內只觀察到少數的交易價格。在越缺

乏資訊及比較案例的情況下，完成估價任務就必須借助於對市場的敏感度

及專業經驗，也表示可借用模型或數量模型的程度越低，倚賴不動產估價

師的專業能力及經驗的程度也越高。就國內不動產市場情況來看不動產估

價師專業能力的形成情況，張能政(2004)認為國內不動產市場資訊透明度

不足，不動產資訊的數量也顯不足3，導致不動產專家的形成不易，大幅提

昇一般民眾對專業不動產估價師的需求。相對地，不動產資訊不足也會影

響及限制估價師的估價作業。 

 

 

 

 

 

                                                 
1 亦即從實務經驗中所獲得的經驗加以轉化為自己認知，並將這樣的認知傳達到既有的認

知中，成為自身認知的一部份。 
2 美澳估價師由於估價文化接近，且較容易取得所需資訊，因此會檢視較多的比較案例資

料；此外，也證明較遵守估價程序的估價師會花較多時間在價格決定上及檢視比較案

例資料上。 
3 價格簡訊是台灣官方收集房地產交易價格的成果，每年的價格簡訊均有 11,000 件，但

實際房地產交易案例至少為 30 萬件以上（財團法人台灣不動產資訊中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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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不動產估價程序圖 

資料來源：IVSC(2005)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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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估價行為學研究 

在財務行為學中，市場參與者會受心理因素與經驗法則影響所參與的

市場活動，此因素稱為經驗法則偏誤；而應用在不動產估價行為學中的主

要三項為：(1)易獲性偏誤(availability heuristic bias)：人們對於較

容易聯想到的事物，會誤以為發生的機率很高，這使人會無法擺脫經驗法

則； (2)代表性偏誤(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bias)：會以自身的

刻板印象作為抉擇的基礎，故可能會忽略到整體且重要的資訊 ；(3)熟悉

度偏誤(familiarity bias)：人員會以較熟悉的工具而非是較佳或較重要

的工具。 

 

當市場資訊無法取得或稀少時，不動產估價師依靠本身的經驗與捷思4

（heuristic）進行估價，使估價程序或估價行為產生偏誤，產生偏誤的因

素及影響便是估價行為學的研究主軸。估價行為學點出了估價師在執行估

價業務時，因本身因素或者外在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誤。然而，這些捷思

卻也幫助估價師完成估價業務並解決所遇到的外在的市場問題。因此，這

些估價行為偏誤也是個別估價行為的一部份，故本研究擬藉由估價行為學

說明實務上可能產生的估價行為偏誤，並以影響估價程序的內在因素作為

分類的變數，也點出影響估價人員專業能力的外在負面因素： 

 

一、不動產估價師本身因素： 

（一）熟悉程度 

就估價業務的熟悉程度做為探討的情境，以估價地區做為熟悉與否的

變數者有 Diaz(1990a)與張能政(2004)，張小燕(2005)5則是以估價標的來

做為熟悉與否的變數；Diaz(1990a)與張小燕(2005)透過實驗觀察法均得到

相同的結論：不論熟悉與否，都會顯著偏離了標準的估價程序，但其估價

程序與模型卻是一致的。張能政(2004)則是發現在交易不透明的市場環境

下，估價人員會習慣先瞭解價格的其他參考點，再找尋比較案例加以佐證，

也就是估價程序偏誤中的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熟悉程度的不

同的確會產生肯證偏誤。上述的實證結果均證實，不論熟悉與否，都會偏

離標準的估價程序。 

                                                 
4 Bloom and Harrison(1978)認為從經驗理論來看，初學者解決問題的方式是過去學習的

規範著手；而專業者則靠過去實務上經驗產生的潛意識行為解決問題。而所謂的潛意

識行為讓專業者自然產生解決問題的步驟，此行為模型是比較具彈性的。經驗法則所

產生的認知，可能會建立一套簡化程序的模式，稱為捷思。 
5 分別隨機挑選 20 名估價師公會之估價師與地政系之高年級學生，並以財產類型-電梯大

樓(常見)、透天獨棟(少見)做為變數因子，利用過程追溯法及決策次序變遷將估價人

員處理資訊的過程轉換乘數字並進行統計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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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資 

在估價程序最初的挑選案例實驗上，Diaz(1990b)發現資深的估價師與

學員估價師所採取的比較案例有所差異，資深估價師在選取比較資料時也

明顯少於學員估價師。國內張能政(2004)與張小燕(2005)也透過直接觀察

證實 Diaz(1990b)的論點，學員估價者與資深估價人員在選取交易案例的

本質有顯著的差異，學員挑選案例多於資深估價人員，且深入發現初學者

由於沒有實務經驗及市場的敏感度，操作過程中會出現無法辨別屬性真偽

等，挑選案例沒有一致的準則且挑選的數量較多；此外，資深估價人員則

是因為對於價格掌握度較佳且熟悉於作業程序，對於比較案例的重視程度

較低。 

 

以估價人員的年資為變數來探討是否會影響到估價程序，張能政(2004)

發現不論資深或學員估價人員的估價程序都會產生偏誤，但資深估價人員

偏離程度大於學員估價人員；李易璇(2005)以問卷方式調查估價人員在估

價程序中的價格決定點，標準的估價程序中，價格應該是在估計程序最後

的步驟才決定，價格決定點越早表示脫離標準估價程序的偏誤越大，且不

確定性也越高。實證結果發現：年資在兩年6以上、事務所規模越大其價格

決定點越早，推估可能是經驗累積較多，大規模事務所則是較小規模事務

所取得較多的非比較案例資訊及資源7。 

 

（三）不確定性 

Diaz(1997)及 Diaz and Wolverton(1998)以實驗探究估價人員是否會

受之前的估價影響，Diaz(1997)是先給予不同專家的估值，去測驗自身的

估價是否會受到影響。結果發現在不熟悉地區的估價人員的確會受到之前

專家估值的影響；Diaz and Wolverton(1998)則是請估價人員進行兩次的

估價動作，發現估價人員會受到之前自己的估值影響。估計結果受到過去

估值經驗影響，所呈現出價值更新的幅度少於市場真實的價值變動情況，

便是再估價平滑(appraisal smoothing)。Cole(1988)及 Geltner(1989b)

認為再估價平滑發生因素之一是由於重複估價時間過短，而

Geltner(1989b)、Quan and Ouigley(1991)皆認為在面臨市場的不確定時，

估價人員信心不足，因此以之前的估值為基礎再加上以成交案例為參考，

才會產生落後市場循環的情況。 

                                                 
6 但年資若再加以區分為 5年與 10年，則無顯著的差異。 
7 估價事務所規模較大的估價人員數量較多及年資較高，彼此間互相交流估價意見進而造

成影響估價人員對於估值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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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影響因素 

估價人員在進行估價任務時，委託者、客戶所給予的資訊會影響估價

估值的定位，也造成了估價程序的偏誤及估價獨立性的破壞。Levy and 

Schuck(1999)透過深度訪談，發現估價人員認為委託者會以不同方式來影

響估價者的估價結果。汪駿旭(2005)以郵寄問卷與深入訪談的方式調查估

價人員在估價業務中客戶給予壓力的潛在因素、方式與受影響程度。調查

發現因為業務壓力的關係，不動產估價確實存在著預估制度，雖然預估不

一定會直接影響估值，卻會影響到估價人員的獨立性及估價程序。此外，

客戶壓力及環境因素不同造成南北地區估價師認知的差異，北部估價事務

所對於估價師標準較嚴苛；且南北的業務種類不同，南部估價人員所承受

的客戶壓力較小。 

 

此外，Northcraft and Neale (1987)及 Black and Diaz(1996)皆利

用實驗設計，針對不動產議價及協商過程中，開價(asking price)會影響

到估價的定位，實證結果皆認為不論開價高低都會影響估值的定位而產生

偏誤。 

 

一般探討估價行為學是以行為偏誤的現象作為區分，其實估價人員本

身的特質及外在的影響，都會影響到表現在外的估價行為，進而可能產生

估價行為的偏誤。如開價、議價會影響到估價人員的估價定位，再影響到

估價人員對於估值的調整。此外，估價行為偏誤是彼此關連，一般都獨立

討論造成再估價平滑的因素；由於再估價平滑也是以先前的估值做為定

位，而調整過少，故再估價平滑偏誤其實也包涵了定位與不足調整的偏誤。 

 

另一方面，再估價平滑是代表性偏誤的表徵；然而，估價人員在面對

不確定性時以自身的估值或可獲得資訊作為再估價基礎，也可視為是熟悉

度偏誤。由此可知，估價人員所處的估價環境-外在的刺激及本身的經驗法

則都會影響估價程序，進而產生估價行為偏誤。估價師本身及外在因素、

估價行為偏誤及經驗法則偏誤是環環相扣，由此可知估價行為包含了許多

複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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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可發現國內外估價人員的估價行為偏誤是大致相同

的，也證實了資深估價人員與學員估價人員經驗上的差異所產生的估價效

率性與市 場敏感度，投射在估價程序的不同。不論標的種類、地區熟悉程

度的差異，估價人員都是以一致的準則進行估價程序，顯示估價人員由經

驗產生了系統性的捷思，並藉以解決估價時所面臨的困難。因此，不動產

估價師在估價程序上確實存在著捷思，雖然捷思會簡化估價程序可能造成

估價程序上的偏離，卻不一定會影響估值的正確性，故捷思也是不動產估

價師的專業能力之一。 

 

參、個別估價之準確性 

Loans (1988)、Matysiak and Wang(1995)與 Blundell and Ward(1999

以投資財產資料庫(Investment Property Databank)具有交易價格與兩個

事前估價的報告去探討個別估價的不確定性。其中，Loans (1988)將交易

價格與事前估價作迴歸分析，實證結果判定係數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2R  8)為 0.93，也就是說，93%的事前估價可以解釋交易價

格。 

 

此三個研究都在探討個別估價的時間落差(time lag)問題，三者實證

結果(表 2-1)可看出在交易價格±20％差異範圍內的命中率大都維持 70%以

上；±10％差異範圍內的命中率則在 30%~50%之間。 

 

Matysiak and Wang(1995) 同樣在探討時間落差的問題，發現超過二

分之一樣本的事前估價高於交易價格的 22%。然而，Blundell and 

Ward(1999)研究發現平均的事前估價低於平均交易價格 7％，當景氣上升

時事前估價會落後於交易價格的偏誤為 3%。前者認為估價人員在景氣上漲

的市場及空頭市場易發生高估的情形；而後者顯示了估價人員低估了財產

的市場價值。上述的研究結果都顯示了估價人員的事前估價無法完全反映

出財產的市場價值與真實價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上述研究都採

用相同的資料庫來源，但資料樣本是包涵了不同的時間範疇、數量及事前

估價的時間9，所得出的實證結果也因此產生差異。 

 

Brown、Matysiak and Shepherd(1998)也是使用投資財產資料庫所提

供的年指標，探討估價的不確定性。不同於前三者研究，該研究是以總估

                                                 
8 判定係數：代表迴歸方程式的解釋能力(徐銘傑、張子傑，2003)。 
9 Drivers Loans/IPD(1988)事前估價與財產交易的時間落差平均約為9.7個月、並在1990

年更新(1982-1988)更擴充資料為 2,384 筆、1997年擴充(1988-1995)為 8,500 筆。

Matysiak and Wang(1995) 、Blundell and Ward(1997)所選用的事前估價資料的時間

落差皆約為 3-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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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平均值作為比較標準，研究結果發現，以十年為研究範圍的命中率會

低於研究範圍為十五年的命中率，表示投資者長期持有資產可解決估價中

的不確定性；此外，實證顯示 1/10 的機率估值會落在平均估值的± 5%之
間，有 1/5 機率會落在平均估值的± 10%。 

 

Hutchison 等(1996)則是使用公部門的 466 件財產評價報告，並以估

值的平均值為標準，得到實證結果變異數為 8.48%、標準差為 6.5%，落在

平均估值± 10%為 69%、落在平均估值± 20%為 90%。 
 

表 2- 1 個別估價準確性之表現 

命中率  

±5% ±10% ±15% ±20%

命中率之

標準 
資料來源 樣本數

資料時間範

圍 

Matysiak and 

Wang(1995) 
 30% 55% 70% 交易價格

投資財產

資料庫 
317  1973-1991 

Blundell and 

Ward(1999) 
 50%  85% 交易價格

投資財產

資料庫 
747 1974-1900 

Loans/IPD(1

990) 
 30%  67% 交易價格

投資財產

資料庫 
2.384 1982-1988 

Brown 、

Matysiak and 

Shepherd 

(1998) 

10% 20%   
估值平均

數 

投資財產

資料庫 
12,302 1980-1995 

Hutchison 

等(1996) 
 65%  90%

估值平均

數 

財產評價

報告 
466 1995 

 

 

除了以命中率及敘述統計作為分析，Brown(1985)取得 1975 到 1980

年間，同時具事先估價與交易價格的 29 件財產為研究樣本，以交易價格與

估值進行迴歸分析，實證結果 2R 高達 99%，表示 99%的估值可以去解釋交
易價格，並以此解釋公開市場中理性的個別估價結果。另外，Morgan(1993)

則是取得 120 件具有兩個不同專業估價(事務所)的財產，並把研究重點放

置於兩個不同估價之間的關連，以敘述統計作兩者的差異分析並結合迴歸

分析去探求兩者之間的關連性。實證結果 2R 為 0.98，標準差為 12%。而此
資訊也透露了一件有趣的現象：儘管估價人員不同，卻估算出相近的估價

結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作者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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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 可看出各研究所得出的預測準確性不甚相同，因牽涉到事前

估價與同步估價、還需考量到估價與交易時的市場變化，再加上做為命中

率標準不同，導致各相關研究的實證結果不同。故可得知在探討到個別估

價的準確性時，除了分析資料選用外，對於時間及市場景氣的變數仍須加

以仔細考量。藉由上述的量化分析方法，證實個別估價中的事前估價確實

是存在著不確定性。然而，Brown、Matysiak and Shepherd(1998)卻認為

估價的不確定性並不能代表估價不具有效率，不同的估價意見可以鼓勵財

產市場的發展10。就以上實證結果，可發現個別估價的在以 20%區間為範圍

的命中率皆有達到 65%以上、最高者達到 90%。此數據結果證明個別估價達

到一定程度的準確性。雖然個別估價是個人主觀的產物，但由於不動產估

價的專業，使得不同估價人員對於相同財產的估值極為接近，實證結果也

證實了個別估價的估值結果仍具有客觀性，也反映了個別估價的專業能力。 

 

綜合以上可發現，估價師平時累積的估價經驗會不斷的更新並回饋到

估價知識裡。接受委託業務時，面臨到外在或內在影響因素時，若無法以

正常的標準估價程序解決估價問題時，可能會以簡化估價程序的估價行為

進行作業、或系統性的捷思解決面臨的問題。儘管，不能判定實際的估價

行為是否會影響估值的準確性。然而，我們可發現不同估價人員的估值結

果卻是相似的，表示個別估價的估值並不是主觀的產物。此外，可發現在

20%的誤差範圍下，個別估價的命中率均有 65%的水準，甚至可高達 90%，

顯示個別估價的準確性已達一定的程度。故，實際的估價行為仍具客觀及

準確的專業表現。 

   

 

 

 

 

 
 

                                                 
10 Brown、Matysiak and Shepherd(1998)認為估價是對未來期望價值的折現，不同的估

計人員對於價值的期望不同會有不同的估價意見。若是所有的估價結果都是相同，則

市場中的買方賣方不能賺取價差，並沒有交易的動機。因此，不同的估價意見可以鼓

勵市場中的參與者進行交易，有助於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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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量估價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本研究首先以大量估價的定義探究大量估價之特性，並回顧運用於不

動產估價的各式模型工具後。藉由國內外相關研究，找出最適於本研究資

料的模型工具，做為本研究建立大量估價模型的基礎。 

 

壹、大量估價之內涵 

國際不動產評價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ssessing 

Officer，IAAO)將大量估價定義為：在給定的日期，利用標準化程序與統

計檢定對一群不動產進行系統性的估價。由該定義可知，大量不動產財產

的資料及模型發展是影響大量估價準確性的主要關鍵。而專業評價執業統

一準則(The Uniform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Appraisal Practice，

USPAP )提供發展大量估價模型的工具如下： 

 

一、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MRA） 

此分析方法是以特徵價格為理論基礎，將財產的各種資料投入複迴歸

中，藉由算出個別特徵的係數值來判定該特徵對於價格的貢獻，並依標的

財產的特徵變化求出估值。複迴歸的可獲得性高，是使用歷史最為悠久且

最為廣泛使用的分級工具。但複迴歸的準確與可信度是基於複迴歸假設條

件11，使用複迴歸的大量估價要先通過適合度檢定（goodness of fit test）
12。 

 

二、類神經網路（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 

類神經分級模型可同時符合線性與非線性。使用者輸入各變數的權重

後（係數），電腦會自動將誤差最小化及調整（修正）權重，並以十分精準

的公式估算輸出結果。類神經網路只要進行訓練和取得新資訊後，便會自

動＂學習＂，可用於不確定性高且複雜的資料，而複雜的學習也意謂類神

經網路高度的準確性，是近年來最大量使用在不動產估價的分級模型工具。 

 

三、時間序列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 

此法可求得在一段期間內衡量循環變動、隨機變動、季節性變動和長

期的趨勢，並可利用此分析來發展乘數或指數，以更新修正現有估值或不

同估價日期的交易價值。 

                                                 
11 完整而準確的資料、線性、加法、誤差常態分配、變異數殘差隨機分配、無自我相關

和樣本具代表性。 
12 由於迴歸對於母體分配有基本假設，適合度檢定是用來檢定母體分配的假設是否存在

的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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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賦評價模型（tax assessment value model） 

在某些合理預測的情況下，稅賦機關的報告價值都是根據現今市場價

值做變動，可利用稅捐報告來模擬現今市場價值，因此稅賦評價模型的準

確性，應建立在全國一致的評價（assessment）標準上；並且，只要符合

國際不動產估價協會標準的評價（assessment）則可做為市場價值的依據。 

 

由表 2-2 可看出大量估價所使用的模型類型與特色，由於模型種類內

容及優缺點皆不同，無法主觀去判斷最優良的大量估價模型種類。因此，

本研究藉由相關的國內外不動產大量估價模型研究，深入探究準確度最高

及最適用於國內資料的大量估價模型。 

 

表 2- 2 大量估價模型種類之優劣 

使用工具 優點 缺點 

 

 

複迴歸 

1.內含適合度統計 

2.軟體可獲得性高 

3.廣泛適合的分級模型、教育

網路和可信價值 

1.使用者需要較高的統計知識

2.準確性受限於假設條件 

3.資料庫必須達到樣本的規模

4.若無改變資料很難去測量變

動性和非線性的市場趨勢 

 

 

 

類神經 

網路 

1.訓練完成，在取得新資訊後

會自動＂學習＂ 

2.可辨別、調整以適應資料中

複雜、模糊或資訊模式 

3.可用來改善資料的品質 

1.所有複雜性都在隱藏層

(hidden layer) 

2.輸出階段缺乏明確的模型結

構 

3.需小心操作資料分析與模型

結構 

4.連接不動產估價的研究有限

5.電腦權限與軟體投資問題 

時間序 

列分析 

1.建立指數及趨勢後，可在出

售時間的點上作價值修正 

1.時間結構延長會降低可信度

 

稅估價 

值模型 

1.資料取得方便 1.市場價值與稅估價值必須一

致 

2.其他資訊和當地估價資訊貧

乏時，必須謹慎使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專業評價執業統一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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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量估價之準確性 

大量估價所使用的模型種類眾多、加上各模型的特性不同，如類神經

的輸出結果需要轉換過才會得到一般的數量估值。模型本身特性的高度異

質性，再加上研究目的的不同、所選擇的樣本及預測能力指標也會隨之不

同。 

 

 經由上述介紹，可得知影響大量估價預測能力的主要關鍵，在於樣本

資料庫及模型發展的技術。若樣本挑選的條件不同，會使模型發展的樣本

資料不一致、進而影響到大量估價模型的預測能力。故在不同的研究目的

下直接比較大量估價模型的預測能力似乎不妥；因此，在探究大量估價之

準確性時，以同一樣本資料做為建立模型資料庫，研究各模型間的預測能

力之文獻，做為比較模型準確性的基礎較不失公正。 

 

不動產資訊中心(2004)為得到最適用於國內資料、達到最佳預測的大

量估價模型，運用內政部價格簡訊與透明房訊雜誌社之資料，使用 ArcView 

8.3 以座標轉換距離做為空間特性資料，並以 2001年到 2003年台北縣市

為研究範圍進行傳統特徵價格、線性結構、類神經網路、半參數模型進行

測試。研究結果(表 2-3)顯示，台北市價格簡訊是以特徵模型表現最優，

在± 20%範圍內最佳的命中率高達 89%；台北縣則是半參數13模型，平均在

± 20%範圍的命中率的命中率為 75%左右。 

 

比對表 2-3 中台北縣各模型的預測情況，可發現台北市資料以特徵價

格模型(複迴歸模型)預測能力最佳，故作為本研究建立大量估價的模型工

具；此外，比對台北縣資料可發現特徵價格模型與其他模型的預測能力差

異極大，在± 20%範圍的命中率僅在 30%上下，預測能力不及半對數模型的

一半，再加上各模型的預測能力差異極大，推估可能是因為台北縣的資料

本身品質差異較大。因此，本研究在建立大量估價模型時，除了建立適用

於國內資料的模型外，也必須仔細且謹慎的處理樣本資料，將可能誤導模

型的影響值去除，在複迴歸模型建立上，也需要藉由殘差分析來檢視模型

建立是否適當、變數是否有轉換的必要。 

 

                                                 
13 台北市法拍屋資料以半參數模型表現最佳，若加入空間特徵則是特徵表現最佳、台北

縣則是以類神經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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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台北縣市各模型預測指標 

模型種類 特徵價格模型 類神經網路模型 半參數模型 

 5% 10% 20% 5% 10% 20% 5% 10% 20% 

90年 25% 42% 89% 22% 45% 72% 21% 41% 74% 

91年 26% 49% 87% 17% 36% 66% 72% 17% 36% 

台
北
市 

92年 24% 52% 77% 19% 38% 69% 16% 35% 67% 

90年 9% 18% 33% 24% 48% 76% 30% 48% 78% 

91年 9% 15% 35% 23% 45% 77% 26% 48% 80% 

台
北
縣 

92年 8% 17% 32% 25% 47% 78% 27% 48% 7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不動產資訊中心（2004）

樣本範圍 
命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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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別估價與大量估價比較之文獻 

由於個別估價的報告取得較為困難，加上個別估價與大量估價的差異

甚大，要收集到兩者資料並建立起適用模型是需要相當的時間與技術，因

此兩者比較的相關研究十分稀少。CATC(Collateral Assessment and 

Technologies Committee,2005)為了探求 AVM 的表現情況，比較個別估價

與大量估價14。其以 1977年到 2005年超過 300 萬件房屋貸款交易記錄，比

較交易價格與個別估價的估值，實證結果發現 97%的個別估價皆等於或高於

交易價格。此報告認為個別估價皆高於交易價格，乃因估價人員的道德風

險，為配合業務或者是受到委託者的壓力而高估勘估標的。 

 

報告中高估的現象，正好可與估價行為學對話：當勘估標的已有個別

估價的估價報告記錄時，估價人員對於價值的再調整幅度不大，符合了再

估價平滑現象。此外，Havard(1999)曾對估價學科的大學生作實驗，發現

實驗對象願意將低價調整至高價，但不願意將高價調至低價。 

 

雖然報告中顯示 97%的房屋貸款交易記錄等於或高於交易價格，然而本

研究再深入計算，可發現在個別估價結果落在交易價格上下 10%範圍內的數

量高達 95%，也就是說個別估價在 10%的範圍內的命中率高達 95%，AVM 的

實證結果命中率僅達 77%。Fisher(2002)認為 AVM 估價模型存在著系統風

險，當模型建立所使用的資料無反映市場情況時可能會高估於價值類型。

也就說，當模型是屬於上漲的趨勢時，所估計的價格也會不斷上升，若此

時市場暴跌，AVM 所估價的價值仍是以模型內的趨勢估算而無法反映真正的

市場價值。 

 

另一方面，就估價人員的道德風險方面討論，Gwin and Maxam(2002)

利用數學模型，探討隱藏資訊及道德風險賽局的課題，認為獨立且專業的

估價師利用主觀判斷，在不動產市場中可以保護買賣雙方，降低詐欺及投

機風險，此現象可能是柏拉圖效率改善。多餘的管制與精密的數量模型反

而限縮了主觀的判斷運用，會減少交易利益。故可看出該學者認為估價師

的主觀是專業的一部份；此外，高獨立性且不受客戶影響的估價環境，對

於一個專業的估價人員是十分重要的，加上估價程序中隱含了許多重要的

因素，CATC(2005)單就道德風險而推估值過高似乎太過武斷。但也可看出

國外發展大量估價之機構，並不認同個別估價的客觀性及獨立性。因此，

                                                 
14 AVM 本身是大量估價的一種，且在兩者比較的研究有限情況下，此份報告仍適用於本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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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設計裡將影響估價獨立性的負面因素，如客戶影響及透露不適資訊等

因素剔除，使估價人員進行估價時不受干擾，將個別估價的獨立性最大化。 

 

綜合以上對大量估價及個別估價的討論，可知大量估價必須依樣本資

料的特色來選擇適用的模型工具；個別估價可能不會依照標準的估價程

序，但無法斷言偏離標準估價程序就一定會造成估值的偏誤。因此，就國

內不動產資料的高異質性、資訊流通及取得皆不足的情況下，必須小心的

處理大量估價的模型建立及個別估價的估價作業，故本研究以國內研究做

為大量估價模型及個別估價資料處理的基礎，可得出以下的結論： 

 

壹、大量估價之代表模型 

Fisher(2002)認為 AVM 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在市場景氣變化時無法反

映出實際的價格變化。大量估價為什麼無法即時反映市場的變動？此牽涉

到資訊與模型的課題，因為建立模型的資料庫中，沒有最新變動的資料或

者是更新資料量仍嫌不足，再加上模型沒有隨著市場情況及資料更新而加

以更改，導致當市場景氣回升時會低估財產的市場價值、反之當市場景氣

下跌時會產生高估。故可發現，大量估價模型發展的最主要關鍵在於樣本

資料及模型發展技術，無法妥善的處理及控制這兩大關鍵，會使大量估價

模型的預估能力大受影響。本研究以台北市為實證地區，故以不動產資訊

中心(2004)的「電腦大量估價技術檢討與模式之建立案」為基礎，台北市

資料的實證結果乃是傳統特徵價格模型表現最優，故本論文以傳統特徵模

型-複迴歸分析為大量估價之代表模型 

 

貳、調查樣本-兩年年資 

李易璇(2005)發現年資在兩年以上之估價人員價格決定較早；張小燕

(2005)研究證實經驗差異會影響估價程序與挑選案例；本論文認同估價師

估價程序中所表現的行為是估價師經驗所累積的一種專業能力。此外，為

避免該專業能力間的差異，影響與大量估價結果的比較，以不動產估價師

法為基礎，以年資兩年以上的估價師做為個別估價的代表。李易璇(2005)

實證發現性別、年齡與年收入的差異在估價程序中對於過早決定價格並沒

有顯著的影響，故調查樣本抽樣時，可不考慮此三個變數的影響。 

 

參、影響估價程序的負面外在因素 

客戶在委託不動產估價案件時，為了確保最後估值結果符合自己的需

求，通常會要求估價師預估，基於業績壓力，估價師承認在市場上存在著

預估機制。此外，估價師也承受到客戶壓力的影響，此等的外在因素都會

影響估價師的獨立性及估價程序的正確性。Diaz and Wolverton(1998)認

為，若將如客戶影響的外生變數加入，可能會改變原本的實驗結果，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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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完全相反，亦即估價人員在現實生活受到客戶等外在因素的影響，

進而影響到本身的估價結果。本研究的調查設計不控制估價師日常的估價

作業情況，也不施予任何的資訊、壓力及暗示，是冀望可將估價師的獨立

性及專業能力最大化，可排除影響估價師影響估價程序的負面外在因素，

可將聚焦於實際的估價行為及估值的準確性之間的關連性。 

 

肆、實際估價行為的估值準確性範疇 

在一般不動產估價行為研究裡，希望藉由研究估價程序的偏誤，回饋

(feedback)作為修正不動產估價技術相關法令規定的基礎；然而，綜合以

上的估價行為研究，可發現該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不外乎是實驗設計、

深度訪談跟問卷調查，將重心放在估價程序的過程上，而較少放在估價結

果的差異及準確度。因此，估價行為學雖然找出了估價程序的偏誤影響及

產生因素，卻無法判斷包含偏誤的實際估價行為是否會降低估值的準確

性。因此，本研究以交易價格作為標準，以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所得的估值

做為實際估價行為的估值代表，探求實際估價行為所得出的估值準確性範

疇，並解答實際估價行為是否會造成估值準確性的低落。 

 

伍、個別估價與大量估價的準確性 

由於上述個別與大量估價準確性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庫樣本不同，所涵

蓋的時間範圍也不相同；光是個別估價就包含了事前估價與同步估價。直

接將兩者的命中率加以比較有失客觀。然而，我們從兩者的準確性研究去

歸納大量估價與個別估價命中率的主要趨勢。個別估價在標準 20%範圍內的

命中率大約是 70%到 90%。大量估價在標準 20%範圍內的命中率大約是 40%

到 90%，大量估價視模型種類影響故準確性差異較大。大量估價預測最佳時

命中率可達 90%，相近於個別估價。因此，以相同資料及基礎去衡量比較兩

者準確性去釐清兩者衍生出的議題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