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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論基礎 

本研究首要目的為探討何種房地價格分離原則來進行地價求取較為合理，故

先針對土地價值產生進行討論，之後再以經濟理論的效用理論與分配理論來討論

房地地價格產生及不動產估價的三種分離原則的地價公式中的利潤分配，加以探

討不動產價格中的利潤分配。 

一、競租理論 

土地價值主要是受到市場上的供給與需求交互作用所決定的，而土地的供給

與需求又受到區位優劣與運輸成本影響，因此，區位即影響土地賺取地租的能力，

此外，賺取地租的能力亦依土地使用型態而有所不同，即所謂的「競租模式」（bid 

rent model）。因為不同區位的土地有不同的使用容受力（capacity），就會產生差別

地租（digfferential rent），再者，在市場上各種不同型態的土地使用反映出各種土

地使用之間的競爭，因此，土地價值與土地使用即可決定。 

若假設都市土地利用型態有三種，分別為商業使用（AB）、住宅使用（CD）

與農業使用（EF），故競租線如圖 2-1-1，而競租能力較高的土地使用類型，則可

取得該土地，所以OI的土地利用型態為商業使用；I J的土地利用型態為住宅使用；

JF的土地利用型態為農業使用，因此，有效競租曲線即為 AGHF。而由有效競租

曲線可知越接近市中心者，其地租越高，故其地價亦越高，所以越接近市中心的

房地價格中的土地貢獻程度亦越高。

 
圖 2-1-1 競租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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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用理論 

效用是產品滿足人類意願、需求或慾望的能力，土地與其他財貨相同是由其

效用的大小決定其價值的高低，而價值以貨幣表示即為價格，產生效用較大者，

則經濟地租通常較高，因而土地價格亦隨之提高。而土地由於具有稀少性、數量

固定、位置固定等特性，導致每筆土地有不同效用，造成每筆土地價格也不同，

因此，效用差別亦決定土地價格不同的重要因素。 

消費者藉由購買房地產以滿足其居住需求，而房地產主要由建物與土地兩種

成分所組成的，根據 Rosen（1974）將效用理論加以擴充，指出消費者選擇財貨乃

是基於財貨本身特徵的包裝，因此，房地產價格則是由影響建物與土地價格的特

徵所組成的，所以當房地結合成一個不動產時，原本彼此具有的特徵價格則會交

互影響，因此，建物價格亦會受其所附著土地之特徵影響，而造成建物價格的增

減，其價格並非為成本價格。且從經濟學邊際效用理論，則認為任何商品的價值，

取決於使用者對最後一單位願支付的價格，亦即其價值是由市場決定，因此，由

各生產因素所能提供的效用，分別決定其價值。 

而 Gloudemans、Handel與Warw（2002）利用空地及已改良土地的交易資料，

證明空地與已改良土地有相當不同的價值，且以已改良土地價值較高，可知土地

價值是會因建物興建而增加，而增加價值即為建物與土地結合所生的聯合貢獻。

傳統上，土地因不可移動性，所以區位因素為影響地價主要因素，但經 Gloudemans

（2002）實證發現，區位的因素對於建物價格仍有些許影響，可見當建物與土地

結合後，原本各自的影響因素，則會產生交互影響作用。由此可知，當土地及建

物結合時，而結合所生利潤為由土地及建物兩者所貢獻，並非全是由土地所貢獻。 

三、分配理論 

不動產估價原則將房地價格的結構為土地成本、建物成本及利潤，而土地貢

獻說分離方式如下，其建物成本中不含建物裝潢費用及利潤： 

土地價格＝房地價格－建物成本＝土地成本＋利潤 

又聯合貢獻說分離方式如下： 

土地價格＝房地價格＋利潤× 

 

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建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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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貢獻說主要的不同是在於利潤的分配上，土地貢獻說認為房地價格中的

利潤分配，並非按照土地成本佔總成本比例分配，而是全部歸屬於土地價格，但

聯合貢獻說認為利潤分配則是按土地成本佔總成本比例分配。但若依據經濟要素

市場的分配理論，其指出四個基本要素分別為勞動、資本、土地及企業家，而在

生產過程中，是依照要素提供功能（或貢獻）不同，而分配其應得報酬，如勞動

者提供勞力得到工資；資本家提供資金或資本財得到利息或租金；地主提供土地

得到地租；企業家提供企業才能獲承擔經營風險獲得利潤。 

從房地價格的成分可知，其由建物及土地所組成，國際估價標準委員會1

（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Committee，IVSC）（2003）認為改良物為具有耐

久的特質，並涉及勞動與資本的支出，故建物則是由投入勞力及資本等成本所產

生，依據分配理論建物價格中除了包含建物成本外，其仍有所投入的勞力及資本

的報酬，由此可知，土地貢獻說認為建物價格僅有所投入的建物成本，其與經濟

理論中的分配理論並不符合，而聯合貢獻說認為利潤分配則是按土地成本佔總成

本比例分配則較符合分配理論。 

 

 

 

 

 

 

 

 

 

 

 

 

 

 

 

 

 

                                                 
1國際估價標準委員會（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Committee，IVSC），其制定的國際估價標
準（IVS）為聯合國各會員國於估價上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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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估價方法 

在一個缺乏土地交易資料的都會區中，土地估價為不動產估價中較困難的一

環，因為其涉及房地價格分離與立體地價轉換，由於房地價格中究竟有多少價格

為土地所貢獻，並無法明確得知，再加上台灣高層建物的房地價格會隨樓層而有

所變動，其由房地價格中分離土地價格，其實未必等於該基地價格，其為經樓層

效用考量後所產生的立體地價，仍須經立 體 地 價 轉 換 才 能 求 � 基地 價格 。 

一、房地價格分離方法 

所謂房地價格，即為土地及附著於該土地上建物的交易價格，於估價理論中

認為房地價格的結構可分為土地成本、建物成本及利潤。而價值理論中分離房地

價格則可分為三個原則，分別為土地貢獻說、聯合貢獻說及建物貢獻說。其中土

地貢獻說的分離方式，為將房地價格扣除建物成本，剩餘者為土地價格部分，即

利潤應全部歸屬於土地價格中；而聯合貢獻說認為土地價格包含土地成本及土地

貢獻利潤，土地貢獻利潤則依土地成本佔總成本之比例計算；而建物貢獻說為將

房地價格扣除土地成本，剩餘者為建物價格部分，即利潤應全部歸屬於建物價格

中。而此三種房地價格分離方法，於現今不動產估價，均有其適用的法令及優缺

點，相關內容可參閱表 2-1-1。陳滿雄（1994）認為土地貢獻說及建物貢獻說均可

能違背估價原則的「估計正常價格原則」、「估價並不能先行確定百分之百可能回

收成本原則」及「不能為負值估價的原則」。卓輝華（2002）則認為以土地貢獻說

或建物貢獻說有偏頗之嫌，以聯合貢獻說較符合公平原則。可知聯合貢獻說較能

符合估價及公平原則，故以其進行價格分離可能為較合理的分離方式。 

關於房地價格分離方式，國內學者如施麗華（1994）以個案來探討高樓層建

築物與其基地價格分離的計算方法，其提出四種分離方式，為（一）聯合貢獻說

下，其地價與建物價依樓層別效用比分攤、（二）營建成本各樓層均攤，其餘全依

土地貢獻說為立體價差分攤、（三）營建成本與建物貢獻價格各樓均攤，基地維持

立體價差分攤之方法及（四）營建成本各樓層均攤，其餘仍依聯合貢獻說為各樓

層價差分攤之方法，其認為房地價格可分為基地地價、營建成本、基地利潤及建

物利潤，而以第四種聯合貢獻的計算方式較為準確及合理。若真正去思考建物樓

層效用不同的存在時，效用不同並非是營建成本或土地成本於各樓層間之不同，

而是建商將消費者樓層偏好不同反應於訂價上，對於建商每層樓的建物及土地成

本均相同，不同的則是各層的利潤，所以才產生不動產價格於樓層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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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貢獻說簡介表 

資料來源：陳滿雄（1994）《分離房地結合體估價》、本研究整理。 

 

 

 分離方式 適用法令 缺點/優點 

 

 

 

 

土 

地 

貢 

獻 

說 

 

土地價格

為房地總

價扣除建

物成本。 

 

 

 

 

 

1. 增值稅之計算

原則（土地法

第 162條）。 

2. 公部門房地價

格的分離（地

價調查估計規

則第 14條） 

 

 

 

 

 

 

【缺點】 

1. 估價所求價格為正常價格，而正常價格為由市

場估需所決定之價格，而於此之建物價格為成

本價格，與估價原則不符。 

2. 估價基本原則之一，「估價並不能先行確定百分

之百可能回收成本」，而此主張建築物可以先回

收成本，違背估價原則。 

3. 違背不能為負值估價之土地估價原則。於不景

氣時，建築物重建成本易大於房地價格，土地

價格則為負的。 

4. 此種分法，會助長地價上漲。 

5. 違背公平原則，即當房地所有人不為同一人

時，其稅基計算並不公平。 

【優點】 

1. 掌握建物重建成本及折舊額，即可估計土地價

格，為較簡便之方法。 

2. 土地具有永續性，且無折舊，可永續保持利潤

的貢獻度。 

 

 

 

建

物

貢

獻

說 

土地價格

為房地總

價扣除土

地成本。 

房屋稅計算原則

（房屋稅條例第

11條）。 

 

【缺點】 

1. 違背估計正常價格原則、「估價並不能先行確定

百分之百可能回收成本」原則。 

2. 違背不能為負值估價之原則，於高地價區域，

土地成本大於房地價格，建築物價格為負的。 

3. 其利潤屬於建築物，阻礙市容更新。 

4. 違背公平原則，當房地所有人不為同一人時，

其稅基計算並不公平。 

【優點】 

1. 將建築師創意價值考量至不動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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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貢獻說簡介表（續） 

資料來源：陳滿雄（1994）《分離房地結合體估價》、本研究整理。 

國內公部門房地價格分離主要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範進行房地價格

分離之地價查估工作。依其第十四條規定以買賣實例估計土地正常單價，首先判

定買賣實例情況，非屬特殊情況者，買賣實例總價格即為正常買賣總價格；其為

特殊情況者，應依該規則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修正，必要時並得調查鄰近相似條

件土地或房地之市場行情價格，估計該買賣實例之正常買賣總價格。而其房地價

格分離主要分為兩類，為買賣實例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與地上有全部層數建物，

其分離方法如下。 

（一）買賣實例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 

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例為其中部分層數或區分單位者，其土地正常

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1. 推估各樓層可出售面積、各樓層房地正常買賣平均單價、車位平均價格及

車位數。 

2. 估算全棟房地可出售總價格。其公式如下： 

全棟房地可出售總＝〔 (各樓層房地正常買賣平均單價×各樓層可出售面

積價格) ＋ (車位平均價格×車位數) 〕 

3. 計算全棟建物現值，依第十二條成本法的規定辦理。 

4. 估算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 

5. 估算全棟建物買賣正常利潤。 

6. 計算土地可出售總價格。其公式如下： 

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全棟房地正常買賣總價格–全棟建物現值–全棟建

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全棟建物買賣正常利潤 

7. 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下： 

 分離方式 法令適用 缺點/優點 

 

聯

合

貢

獻

說 

土地價格

為房地總

價乘以土

地成本佔

總成本的

比率。 

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施行

細則第 21 條，規

定土地及其定著

物合併銷售，其認

定定著物銷售額

之原則。 

【優點】 

1. 供需原則的適用。 

2. 符合公平原則。 

3. 不違背估計正常價格原則、「估價並不能先行確

定百分之百可能回收成本」原則及不能為負值

估價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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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基地面積 

（二）買賣實例地上有全部層數建物 

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例為全部層數者，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計算程序如下： 

1. 計算全棟建物現值，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2. 估算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 

3. 估算全棟建物買賣正常利潤。 

4. 計算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與單價，其公式同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 

而丁福致（2001）曾比較民間業者與公部門之間房地價格分離方法，發現民

間偏好採聯合貢獻說分離，而公部門房地價格分離方法則為土地貢獻說，此外，

作者認為將公部門配合民間之方法為較佳的分離方法，亦建議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中應刪除「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之扣除」，因為此為個人主客觀之投資，

於實際查估與分析上有困難，應改為房地產銷售費用及稅負，其為銷售時的重要

成本，應列入計算，而土地價格則應運用聯合貢獻說拆算房地價格。而就地價調

查對象多為中古屋，且於中古屋的交易價格中大多不包含裝潢費用，現今公部門

的房地價格分離將建物價格多考量此部分，是否會造成其建物價格估計偏誤，而

使得地價的求取上亦產生偏誤，仍需加以釐清。 

回顧國內有關房地價格分離之文獻，多為原則性說明或個案式計算，來說明

以聯合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較為合理與公平，但並未討論如何以聯合貢獻方式，

應用於土地大量估價上及以實證方式說明聯合貢獻說確實較土地貢獻說合理。而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採用土地貢獻說分離，其為避免土地貢獻說對於土地的貢獻過

分強調，而於建物價格中多衡量建物合理利潤及裝潢費用，將土地貢獻說加以調

整，其法似乎是較為合理，但是否會因此矯枉過正，而高估建物價格仍有待釐清。 

國外主要的土地估價方法，根據 the Appraisal Institute（1999）有四種方法，

其分別為買賣比較法（sale comparison method）、分配法（allocation method）、萃取

法（extraction method）及收益資本化法（ income capitalization method）。其中買賣

比較法其勘估標的價格為經與相似比較案例調整而來的，其最常使用之方法，但

在無比較案例之地區則無法有效率的運用該法；而分配法為假設於特定地區其特

定類型之不動產，其地價佔總價比例存在著一定比例，但很難證明地價佔總價比

例；而萃取法為土地價格為房地交易總價扣除建物貢獻之價格，其困難之處為估

計建物貢獻價格較為困難；而收益還原法則多應用於收益型不動產，將定期收益

利用資本還原方式求得地價。而根據 IVSC（2003）主要規範的土地估價方法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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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別為買賣比較法、subdivision development 技術、分配法、萃取法、土地殘

餘法（land residual technique）、收益資本化法，其中 subdivision development 技術

應用在土地估價上，需要將土地細分成一連串開發的收益及費用，並將淨收益折

現成價值，這個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適用，但它也受到許多假設的限制，並可

能超出與市場價值定義的關聯性。而土地殘餘法則利用收益及費用資料做為分析

的屬性，收益性的使用能夠產生淨收益，利用全部的淨收益減去改良物的部份，

剩下殘餘的部份便是土地，再將其資本化便得到土地的價值，這個方法適用於收

益型以及較新的不動產，假設也比較少。但Wolverton（1993）則認為土地殘餘法

假設目前的建築改良物為最高最佳使用之狀態，若現今建築改良物符合該假設，

其所估出之土地價格會接近市場價格，但現今建築改良物不符合該假設，其土地

價格與市場之價格就會有很大的差距，且要精確估計還原率是不容易的。 

而 Sunderman與 Birch（2001）及 Gloudemans（2002）分別利用複迴歸分析及

feedback 模型2，建立一個完整的不動產價格的方程式，來求得土地價格、建物價

格及房地價格。但其為正確求得土地價格及價物價格，其須明確劃分影響土地價

格及建物價格之特徵，且須將會影響土地及建物價格之因素均放入模型中，否則

土地及建物的個別價格的估計上會產生誤差，而就台灣目前不動產資訊不足，及

各項屬性資料缺乏下，要運用國外房地價格分離模型仍有其困境。可見，台灣若

欲改進房地價格的分離估價，建立完整的不動產資訊系統為首要工作。此外，

McCain、 Jensen及Meyer（2003）則利用 hybrid model3求取分離地價，但由於其

模型中變數考量不足，故其以模型分離地價來統計地價佔總價比例進行房地價格

分離，而其發現該比例會依據住宅類型不同而有所不同，並以獨棟住宅土地貢獻

度最大，達 30％4，而台灣於建立房地價格分離模型仍無法充足考量各影響因素，

似乎亦可參考 McCain、 Jensen及 Meyer 的做法，以初步估計的分離地價作為依

據，來統計房地價格分離比率進行房地價格的分離。 

                                                 
2 feedback模型一般採取下列規劃： 

V＝πGQ×（（πLQ×Ó LA）＋（πBQ×Ó BA）） 

V為不動產總價；πGQ為總體因子（如時間與區位）；πLQ為土地因子（如鄰近湖泊、河川、

公園、交通因素等）；Ó LA 為土地附加因素的總合（如基地大小）；πBQ為建物因子（如結構、

品質、設計等）；Ó BA為建物附加因素的總合（如主要客廳面積、地下室面積、車庫等）。 

3 hybrid model規劃為： ........ 2121
,2,1,2,1
θθββ γα iiiii YYXXP += 。其中 itX , 為影響土地價格之因素； itY , 為

影響房屋價格之因素。 
4 由於美國費城的地價不如台灣地價之高漲，故其土地貢獻程度較小，平均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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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體地價轉換方法 

於區分所有建物估價，其區分所有建物之地價可分為平面地價及立體地價，

平面地價為基地價格，立體地價為基地使用權價格，而位於同一基地之各樓層家

戶，因位於同一基地上，故其平面地價均相同，但因各樓層的效用不同，而造成

各樓立體地價不同，而目前的地價查估所欲查估對象為平面地價，而其是藉由單

戶買賣實例推估出全棟房地可出售總價格，再扣除全棟建物現值及相關費用，以

考量各樓層之不同售價，所造成各樓層立體地價不同，以求得平面地價。但在實

務上運作時，其無法調查全棟的買賣價格與移轉面積，只好以推估方式計算，因

此，容易因推估其他樓層的買賣單價及移轉面積的誤差，造成全棟的售價是錯誤

的，而求得的平面地價亦是錯誤的。 

又推估平面地價之方法，亦可藉由樓層別效用比或地價分配率，其中樓層別

效用比率為基於聯合貢獻說所建立，其定義為由於樓房中各層樓之效用不同，因

此造成價格有所差別，如將各層樓之單價以百分率方式來表示，稱為樓層別效用

比率。而地價分配率為基於土地貢獻說所建立，其定義為將地價作立體把握之後

分配給各樓層之比率。又根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地價

分配率之公式如下： 

某層樓之地價分配率＝某層樓之樓層別效用比－平均樓層別效用比×全棟建物成

本價格佔全棟房地總價格比率 

因此，在立體地價轉換上，亦存在著土地貢獻說及聯合貢獻說之爭議，而就

目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則以地價分配率作為立體地價轉換的依據5，故在

立體地價轉換上，國內以地價分配率為主。此外，樓層別效用比求取方法有三：（一）

平均法：為將同一地區相同樓層的單價加以平均，求得樓層別效用比。（二）二次

曲線分配法：由各棟大樓各層單價，通常中間樓層較低，往上往下單價逐漸增加。

二次曲線分配法以拋物線配合各樓層單價由低至高呈現先降後升的現象。（三）特

徵價格法：對個別不動產，其區位周圍環境面積房間配置樓高等因素均對其有不

同的影響，其針對垂直價差做驗證，此法較為客觀，但實證結果卻不盡理想，可

能因為資料過少。 

而國內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已建立台北地區的樓層別效用比，如林英彥（1982）

以平均法建立台北市不同樓層、分區及用途的樓層別效用比及地價分配率，蔡添

璧（1994）以特徵價格法建立台北市十層樓純住宅大廈樓層別效用比。江穎慧

（2000）利用平均法建立內湖區、文山區及汐止鎮之住宅使用的樓層別效用比。

                                                 
5 詳見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九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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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翔（1994）分別利用特徵價格法及平均法所建立之內湖區住宅使用之七樓的

樓層別效用比，但以上所建立的樓層別效用比多僅針對單一區域及樓層建立，且

發現以平均法所建立的樓層價差較特徵價格法小且較符合現況，而不同學者以平

均法建立台北市不同區域及樓層的樓層別效用比，除一樓及頂樓外，其同一層的

效用比差異僅有 1％∼4％ 之間，因此，可知位在同一縣市中不同區域及樓層的樓

層別效用比其實是相差不多的，故本文利用過去學者以平均法所建立之樓層別效

用比及依據樓層價差原則求出台北是於一般水準下的樓層別效用比，進行立體地

價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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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動產價格指數方法 

所謂「指數」為衡量某些現象於不同時間或地點的變動情形，為一量測現象

之相對及平均變動的一種統計方法。而價格指數即藉由統計數字來衡量價格變動

的程度，其須具有綜合性、平均性、相對性及代表性之四種特性。而過去編製房

地產價格指數方法，不外利用加權平均法、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

重複交易法（Repeat Sale Method）三種方法。由於房地產為各種相異特徵所組成

之商品，故僅以成交價格來編制指數，而不考量樣本間異質性及不同時期住宅品

質的變動，則難以區分指數變動為價格本身變動或是品質變動，故特徵價格法與

重複交易法，因能控制房地產品質，為國外較常使用的指數編制方法，如 Ferri

（1977）、Blackley、Follain and Lee（1986）及 Thibodeau（1989）均利用特徵價格

法建立住宅價格指數。 

而各國所發布相關不動產價格指數中6，歐美地區的國家則逐漸採用控制房地

產品質的價格指數方法，如美國聯邦住宅企業督察局（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OFHEO）則採重複交易法建立每季的獨棟住宅房價指數，作

為美國住宅價格趨勢及各銀行房貸放款的主要參考，而英國副首相辦公室（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ODPM）則以特徵價格法建立全國與英國 15個行政

區域每月的住宅價格指數，可見歐美國家認為房地產品質控制為不動產價格指數

建立的要件，此外，亦可發現亞洲國家大多仍採未控制房地產品質的方法，來建

立不動產價格指數，如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採平均數加權平均法建立每月房價指

數，又財團法人日本不動產研究所採中位數法建立每半年的日本市街地價格指

數，而台灣內政部都市地價指數則主要參考日本方式建立。此外，各國資料來源

多由登記機關的登記資料、銀行房貸資料或定期市場調查而來，而國內地價指數

資料由地價調查而來，或許可參考國外蒐集資料方式，與國內銀行合作獲取房貸

資料及為定期市場調查，增加資料來源。 

內政部編制都市地價指數主要依據中位數加權平均法所建立，其依住宅、商

業與工業區三種使用分區內所選出的中價位區段地價，再以各分區面積加權計算

各分區的地價指數，其採中位數法僅可避免極端案例的影響，但土地異質性則未

能充分考量，加上區段地價經過多次調整，其誤差也相對較大。而其編制的詳細

內容如下。 

                                                 
6 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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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價查報 

（一）查價對象：調查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三種使用分區內所選出之中價位

區段之區段地價，根據區段地價分別計算各使用分區之平均區段地價。 

（二）查價方法：以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相同之地價區段，按其上期區段地價之高

低，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區段地價等級，於各個區段地價等級中選一區

段界線穩定性高之中價位區段作為查價區段，並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

定估計區段地價，再用各個區段地價等級面積予以加權平均，得出各該使

用分區之平均區段地價。 

（三）重新選定中價位區段：依據地價指數查編要點第八點規定，劃分區段地價

等級後，不得變更。但自八十一年七月起，每屆滿五年，或因都市計劃變

更，區段細分、合併等致同一種區段等級之區段數有顯著之增減時，得視

實際變更情形重新劃分。因此重新劃分區段地價等級後，須重新選定中價

位區段，作為往後查估之目標地價區段。 

二、基期 

從八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原選定為查價對象之中價位區段，已屆滿五

年，需重新選定，以切合實況。配合五年一次中價位區段之重新選定，更換基期

為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0）。 

三、權數 

以鄉、鎮、市、區為查編單位，按使用分區（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分
別蒐集區段地價等級面積與總面積權數資料。 

四、編制方法 

就各都市土地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之平均區段地價以及上開使用分區面

積，運用「裴氏公式」計算得出各類指數。公式如下： 

( )

( )
1002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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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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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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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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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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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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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表地價指數；P 表使用分區平均區段地價；Q 表使用分區面積；o 表

基期；i 表計算期；j 表使用分區別（住宅、商業、工業）；k 表鄉、鎮、市、區

別；m 表直轄市、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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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Kazumasa（2001）利用東京地區的估價資料以特徵價格法建立地價指數，

與日本官方以中位數價格法所建立之地價指數相比較，發現官方地價指數，因未

控制土地品質，而造成地價指數變動與市場情況不同，但以特徵價格法所建立之

地價指數則無此偏誤，而內政部的都市地價指數亦以未控制土地品質方式建立，

亦否亦會發生指數變動與市場情況不符之偏誤。此外，Kazumasa（2001）亦認為

區位為影響地價最主要因素，故區位位置大致相同者，其地價指數變動率之相關

係數應較高，若其相關係數低者，則代表其土地非區位特徵對地價影響大於區位，

此時，該地價指數易受土地特徵影響，故將東京地區劃分為 12個區塊，計算各區

塊間指數變動率的相關係數，發現於住宅區部分，官方地價指數變動率的相關係

數均不高，有 50％的相關係數低於 0.2，與預期有很大的落差，故發現官方以中位

數法建立的住宅地價指數受土地特徵影響較為嚴重。而 Ritsuko（2001）認為不確

定性對地價亦有影響，故試驗以實質選擇權定價模型來分析個別地價，其實證結

果發現時間序列不確定性與橫斷面不確定性變數均顯著，且符合預期符號，故其

認為可以實質選擇權理論來解釋地價，且可解釋新古典主義所不能的，並建立地

價模型，再建立地價指數。 

國內地價指數建立研究中，其中黃淑惠（2000）以台中市空地交易資料建立

地價指數，經效率性與公平性檢定，發現以無母數法建立最理想，特徵價格法次

之，但空地價格與附有建物的土地價格是不同的，無法以空地價格指數來代表真

實的地價指數，此外，以無母數法建立地價指數雖較理想，但其所需花費的時間

較為冗長，且技術較為困難，以此作為日後地價指數建立的方法則較不易施行。

林元興（1991）以特徵價格指數法利用政府查估地價建立地價指數，發現預期符

號相當不穩定，且重要變數符號多與理論預期相反，其認為原因可能來自於地價

資料正確性與否，可見政府查估資料仍有誤差，可能造成地價模型建立的偏差，

但現今若以較合理房地價格分離方法進行地價求取，以較合理地價資料建立特徵

價格模型，是否可減少此方面的偏誤，仍可待測試之。而林元興（1996）亦曾以

公告土地現值建立指數，但公告現值除低於土地市價外，其與地價有時間落差（time 

lag），但其亦無法完全作為地價趨勢參考。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以特徵價格指數法建立控制土地品質的地價指數，似

乎較能反映市場趨勢，不受土地特徵屬性影響，而地價資料的正確性亦會影響到

特徵價格模型的建立，因此，如何以合理地價資料來建立控制品質的地價指數，

則為現今建立地價指數上主要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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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告土地現值評估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公告土地現值為課徵土地增值稅的主要依據及徵收補

償參考標準，因此，其關係著民眾權益甚大。而依其主要功能，公告土地現值應

與市場價格接近，才能達其設立目的及公平性，但現今公告現值最大問題為其偏

離市場價格的幅度過大。林全（1989）認為技術落差加上認知落差，造成對公告

土地現值的不信任。前者導因於每年調整的僵固性；後者係因政府部門與社會共

識對公告現值的認知不一，無法立即反映價格波動。而蔡吉源（2001）則認為土

地稅制最大缺陷，在於政府無法掌握每筆土地的市場價格，或其合理的近似市價

的評估價值，雖然在理論上與實務上，公告土地現值是依據市價訂定，然而政府

既沒有掌握市價，而公告土地現值的訂定除少數地區採用路線價法外，絕大部分

採用區段價法，將區段內各宗地單價視為相同，使得現行公告土地現值無法反映

區段內各筆土地價值的獨特性與其動態變化。根據平均地權條例近期修正的第 40

條規定，公告土地現值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因此，公告土地現值有調

高必要，但如何調高及現行評估制度問題仍需再加以討論。 

當前公告土地現值的評定是藉由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求得分離地價來劃分地價

區段，再求其區段地價之中位數作為區段地價，除繁榮街道外，直接以區段地價

作為宗地地價，而位於繁榮街道者，則是藉由路線價估價法進行深度修正。而公

告土地現值查價步驟及方法者要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辦理，其程序如下： 

一、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  

二、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繪製地價區段草圖及調查有關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                                                      

三、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四、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五、估計區段地價。  

六、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而宗地單位地價計算方法則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3條規定，規範如下： 

一、屬於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之土地，由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依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計算。 

二、其他地價區段之土地，以區段地價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三、跨越二個以上地價區段之土地，分別按各該區段之面積乘以各該區段地價之

積之和，除以宗地面積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四、宗地單位地價應以每平方公尺新臺幣元表示，計算至個位數，未達個位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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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五入。 

公告土地現值制度最為人詬病之處，為其普遍低於市價，過去國內許多文獻

中均有討論過公告現值與市價的差距，而其多以評估比值7（assessment ratio）來衡

量，如蘇文賢（2000）以台南市空地交易價格進行衡量，發現公告土地現值與市

價平均估價比率僅約 46.74％至 48.52％，但空地交易價格與附有建物土地價格仍

有差距，仍無法代表當地實際差距。蔡吉源（2001）用法拍屋和國有財產局北中

南三區各縣市公有土地標售案例資料，其中台北市求出公告土地現值和拍賣價格

的比率為 101.2％，而公告土地現值和標售價格比率則為 76.63％，其中法拍屋由

於黑道介入或有產權糾紛，售價往往較低，而以和標售價格之比率較為真實。陳

奉瑤（2003）以 90年第三季與第四季的交易價格簡訊資料估計都市間與都市內的

評估比值，發現北部區域的平均評估比值最高，為 80.27％，其中以台北市的評估

比值 87.18％為最高，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之差距不到兩成，但其市價資料來自於

具有爭議的公部門分離地價，故其求得的評估比值可能與實際比值有所差異。 
 

 

 

 

 

 

 

 

 

                                                 
7 評估比值為課稅價格與市場交易價格之比率，其被廣泛用來檢驗課稅價格的適宜性，藉由課稅價
與市場交易價格的趨近與否判定其評價的效率性，評估比值應接近一，其表示課稅價格與市場交

易價格接近，該評價是具有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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