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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房地價格分離方法與實證分析 

第一節  房地價格分離方法說明 

根據 the Appraisal Institute（1999）與 IVSC（2003）土地估價方法中的分配法

（allocation method）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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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以聯合貢獻說來分離房地價格，並統計房地價格分離比率，

以該比率進行價格分離。又本文欲討論房地價格分離以住宅不動產為主，且所估

計地價為平面基地地價。因此，將住宅不動產分類為連棟透天住宅及單戶住宅1，

而單戶住宅為公寓及大廈等區分所有建物。原因為透天住宅，並無平面地價與立

體地價之區分，故不須經立體地價轉換，但單戶住宅其房地總價扣除建物價格，

所求得地價為立體地價，並不等於平面地價，故須經立體地價轉換。而房地價格

結構為土地成本、建物成本及利潤，而聯合貢獻說分離方式如下： 

土地價格＝房地價格＋利潤 × 

                    ＝房地價格 × 

由上述公式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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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地價格即為房地價格乘以土地貢獻比例，

即土地成本佔總成本比例。因此，利潤分配觀點來看，聯合貢獻說分離方式與房

地價格分離比率相近，均認為土地價格為房地價格乘以土地貢獻比例。 

而房地價格主要由土地成本、建物成本及利潤所組成，但由於土地成本資料

收集不易，本文欲試圖以利潤佔房地總價比例進行假設，進而依據聯合貢獻說公

式求出土地價格，故本文以下將進行利潤佔房地總價比例的敏感度分析，測試利

潤佔房地總價比例的變動是否大於地價變動，若其變動程度明顯不如地價變動，

故由此求出地價，仍可在合理地價範圍內。 

 

 
                                                 
1由於實證地區為台北市，其透天住宅多以連棟住宅為主，少有獨棟式的透天住宅，故本文研究之

透天住宅，限於連棟透天住宅。 

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建物成本 

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建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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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潤率之敏感度分析 

本文模擬利潤率為利潤佔房地總價比例，分別依住宅類型模擬最悲觀、最樂

觀及最可能之情況下之敏感度分析，其中最悲觀情境為 10％、最可能情境為 20％、

最樂觀情境為 30％，而最可能情境主要參考國泰建設於推案時之標準利潤率為 16

％2，其推案利潤均須達標準利率之上，故其為最低利潤率，而本文研究期間為台

灣總體經濟與房市逐漸復甦階段3，故將利潤率增加至 20％。以下將分別蒐集透

天、公寓與大廈三種住宅類型的高、中、低單價案例進行利潤率敏感度分析4，若

地價平均變動率於 10％以下，則表示利潤率變動對於地價影響不敏感，故影響不

大。 

（一）透天住宅敏感度分析 

由表 3-1-2可知，在透天案例中的敏感度分析，其地價變動率均在 3％以下，

可見利潤率變動對於透天住宅影響較小。 

表 3-1-1  透天住宅敏感度分析之案例基本資料 

表 3-1-2  透天住宅敏感度分析結果 

 

                                                 
2 國泰建設為國內建設公司中信譽較佳的建商，且其每年均有一定的推案量，為具有代表性的建
商，故以其標準利潤率作為最可能情境的依據。 

3分離比率的研究期間為民國 91年至 92年期間，就房地產景氣對策訊號來看，燈號逐漸由黃藍燈
上升至安全復甦的綠燈，可見該期間台灣房市有逐漸復甦。 

4再 收 集 高 、 中 、 低 單 價 案 例 ， 為 認 為 利 潤 率 變 動 對 於 價格 高低可能 有 所 不同影 響， � 了有較 完善

的模擬比較，故均加以模擬。其中案例的建物現值為參考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

表以成本法計算而來。 

移轉面積(坪) 案

例 行政區 路寬 臨街關係 構造種類 屋齡 

土地使

用分區 土地 房地 

房地總價

（萬元） 

房地單價

（萬元） 

房屋現值

（萬元） 

一 中正區 20 臨街地 加強磚造 45 住宅區 52.03 84.33 7600 90.12  176.65  

二 北投區 8 裡地 加強磚造 26 住宅區 49.61 49.85 2300 46.14  147.45  

三 大同區 11 臨街地 加強磚造 29 住宅區 26.32 47.60 1360 28.57  133.38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利潤比

例模擬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10% 760 6663 7404  230 1923 2136  136 1091 1212  

20% 1520 5903 7379 -0.33% 460 1693 2116 -0.97% 272 955 1193 -1.55% 

30% 2280 5143 7348 -0.43% 690 1463 2089 -1.26% 408 819 1169 -2.04% 

註：1.價格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



從房地價格分離探討地價指數及公告土地現值評估                房地價格分離方法與實證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二）公寓住宅敏感度分析 

由表 3-1-4可知，在公寓案例中的敏感度分析，其地價變動率均在 4％以下，

可見利潤率變動對於公寓住宅影響較小。 

表 3-1-3  公寓住宅敏感度分析之案例基本資料 

表 3-1-4  公寓住宅敏感度分析結果 

註：1.價格單位：萬元。 

（三）大廈住宅敏感度分析 

由表 3-1-6可知，在大廈案例中的敏感度分析，其地價變動率均在 8％以下，

可見利潤率變動對於大廈住宅影響不大。 

表 3-1-5  大廈住宅敏感度分析之案例基本資料 

移轉面積(坪) 案

例 行政區 路寬 臨街關係 構造種類 屋齡 

土地使

用分區 土地 房地 

房地總價

(萬元) 

房地單價

(萬元) 

房屋現值

(萬元) 

一 北投區 15 臨街地 鋼筋混凝土造 28  住宅區 10.59 29.48 1540 52.25  107.17  

二 北投區 8 裡地 鋼筋混凝土造 29  住宅區 11.65 27.45 980 35.70  98.36  

三 大同區 20 臨街地 加強磚造 33  住宅區 7.87  23.04 400 17.36  65.59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利潤比

例模擬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10% 154 1279 1421   98 784 871    40 294 327    

20% 308 1125 1406 -1.06% 196 686 857  -1.59% 80 254 318  -2.86% 

30% 462 971 1387 -1.38% 294 588 839  -2.09% 120 214 306  -3.82% 

移轉面積(坪) 案

例 行政區 路寬 臨街關係 構造種類 屋齡 

土地使

用分區 土地 房地 

房地總價

(萬元) 

房地單價

(萬元) 

房屋現值

(萬元) 

一 士林區 15 裡地 鋼筋混凝土造 15  住宅區 9.26  23.91  1100 46.01  127.65  

二 士林區 15 臨街地 鋼筋混凝土造 6  住宅區 4.74  21.37  590 27.61  152.85  

三 士林區 42 路角地 鋼筋混凝土造 26  住宅區 9.43  16.55  300 18.13  78.9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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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大廈住宅敏感度分析結果 

註：1.價格單位：萬元。 

（四）小結 

經過上述三種住宅類型的敏感度分析，其總平均地價變動率僅有 2.74％，且

各案例的地價最大變動率均在 10﹪以下，可見利潤比例變動對地價變動影響不

大，因此，從利潤比例來模擬土地價格，模擬價格與真實土地價格差距不大，仍

在合理地價的範圍內。故本文將從利潤假設，進行聯合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進

而按類型與區位來統計房地價格的分離比率。 

二、分離比率之統計 

經由前述的利潤率的敏感度分析，發現其對地價變動影響不大，故本文即假

設利潤率為房地總價的 20％，而建物成本則是利用成本法計算5，其建物標準單價

為參考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6，計算建物重新建造原價，經直

線折舊方式計算其建物成本價格7。因此，土地成本即為房地總價扣除建物成本價

格及利潤，之後再由上述聯合貢獻說求出初步的土地價格，計算過程如下。 

（一）利潤率假設：利潤率假設為房地總價的 20％，即利潤＝房地總價×20％。 

（二）土地成本＝房地總價－利潤－建物成本 

（三）初步的土地價格＝房地總價×〔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建物成本）〕 

因此，本文利用 91年與 92年 1726筆的台北市資料，經由上述計算，求出各

筆資料初步的土地價格，作為房地價格分離比率的統計，求出房地價格大概分離

比率，其結果如表 3-1-7。因 91年至 92年資料含有土地公告現值資料，可將統計

                                                 
5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成本法指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重新取得或

重新建造所需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6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7即定額法折舊，為在耐用年數內，平均分攤減價額。公式為：累積折舊額＝C×（1-r）÷ N × n，
其中 C為建物總成本；r為殘餘價格率；N為耐用年數；n為已經歷年數。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利潤比

例模擬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利潤 

土地

成本 

土地

總價 

地價變

動率 

10% 110 862 958   59 378 420    30 191 212    

20% 220 752 940 -1.89% 118 319 399  -5.32% 60 161 201  -5.45% 

30% 330 642 918 -2.48% 177 260 372  -7.34% 90 131 187  -7.53% 



從房地價格分離探討地價指數及公告土地現值評估                房地價格分離方法與實證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出的分離比率與土地公告現值佔總價比率相比較，以避免低估土地貢獻8。統計方

式將分別按住宅類型及區位兩項變數進行統計9。 

表 3-1-7 台北市房地價格分離比率 

 

 

 

 

 

由表 3-1-7中發現，在台北市房地價格分離比率在住宅類型上，有較明顯差異，

分別為透天 2：8；公寓 3：7；大廈 4：6。透天因土地持分面積較多，其土地貢獻

度較大；公寓土地持分面積次之，其土地貢獻度次之；而大廈土地持分面積較少，

其土地貢獻度最小。而分離比率在區位上，可發現越接近郊區土地貢獻度越低，

而台北市於聯合貢獻下，土地貢獻度可達六成以上。又土地貢獻度主要的因素為

土地成本及建物成本，於橫斷面資料來看，影響土地成本最大因素為區位，又影

響建物成本最大因素則為住宅類型，但如果考量時間變動，則分離比率亦會隨之

改變，故本文求取分離比率，違禁其台北市於平均水準下之分離比率。而影響房

地價格分離比率因素如下： 

（一）影響土地成本的因素 

1. 地價因素 

土地單價主要受到區位影響，位於市區之土地單價較高，位於市郊其土

地單價較低，而土地單價越高、地價越高，土地貢獻越高，土地單價與土地

貢獻度成正比。就地價因素來看，市區的土地貢獻度大於市郊。 

2. 土地持分面積 

                                                 
8由於土地公告現值多低於土地市價，故真實的土地貢獻比例，應大於土地公告值占總價比率。本

文求取各筆的土地貢獻比例，其結果均大於土地公告值占總價比率，故低估地價的可能性較小。 
9本文利用一般房價水準與發展情況區分台北市行政區，其劃分為二區。市區為大安、松山、信義、

中山、中正、萬華、大同，其中大安、松山、信義、中山為目前正快速發展地區，而中正、萬華、

大同，為早期發展地區。郊區則指台北市外圍地區，為文山、北投、士林、南港、內湖。此外，

影響房地價格分離比率的因素仍有其他因素，如建物折舊額，但這些因素對於分離比率的影響較

小，故不再細分之。而詳細分離比率統計結果見附錄三。  

房地價格分離比率 台北市 北市市區 北市市郊 

連棟透天 2：8 1.5：8.5 2：8 

公寓 3：7 2.5：7.5 3：7 

大廈 4：6 3.5：6.5 4：6 

註：1.台北市透天因考量有豪宅存在，其建築成本較一般住宅高，所以其房地價格比修正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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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持分面積大小隱含著住宅型式之不同，因為通常為透天持分大於公

寓持分，公寓持分大於大廈持分。而土地持分越大、總地價越高，土地貢獻

越高。土地持分與土地貢獻度成正比。因此，就土地持分面積來看，透天土

地貢獻度大於公寓，而公寓土地貢獻度大於大廈。 

（二）影響建物成本的因素 

1. 建物造價 

依建築構造及建築總樓層而不同，就造價來看，通常為大廈的單位造價

最高，因為其樓層較高，又有電梯設施；其次為公寓住宅；而透天住宅為最

低。造價越貴、房價越高，建物貢獻越高，造價與建物貢獻度成正比。因此，

就建物造價來看，透天土地貢獻度大於公寓，而公寓土地貢獻度大於大廈。 

2. 建坪及屋齡 

建坪越大，建物成本越大，建物貢獻越高。而屋齡越高、折舊越多，房

價越低，建物貢獻越低。 

三、立體地價轉換 

而經由上述的房地價格分離比率所分離出之土地價格，其中於單戶住宅中因

為其房地總價為經樓層效用的考量後所產生，其分離土地價格為立體地價，所以

仍須經由立體地價轉換10，故本文利用樓層別效用比或地價分配率11，將立體地價

轉換為平面地價。其立體地價轉換方式如下： 

單戶基地價格＝單戶立體地價 ×（h / hi） 

h為平均地價分配率或樓層別效用比    

hi為第 i層地價分配率或樓層別效用比 

 

                                                 
10 由於透天住宅的房地總價並不受樓層效用的影響，故不須經立體地價轉換，其分離地價即為平
面地價。 

11因本文並非著重於樓層別效用比率之建立，故本文僅利用過去已建立之台北市樓層別效用比加以

平均與參考樓層價差原則，建立一個可供本文使用且與現況相差不多之樓層別效用比，而本文所

建立之樓層別效用比將分為公寓住宅及住宅大樓兩類來建立。此外，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第 91
條規定：樓層別效用比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按不同地區公告之，未公告前依市場行情

及地方習慣推估之。將來若可運用公會公佈之樓層別效用比來進行分析，可能會更具說服性，但

目前仍未有相關的公佈資料。而地價分配率編列採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計

算，其中全棟建物成本價格佔全棟房地總價格比率，採本文使用 92年及 91年台北市資料建物成
本價格佔房地總價格比之平均值，為 30﹪。詳細資料請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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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描述與模型建立 

一、資料描述與分析 

本文使用房地交易資料為由內政部地政司發行之「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

地產交易價格簡訊」89年第 1季至 92年第 4季的台北市資料。由表 3-2-1可知，

民國 89年至 92年台北市土地交易持分面積平均約為 9坪；所面臨路寬平均約為

20公尺；在臨路關係上，主要分為路角地、臨街地、裡地及袋地四種12，但由於各

年的原始資料中，臨街關係為袋地之筆數僅有 1、2筆或甚至沒有，故本研究則不

討論臨街關係為袋地者，將該筆資料整筆剔除，故臨路關係則為路角地、臨街地

及裡地三種，其中以裡地交易最頻繁，佔總交易量五成以上；在使用分區上，因

本研究僅討論住宅不動產所坐落之土地，故使用分區僅為住宅區及商業區，而以

住宅區交易為主，佔總交易量八成以上；而在區位分布上，本文依前述區位劃分

將台北市劃分為市區及市郊二區，土地交易有逐漸以市郊交易為主之趨勢，至民

國 90年後，郊區土地交易佔總交易量六成以上。 

表 3-2-1  台北市歷年土地交易屬性之敘述統計 

註：1.土地持分面積及面臨路寬之值為其平均數，（）內之值為標準差。 

2.臨路關係、使用分區及區位之值為其資料筆數，（）內之值為佔總交易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簡訊、本研究整理。 

                                                 
12路角地指縱橫裡地線（以臨街線算起第十八公尺）與臨街線中間之範圍；臨街地指自臨街地算起

十八公尺範圍內之土地；裡地指自臨街地算起十八公尺以外之土地；袋地指位於臨街線與裡地線

間無直接面臨道路，僅以巷道出入或無出入之土地。 

臨路關係 使用分區 區位 屬性

項目 

土地持

分面積 

面臨  

路寬 路角地 臨街地 裡地 住宅區 商業區 市區 市郊 

單位 坪 公尺 ---- ---- ---- 

總 

筆 

數 

89年 9.00

（5.15） 

20.84 

 （12.41） 

18      

（2.73﹪） 

229   

（34.70﹪） 

413   

（62.58﹪） 

579   

（87.73﹪） 

81 

（12.27﹪） 

279 

（57.73﹪） 

381 

（42.27﹪） 

660 

90年 9.37 

（5.37） 

20.70 

（13.08） 

19 

（2.60﹪） 

237 

（32.38﹪） 

476 

（65.03﹪） 

654 

（89.34﹪） 

78 

（10.66﹪） 

276 

（37.77﹪） 

456 

（62.23﹪） 

732 

91年 9.27 

（5.55） 

19.87 

（11.81） 

28 

（2.42﹪） 

439 

（38.01﹪） 

688 

（59.57﹪） 

1000 

（86.58﹪） 

155 

（13.42﹪） 

414 

（35.84﹪） 

741 

（64.16﹪） 

1155 

92年 9.15 

（6.99） 

20.59 

（12.32） 

63 

（5.48﹪） 

458 

（39.86﹪） 

628 

（54.66﹪） 

975 

（84.86﹪） 

174 

（15.14﹪） 

422 

（36.73﹪） 

727 

（63.27﹪）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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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建立與變數說明 

（一）模型建立 

一般實證時所使用特徵價格函數形式有線性（Linear- Linear form）、半對數

（Semi-Log form）、對數（Log-Log form）、Box-Cox 轉換函數等四種形式，而

Sirmans，Macpherson及 Zietz（2005）認為特徵價格函數形式傳統上多使用線性與

半對數形式，且其回顧近年 125 篇特徵價格模型文獻，則以半對數形式最常被使

用，而半對數形式的係數解釋為自變數每變動一單位對價格變動的百分比。Follain

與 Malpezzi（1980）發現半對數形式對線性形式有下列優勢：（1）其可表達每一

個特徵於貨幣價值上的變化量。（2）其係數可簡單說明為自變數每變動一單位對

價格變動的百分比。（3）半對數形式可極小化異質變異（Heteroscedasticity）問題。

由於過去實證，多以半對數模型使用最多，且 Colwell與Munneke（1997）認為都

市地價結構為一非線性結構，故本文之地價模型均採半對數模型13，模型形式如下： 

log (Pi)= Ci + âXi + ui 

Pi為基地總價，Ci為截距項，Xi為影響基地價格之土地特徵，包括土地持分

面積、面臨路寬、臨路關係、區位等土地屬性變數，ui為誤差項。 

而本文以 DFFITS 法作為異常點篩選的準則14，其準則為經由迴歸模式求取

DFFITS係數， 

若 NXDO /2×〉 ，則該筆資料即為異常點 

DO：DFFITS係數 

X：自變數個數 

N：原始資料筆數 

（二）變數說明 

根據地價理論及過去實證研究經驗，本文採用下列自變數，說明如下： 

1. 土地持分面積 

土地持分面積乃是影響基地總價最主要因素，依據張梅英（1992）、蘇

文賢（2000）及黃淑惠（2000）均提出土地面積對價格有顯著影響。Sirmans，

                                                 
13 本文亦嘗試以線性與對數形式建立地價模型，但其結果均不如半對數模型，故本文採半對數形
式為地價指數的形式。 

14 林秋瑾（ 1994 ）認為 DFFITS法於異常點刪除表現較佳，其他尚有RSTUDENT法、COVRATIO
法、COOK’D法等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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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pherson及 Zietz（2005）統計 125篇近年特徵價格模型文獻所使用變數，

發現土地面積為最常被使用的結構特徵，且其對價格多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而土地面積越大土地總價越高，可預期土地面積對土地總價的影響為正向關

係。 

2. 面臨路寬 

道路寬度的街道條件良好者，可提高交通機能，增加土地便利程度及可

及性，而提高其地價。依據張梅英（1992）及張杏端（1995）之研究均證實

面臨路寬為影響地價的主要因素，且面臨路寬與地價呈現正向關係。 

3. 臨街關係 

臨街關係良好者，可提高土地的可及性，增加土地價值。依據蘇文賢

（2000）及黃淑惠（2000）研究均提出臨街關係對地價有顯著影響。並利用

虛擬變數測試不同臨街關係對地價之影響。以臨街地為基礎，路角地相對於

臨街地，其可及性較臨街地高，預期路角地對地價影響為正向關係；裡地相

對於臨街地，其可及性較臨街地低，預期路角地對地價影響為負向關係。 

4. 使用分區 

由於政府的干預，使得競價曲線不再受市場因素的影響，因此，不同的

使用分區亦會對地價造成不同的資本化效果。蘇文賢（2000）及黃淑惠（2000）

之研究均提出使用分區對地價有顯著影響。而 Asbere and Huffman（1991）

利用特徵價格模型，實證使用分區對地價之影響，其實證結果發現工業區地

價平均低於商業區地價 58﹪。故本研究利用虛擬變數測試不同使用分區對地

價之影響，以住宅區為基礎，商業區相對於住宅區，其土地可利用程度較高，

預期商業區對地價影響為正向關係。 

5. 基地寬度與深度 

張梅英（1992）以對數模型分析台中市宗地條件與地價關係，發現基地

寬度與深度對地價有顯著正向關係，因此，可預期寬度與深度對地價有正向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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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位 

因土地具有不可移動性，因此區位為影響地價的主要因素。蘇文賢

（2000）及黃淑惠（2000）分別利用以台南市及台中市之土地交易資料建立

特徵價格模型，均證明距離市中心越遠，地價越低。國外文獻中，如 Colwell

與Munneke（1997）證實地價與距市中心距離呈現一凸向原點的非線性的關

係，即隨距離增加，地價有遞減趨勢。而 Sirmans，Macpherson及 Zietz（2005）

統計發現區位為一般最常用來衡量鄰里關係的環境特徵，且區位良好對價格

有正面影響。故本研究利用虛擬變數測試區位對地價之影響，以市郊為基

礎，市區相對於市郊，其環境與便利性與較市郊佳，預期市區對地價影響為

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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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房地價格分離實證結果 

由於過去藉由房地交易資料所建立地價模型，均利用將房地價格扣除房屋現

值及相關費用求出的地價地價，其房地分離原則為土地貢獻說且未將立體地價轉

為平面地價。而本文將依前述聯合貢獻的分離方法，求出以聯合貢獻說的分離地

價，來進行土地貢獻說與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的實證比較，進而再與現行內政部

分離地價進行實證比較，求出較合理的分離地價及找出內政部分離地價的盲點。 

一、房地價格分離的實證結果 

以下本文將針對三種分離方式進行分離地價合理性的討論，其分別為土地貢

獻說、聯合貢獻說及內政部分離方式，由於內政部房地價格分離為由推估全棟售

價所求得，故其對於透天住宅的交易價格較能掌握，此類估計較為準確，本文利

用民國 92年台北市房地交易價格資料，剔除透天住宅資料後所剩餘的 295筆資料
15，分別建立土地貢獻模型、聯合貢獻模型與內政部模型16，並以地價模型配適效

果並經多變量檢定17（multivariate test）測試不同分離基地價格是否造成模型各自

變數於估計上的不同，來討論分離原則及立體地價轉換方式何者較為合理，並計

算不同分離方法間的價差。其中迴歸模型判斷優劣原則中主要依自變數顯數程

度、模型解釋力（Adj 2R ）、AIC與 BIC原則、樣本外估計誤差等條件進行判斷，

而判斷為最佳模型者且經所有自變數的多變量檢定亦顯數者，則代表以該分離地

價確實能建立一個優秀的地價模型，亦表示其為較佳的基地價格資料，故其分離

方法較為合理。以下模型自變數均相同，不同部分為應變數，即分離基地地價，

詳細內容可參考表 3-3-1及後續內容。 

 

 

                                                 
15由於內正不於透天住宅估計較為準確，為避免兩者效果混合，故本文剔除透天資料，但由於透天

住宅資料過少，所以本文僅比較區分所有住宅估計的合理性。此外，本文利用 295筆資料其中的
285筆來建立地價模型，剩餘 10筆用來做為樣本外估計誤差之計算。 

16本文曾建立混合模型，即分離原則採土地貢獻說，立體地價轉換採樓層別效用比，與土地貢獻模

型比較不同立體地價轉換方式的差異，發現模型效果相差不多，僅有 2％價差，可知立體地價轉
換方式對分離地價的合理性影響不大，故本文直接比較土地貢獻與聯合貢獻模型。 

17多變量檢定（multivariate test）為檢驗多變項迴歸模型的假設，如檢定各自變數於預測不同應變
數上是否相同，其Wilks' Lambda值顯著者代表該變數於預測不同應變數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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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各模型應變數求取方式 

應變數（基地價格）求取方式 模型 

 分離原則 立體地價轉換 

土地貢獻模型 土地貢獻說/其建物價格不含裝潢

費用及利潤 

地價分配率 

聯合貢獻模型 聯合貢獻說/按區位及類型土地貢

獻比求出 

樓層別效用比 

內政部模型 土地貢獻說/按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計算 

推估全棟可能售價之方式 

（一）不同房地價格分離原則之比較 

1. 土地貢獻模型：應變數以土地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之基地地價，即將房

地價格扣除建物成本，其中建物成本並不包含裝潢費用及利潤，而剩餘

者均為土地價格，並以地價分配率轉換為平面基地價格。  

2. 聯合貢獻模型：應變數採於聯合貢獻下的房地價格分離比率18，所求得的

基地地價，並以樓層別效用比為立體地價轉換之平面基地價格。 

    由表 3-3-2可知，聯合貢獻模型於自變數的顯著程度上，於寬度與深度變數均

明顯較土地貢獻模型顯著；於模型解釋能力上，土地貢獻模型僅為 0.4761，不如

聯合貢獻模型之模型解釋能力，為 0.5311；於 AIC 與 BIC 值上19，土地貢獻模型

之值均明顯大於聯合貢獻模型，顯示其為較差模型，此外，於樣本外估計誤差程

度上，亦高於聯合貢獻模型，顯示其模型預測能力不如聯合貢獻模型。綜合觀之，

聯合貢獻模型明顯較土地貢獻模型佳，而經表 3-3-3多變量檢定結果於所有自變數

檢定上達顯著水準，其代表土地貢獻說與聯合貢獻的分離地價所建立之地價模型

估計上確實有顯著不同，故聯合貢獻模型顯著優於土地貢獻模型，因此可知，聯

合貢獻說所分離的基地價格資料，較能建立預測能力較佳的模型，故以聯合貢獻

說分離房地價格較合理。 

 

 

                                                 
18即按住宅類型與區位之房地價格分離比率，為市區透天為 1.5：8.5，郊區透天為 2：8，市區公寓
為 2.5：7.5，郊區公寓為 3：7，市區住宅大樓為 3.5：6.5，郊區住宅大樓為 4：6。 

19根據 AIC與 BIC法則，其AIC與 BIC值越小，表該模型越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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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分離原則及內政部之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結果20 

註：1. ***、**、*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內為 â 係數（即標

準化係數）。 

2. AIC、BIC其值越小表示該模型適合度越高。 

3. MAE表誤差程度，其值越小表誤差程度越小，該模型預測能力越佳，其以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計算樣本外估計誤差的程度，
T

e
MAE t∑=

ˆ
， 0＜MAE＜�，其中 te 為

殘差值；T為觀察值總數。 

4.DW值離 2過遠，其除了可能有自我相關外，亦可能是模式中遺漏了重要的解釋變數。 

5.C.I.大於 10表可能有嚴重的線性重合存在。 

                                                 
20本文亦將固定土地貢獻比例所求出之分離地價，建立地價特徵價格模型，其模型結果不如按類型

與區位之分離比率之地價模型，且不同固定土地貢獻比例所建立的地價模型結果均相同，僅於截

距項部分不同。 

變數名稱 符號 土地貢獻模型 聯合貢獻模型 內政部模型 

分離原則與        

立體地價轉換 

土地貢獻說             

地價分配率        

聯合貢獻說             

樓層別效用比 

土地貢獻說             

推估全棟可能售價方式 

截距項 5.09454＊＊＊ 5.08741＊＊＊ 4.91841＊＊＊ 

土地持分面積 ＋ 0.07431＊＊＊ （0.59566） 0.07467＊＊＊（0.60510） 0.08810＊＊＊（0.66232） 

面臨路寬 ＋ 0.00465 ＊＊＊（ 0.13292） 0.00441＊＊＊（0.12596） 0.00417＊＊  （0.09119） 

路角地 ＋ 0.04705       （ 0.01719） 0.10542      （0.02578） 0.06967      （0.02537） 臨關 

街係 裡地 － -0.12184＊＊＊（-0.13643） -0.12596＊＊＊（-0.12892） -0.06825     （-0.06014） 

商業區 ＋ 0.15987＊＊＊ （0.13591） 0.14147＊＊＊（0.12803） 0.04075      （0.04147） 

寬度 ＋ 0.00173       （0.09795） 0.00184＊    （0.10550） 0.00126      （ 0.07524） 

深度 ＋ 0.00223       （0.09575） 0.00225＊    （0.09721） -0.00067440   （-0.02326） 

市區 ＋ 0.27832＊＊＊ （0.33574） 0.26650＊＊＊（0.33606） 0.24045＊＊＊（0.29105） 

Adj 2R  0.4761 0.5311 0.4902 

AIC -587.7397 -676.2582 -591.6838 

BIC -585.1238 -673.6399 -596.0486 

樣本外估計誤差 84.06 75.91 65.40 

DW 1.849 1.787 1.413 

COLLINT 2.57593  2.59558 2.59583 

樣本數 261 260 251 

異常點刪除比例 8.42﹪ 8.77﹪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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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多變量檢定結果（Wilks' Lambda值） 

自變數 土地與聯合貢獻模型比較 聯合貢獻與內政部模型比較 

土地持分面積 0.99794823 0.95948508＊＊＊ 

面臨路寬 0.99886504 0.99995066 

路角地 0.99983919 0.99928793 臨街

關係 裡地 0.99870390 0.98277934＊ 

商業區 0.99578724 0.97904962＊＊ 

寬度 0.97906039＊＊ 0.99102922 

深度 0.97956700＊＊ 0.98783231＊ 

市區 0.89923001＊＊＊ 0.38671864＊＊＊ 

所有自變數 0.34141450＊＊＊ 0.18266061＊＊＊ 

註：1.＊＊＊、＊＊、＊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該變數於預測不同應變數上是

不同。 

（二）與內政部分離方法之比較 

由表 3-3-4可知，在分離方法上，內政部分離地價原則及立體地價轉換與本文

均不同，其分離原則以土地貢獻說為主，但其對建物價格推估，則多考量建物裝

潢費用及建物買賣正常利潤。而立體地價轉換方式，內政部採主要經由人為主觀

判斷的推估全動可能售價的方式，其藉由藉由單戶售價推估全棟售價，再扣除全

棟建物現值、裝潢費用及建物買賣正常利潤來求去基地平面地價。由表 3-3-2可知，

內政部以地價調查估計規則分離地價所建立之地價模型，其自變數大多都不顯

著，且於面臨路寬、裡地、商業區、寬度、與深度變數均較聯合貢獻模型不顯著，

可見其分離地價，並未能掌握影響地價因素對價格的影響；而內政部模型解釋力

為 0.4902，亦低於聯合貢獻模型；其 AIC與 BIC值亦較聯合貢獻模型大，顯示以

其分離基地價格資料無法建立一優秀地價模型。此外，於樣本外估計誤差程度上，

雖以內政部模型較小，但由於模型解釋能力及自變數均不顯著，即使其樣本外誤

差較小，仍無法以內政部分離之地價建立較佳的地價模型。而經表 3-3-3多變量檢

定結果於所有自變數檢定上亦達顯著水準，其代表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與聯合貢獻

的分離地價所建立之地價模型估計上確實有顯著不同，故聯合貢獻模型亦顯著優

於內政部模型，因此，以內政部分離地價並非最佳基地價格資料，此亦可能為內

政部無法以特價格法來建立地價指數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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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分離方式與價格指數之編製概念比較 

資料來源：張金鶚（1995）台灣地區住宅價格指數之研究、本研究整理。 

而由表 3-3-2各模型的標準迴歸係數可知，主要影響地價因素前三者均依序為

土地持分面積、區位、面臨路寬，由於本文應變數為土地總價，故對地價影響最

大者為土地持分面積，而不動產價值主要影響因素為區位，於本文模型估計結果

亦可發現區位為影響地價主因，面臨路寬代表交通條件優劣，交通便利性越佳土

地，其地價越高，故面臨路寬對地價亦有較大影響。 

二、不同分離地價間的差距 

本文利用多變量檢定21（multivariate test）測試不同分離基地價格是否造成模

型各自變數於估計上的不同，若有不同時即表示不同分離基地價格是會影響地價

模型的建立，其檢定結果如表 3-3-3，土地與聯合貢獻模型檢定結果於寬度、深度

與區位因素有顯著不同，故於地價模型自變數中寬度、深度與區位因素是造成模

型估計地價不同的原因，即土地與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於模型價差的原因。而聯

合貢獻與內政部模型檢定結果於土地持分面積、臨街關係、使用分區、深度與區

位因素有顯著不同，故於地價模型自變數中土地持分面積、臨街關係、使用分區、

深度與區位因素是造成模型估計地價不同的原因，即聯合貢獻說與內政部分離地

價於模型價差的原因。 

各分離方法所估計的地價間究竟有多大差距呢？由表 3-3-5 可知22，土地貢獻

說分離基地價格平均高於聯合貢獻說分離基地價格 13.13％，其價差約一成左右。

而內政部分離基地價格平均低於聯合貢獻說分離基地價格 7.98%，又內政部雖以土

                                                 
21多變量檢定（multivariate test）為檢驗多變項迴歸模型的假設，如檢定各自變數於預測不同應變
數上是否相同，其Wilks' Lambda值顯著者代表該變數於預測不同應變數上是不同的。 

22 各應變數的敘述統計詳見附錄五。 

比較項目 查價對

象 

查價對

象價格

性質 

查價對

象異質

性 

價格分

離原則 

立體地價轉換 有無控制選樣間

之異質性（在同

一時間下） 

有無固定選樣

之品質（隨時

間變動時） 

內政部之

地價指數 

變動 

 

查估價 

 

異質 

 

土地貢

獻說 

推估全棟可能

售價之方式 

無 

 

有；以斐氏公

式固定在當期 

本文之地

價指數 

變動 查估價 異質 

 

聯合貢

獻說 

以樓層別效用

比轉換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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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貢獻說進行房地價格分離，其分離地價與本文以傳統土地貢獻說分離地價的估

計差異為建物價格衡量，其較傳統土地貢獻說多估計建物裝潢費用及建物買賣正

常利潤23，此為考量土地貢獻說可能有高估地價之虞所做的調整，而從價差統計結

果可知，內政部於建物裝潢費用及建物買賣正常利潤的估計可能有過多的現象，

才會造成其分離地價低於聯合貢獻說的分離地價。若就一般中古屋買賣價格中，

其大多不包含裝潢費用，且於本文使用的資料中，有 88.1％為 10年以上的中古屋，

而內政部所估計的建物裝潢費用平均總計為 83.91萬元，若將裝潢費用分攤至各坪

土地面積其平均數為 11.18萬元，其值已超過土地貢獻說與聯合貢獻說的平均價格

差距 5.99萬元，故於內政部估計中則多推估此部分價格，反而造成房屋價格過高，

而低估地價，此外，內政部分離地價與聯合貢獻分離基地價格之間的價差雖然不

大，但由表 3-3-2 內政部地價資料所建立之地價模型效果不佳的結果及多變量檢

定，內政部房地價格分離方法上則因高估建物價格，使其地價資料無法配適一個

優良的地價模型，雖然價差不大，但對於地價模型建立仍有影響，故此價差確實

有修正的必要。此外，建物利潤應依其成本佔總成本比例計算，較為合理，若預

估一個建物利潤率則有可能高估或低估建物利潤。  

表 3-3-5 各分離方法之價差與裝潢費用 

每坪土地價格差距 

分離方法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價格差距 T檢定 

土地貢獻 51.61 27.84 

聯合貢獻 45.62 23.09 

5.99 

（13.13﹪） 

16.68＊＊＊ 

內政部 41.98 23.98 

聯合貢獻 45.62 23.09 

-3.64 

（-7.98﹪） 

-5.26＊＊＊ 

內政部估計裝潢費用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裝潢費用平均總計 83.91 68. 26 0 421.04 

每坪土地分配裝潢費用 11.18 9.31 0 54.45 

註：1.為比較裝潢費用估計是否超過每坪土地價格差距，故將裝潢費用平均分攤至各坪土地面積。 

 

 

                                                 
23依地價調查估計表，其估計建物合理利潤率假設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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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合觀之，於土地貢獻說易因高估土地價格造成分離地價的不合理，而內政

部分離方法則因多考量裝潢費用，而造成建物價格的高估，而低估地價，使得分

離地價不合理，經由上述比較可知，以聯合貢獻說來分離房地價格，於地價模型

的配適上較佳，故以聯合貢獻說分離房地價格較為合理。而本文亦曾以固定分離

比率進行測試，發現以固定房地分離比率為於 3：7時，其地價模型效果與聯合貢

獻模型相差不多，且價差最小，僅為 0.96％，則可提供目前業界於房地價格分離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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