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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徵價格地價指數與公告土地現值分析 

第一節  地價指數建立說明 

特徵價格（hedonic price）最早是由 Court於 1939年提出，進行汽車價格指數

的研究，直到 Lancaster發展出新消費理論（New Utility Theory），指出財貨先有特

徵，才有效用，消費者藉由商品之不同的特徵組合產生效用獲得滿足。而 1974年

Rosen將新效用理論加以擴充，並結合競價理論，建立基本特徵價格理論基礎，其

指出消費者選擇財貨乃基於財貨的各種屬性之組合，而其為影響財貨價格的真正

原因，並將特徵價格定義為財貨特徵的隱含價格（ implicit price）。而 Rosen（1974）

將新效用理論，運用到異值產品市場的供需分析上，並建立均衡供需模型，而典

型的特徵價格函數既非需求函數，亦非供給函數，而是透過這兩種函數所發展出

來的包絡函數（Joint-Envelope Function），也就是反應供需影響的縮減式方程式

（reduced-form equation）。而由於土地的特徵無法單獨在市場上交易，必須與土地

的其他特徵一同出售，所以土地的特徵價格交易過程中隱含在土地總價中，而特

徵價格理論正符合土地不可分且具異質之特性，因此，許多國內外關於土地特徵

與價格之研究，多延用 Rosen所建立之特徵價格理論進行實證。 

根據前一章的結果，以聯合貢獻模型分離地價較符合地價理論，且較為合理，

故採其分離方式建立本文 89 年至 92 年台北市地價指數。此外，為與內政部都市

地價指數比較，故採相同的斐氏公式，建立地價指數，並以每半年為一期，以 92

年 3月 31日為基期。而當函數型式為半對數時，斐氏公式之地價指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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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基期    t：計算期     

ttŶ ：計算期標準土地價格估計值（計算期加權）   

otŶ ：基期標準土地價格估計值（計算期加權） 

ioβ , itβ ：基期及計算期各變數的迴歸係數（含截距項） 

itX ：計算期各變數的平均數（即標準土地數量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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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形狀、寬度、深度變數的遺漏數量較多，故未將此三變數放入地價指數

之特徵價格模型。表 4-1-1為台北市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結果，模型解釋力多在

50﹪~33﹪之間，而各變數大多極為顯著且符號正確，僅少部分變數如路角地及商

業區表現較不穩定，其原因可能為該變數之筆數較少所造成的，且異常點之刪除

數量均在 10﹪以下，故應不影響樣本代表性，而在自我相關及線性重合檢定方面，

並無嚴重的自我相關或線性重合。 

表 4-1-1  台北市聯合貢獻之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結果 

註：1. ***、**、* 分別代表在 1%、5%與 10%之顯著水準下，該變數顯著異於零。 

 

變數名稱 符號 89.3.31 89.9.30 90.3.31 90.9.30 91.3.31 91.9.30 92.3.31 92.9.30 

截距項 5.35140  

＊＊＊ 

5.23373

＊＊＊   

5.53047

＊＊＊ 

5.28461

＊＊＊   

5.33168

＊＊＊ 

5.26195

＊＊＊ 

5.25305

＊＊＊ 

5.22568

＊＊＊ 

土地持分

面積 

＋ 0.06975  

＊＊＊  

0.07923

＊＊＊ 

0.05549

＊＊＊ 

0.06789

＊＊＊ 

0.06166

＊＊＊ 

0.06357

＊＊＊ 

0.06456

＊＊＊ 

0.06271

＊＊＊ 

面臨路寬 ＋ 0.00522

＊＊＊ 

0.00847

＊＊＊ 

0.00384

＊＊ 

0.00658

＊＊＊ 

0.00879

＊＊＊ 

0.01009

＊＊＊ 

0.00653

＊＊＊ 

0.00898

＊＊＊ 

路角地 ＋ -0.02325 -0.26137  -0.00172 0.14697 0.24056

＊＊ 

0.15247 -0.06613 0.13662

＊＊ 

臨 

街 

關 

係 

裡地 － -0.06908

＊ 

-0.10689

＊＊＊ 

-0.08694

＊＊ 

-0.14783

＊＊＊ 

-0.12741

＊＊＊ 

-0.12690

＊＊＊ 

-0.10439

＊＊＊ 

-0.10164

＊＊＊ 

商業區 

 

＋ -0.02886 0.14553

＊＊ 

0.08962 0.16734

＊＊＊ 

0.08444

＊＊ 

0.01608 0.16493

＊＊＊ 

0.18945

＊＊＊ 

市區 ＋ 0.23404

＊＊＊ 

0.18282

＊＊＊ 

0.10685

＊＊＊ 

0.15359

＊＊＊ 

0.14807

＊＊＊ 

0.14943

＊＊＊ 

0.17735

＊＊＊ 

0.22944

＊＊＊ 

Adj 2R  0.5062 0.4858 0.3309 0.4196 0.4337 0.5003 0.4222 0.4830 

DW 1.546 1.779 1.778 1.686 1.512 1.557 1.690 1.633 

COLLINT 1.53589 1.79607 1.56429 1.55820 1.41939 1.53866 1.66485 1.48962 

樣本數 304 313 261 422 660 464 548 563 

異常點刪除 6.75﹪ 6.29﹪ 9.38﹪ 4.95﹪ 2.08﹪ 3.53﹪ 3.52﹪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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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為刪除異常點後之標準土地屬性項目及數量，台北市土地持分面積及

面臨路寬並無明顯變動，多在 8~9坪及 19~20公尺之間。在臨路關係上，裡地交

易有逐漸減少趨勢，商業區交易有逐漸增加趨勢，而市區交易則有減少趨勢。 

表 4-1-2 台北市各期標準土地屬性項目及數量（刪除異常點後） 

 

 

 

 

 

 

 

 

 

 

 

 

 

 

 

臨路關係 屬性項目 土地持分面積 面臨路寬 

路角地 裡地 

使用分區 區位 

平均數形式 算術平均數 算術平均數 算術平均數 算術平均數 算術平均數 

單位 坪 公尺 虛擬變數 虛擬變數 虛擬變數 

89.3.31 8.87 19.89 0.0132 0.6184  0.102 0.4079 

89.9.30 8.73 21.26 0.0096 0.6709 0.1022 0.4026 

90.3.31 9.32 19.86 0.0192 0.6782 0.0728 0.3563 

90.9.30 8.91 20.92 0.0142 0.6777 0.09 0.372 

91.3.31 9.19 19.39 0.0136 0.6061 0.1076 0.3076 

91.9.30 8.77 20.46 0.028 0.6056 0.153 0.4224 

92.3.31 8.74 20.93 0.0456 0.5584 0.146 0.3504 

92.9.30 8.97 19.71 0.0462 0.5506 0.1332 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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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價指數實證分析 

一、不同分離原則地價指數之比較 

由圖 4-2-1可知，聯合貢獻模型所建立之地價指數，並不像土地貢獻模型之地

價指數1波動較大，而就地價波動情形，其於短期內不應有太大的波動，因此，土

地貢獻說容易因誇大土地對房地價格的貢獻2，而造成地價指數的波動較大的不合

理現象，所以利用不同分離方式進行分離地價的求取，其不同的分離地價是會影

響到之後地價指數的建立，故用來建立地價指數的地價資料仍須由較合理的分離

地價進行，其所建立的地價指數才較合理。 

圖4-2-1  不同分離原則之地價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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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都市地價指數之比較 

由先前表 3-3-3可知，本文與內政部地價指數不同處有三，一為價格分離原則；

二為立體地價轉換方式；三為地價指數建立方式，內政部地價指數採中位數加權

法所建立，並未控制選樣品質，而本文採特徵價格法建立，以控制選樣品質。 

由於本文為建立台北市地價指數，且所使用資料與內政部地價指數資料相

同，而於台北市土地價資料有 99﹪以上為房地交易資料，由本文所統計之台北市

房地價格分離率可知，在台北市房地價格有 60﹪以上為由土地所貢獻及基於土地

引申性需求3，因此，台北市地價變動趨勢應與房地價格相近，故本文利用財團法

                                                 
1土地貢獻模型土地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結果詳見附錄六。 
2由前述分離原則的價差模型之實證結果可知，以土地貢獻說分離地價平均高於聯合貢獻說分離地

價之一成左右。 
3短期來看，都會區住宅用地價格產生，主要是由於購屋者對於房屋需求，進而產生建商對於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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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台灣不動產資訊中心所建立之中古屋特徵價格模型，來建立 89 年至 92 年之台

北市每半年之房價指數4，做為地價趨勢之參考。 

基於土地引申需求及地價為房地價主要構成因素，因此，地價指數趨勢應接

近房價指數，但由圖 4-2-2卻看不出內政部地價指數與房價指數有相同趨勢，反而

以本文地價指數趨勢較為接近。此外，本文地價指數於 91年初地價有上漲趨勢，

內政部地價指數卻為下跌趨勢，兩者趨勢變動正為相反，若反觀當時市場情形可

知，民國 91年初，總體經濟景氣復甦，加上政府提供大量優惠房貸、土地增值稅

減半徵收兩年等利多效應下，當時房地產景氣確實有復甦跡象，且就台灣房地產

景氣動向季報來看，民國 91 年第一季房地產景氣對策訊號，由民國 90 年第四季

的藍燈轉為黃藍燈，可見民國 91年的房地產景氣的確是有復甦跡象，故當時地價

應會受到景氣的復甦而有所提升，但就內政部都市地價指數，卻無此跡象，反而

為下跌趨勢。其原因可能為內政部地價指數採中位數加權平均法所建立，其並未

控制選樣品質，而造成地價指數變動趨勢，受到市場上成交資料屬性之數量影響，

使得趨勢偏離。 

Kazumasa（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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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計算 89

年至 92年的台北市及其各行政區間地價指數變動率的相關係數，發現其相關係數

均達 0.7以上，表示內政部台北市地價指數受土地特徵影響指數變動不大，故地價

指數偏離情形並不嚴重，僅在 91年初發生此現象。 

圖 4-2-2亦可看出內政部地價指數相當平緩，其因內政部地價指數所選中位數

地價為由地價平穩中價位區段而來，又所劃分地價區段可細至各行政區以下，且

其中位數地價須經區段面積加權平均，以所得平均區段地價建立地價指數，此外，

由前述價差比較上亦可知，內政部分離地價因高估建物價格，而低估地價，因此，

內政部地價指數以較低地價資料及經由多項平滑過程而建立，故其地價指數變動

不會太大5。雖然內政部地價指數藉由加權方式降低交易案例的特徵差異所造成的

                                                                                                                                               
的引申需求，而購置土地，故土地價格主要是由土地的引申需求所生。就都會地區的房地價格來

看，房價因為其需求增加而提升，於短期，土地供給並不會增加，但對土地引申需求因房屋需求

增加而增加，因此，亦造成地價上漲。就長期來看，土地為不動產構成要素之一，而林國慶（1995）、
黃錦煌（1998）均 實 證 �認為房價為影響土地價格因素之一，且為正向影響，因此，台北市地價

變動趨勢應與房價相近。 
4 此處的房價指數即房地價格指數，其中古屋特徵價格模型估計結果及標準住宅屬性及數量，詳見
附錄七。 

5由前述不同分離方法所建立地價指數比較結果可知，土地貢獻說亦因高估地價，而造成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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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變動，但仍無法糾正因為控制選樣品質所造成趨勢變動錯誤，且土地為異質

性的產品，其成交價格的不同是來自於土地間屬性不同所形成的，因此，在未控

制土地品質其地價指數的變動趨勢很可能會受成交資料屬性的影響。 

圖4-2-2 房價與地價指數趨勢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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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都市地價指數、本研究整理。 

三、小結 

由地價指數得時證結果可知，不同分離方式對於地價指數的建立是會有所影

響的，而土地貢獻說其分離地價較高，則造成其地價指數波動大的現象，內政部

地價指數因其分離地價較低及經由多項平滑過程，使得其地價指數較為平緩，而

以聯合貢獻說的分離地價所建立之地價指數則無上述的現象，似乎較可以反映出

市場現象。 

而比較地價指數趨勢的結果發現聯合貢獻的地價指數與房價指數的趨勢較為

相同，且在民國 91年初房市逐漸有復甦的現象，聯合貢獻的地價指數與房價指數

均呈現上揚趨勢，但內政部地價指數則為下跌趨勢，其出現與市場情況不符的問

題，故以未控制土地品質的方法建立地價指數，其指數變動趨勢是會受到交易資

料屬性的影響，無法明確反映出市場情況。 

而地價指數建立的目的為定期提供民眾正確的地價資訊，並提供政府研擬穩

定地價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故其需能適度地反映市場情況，才能達其應有政策

目的。在先前比較結果可知，以特徵價格法所建立之地價指數因控制選樣品質，

故較反映市場情況，而內政部的編制方法則易受土地特徵影響而造成指數變動偏

                                                                                                                                               
地價指數波動較大，反之，若以較低地價所建立之地價指數其波動則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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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內政部以技術簡便與較少人力及經費等理由，選擇中位數加權平均法建立一

個無法正確反映市場情況的地價指數，其功能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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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告土地現值分析 

一、公告土地現值價差比較 

回顧過去有關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差距之文獻發現，其不是以地價調查估計

規則的分離地價做為市價參考，或是以空地資料來估計，並無法正確反映公告土

地現值與市價差距，而評估價值應依據交易價格評定，即正常交易價格的平均值

可反映出真實的市場價值，故本文利用先前以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所建立的每半

年的特徵價格模型來估計地價，測試其是否可作為市場價值的參考，並進行比較。 

本文先比較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台北市地價與其公告土地現值的差距，由表

4-3-1可知，台北市公告土地現值平均低於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三成左右，均較

近年台北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差距約兩成左右之說明及先前實證結果的差距更

大，而此時需先界定出政府所謂的市價為何？而依據公告土地現值評定流程可

知，其藉由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求得分離地價來劃分地價區段，再求中位數作為區

段地價，其區段地價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定出公告土地現值，故其市價參考

即為區段地價。 

造成公告土地現值主要低估原因有二，一個為經由地價評議委員會參考區段

地價而打折定出公告土地現值，二為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於房地價格分離上，因裝

潢費用估計高估建物價格，造成區段地價有低估之嫌。因此可知，台北市土地市

價應高於政府評定的區段地價，且目前台北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差距亦應高出

政府說明的兩成，而本文以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的差距可達三

成左右，應該較接近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的差距，故以特徵價格模型來估計公告

土地現值，可使公告土地現值更接近市價。此外，由表 4-3-1亦可發現各期公告土

地現值的標準差均較小，可看出公告現值估計，對於個別因素考量不足，故個別

土地間的地價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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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台北市公告現值與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之差距 

 

 

 

 

 

 

 

 

 

 

 

而由表 4-3-2 可知，在臨街關係上，路角地平均差距大於臨街地，而臨街地平

均差異又大於裡地，且其平均差距經 T 檢定結果，確實有明顯差距，而路角地與

臨街地之公告現值多經由路線價修正所求得，由其價差逐漸增加可知，目前公告

土地現值估計主要採區段地價法，其將區段內各宗地單價視為相同，故無法反映

區段內各筆土地價格的獨特性，由此部分可知，區段地價法於臨街關係上修正不

足，其價差可增加至四成左右。在使用分區上，商業區平均差距大於住宅區，且

其平均差距經 T 檢定結果，確實有明顯差距，而商業區的公告土地現值為採路線

價法估計，而林英彥（1997）認為台北市深度指數遞減比例違背路線價原理6，其

於估計上市有問題的，由表 4-3-2商業區的價差增加至四成左右可知，目前台北市

所運用的深度指數表是有問題的，其將造成深度修正上的不足，而造成與市價的

價差增加。而在區位的平均差距上，經 T 檢定結果，其無明顯差距，主要是由於

其地價區段劃分主要依據各行政區，其劃分較細，所以對區位因素的考量較詳細，

所以其區位變數無明顯價差。 

綜合觀之，臨街關係及使用分區多數於基地個別因數，而區位則屬於區域環

境因素，由個別因素平均差異的檢定結果可知，當前公告現值估計於個別因素的

修正是不足的，無法反映各筆土地個別因素對價格的影響，造成各筆土地間價格

差異不大，而區域環境因素的考量是較足夠的。 

                                                 
6 路線價深度指數遞減比例為深度指數應隨著臨街深度越深，指數的差距越小，但北市的深度指數

其臨街深度越深，指數的差距反而越大，故違背路線價原理。 

台北市 平均數（萬元⁄㎡） 標準差 平均差距 T檢定 

公告土地現值 11.47 5.18 92

下 特徵價格模型估計 18.01 10.29 

-6.54      

（-36.31％） 
12.52*** 

公告土地現值 12.01 7.91 92

上 特徵價格模型估計 17.66 11.81 

-5.65     

（-31.99％） 
11.32*** 

公告土地現值 11.86 5.81 91

下 特徵價格模型估計 17.14 9.70 

-5.28    

（-30.81％） 
13.86*** 

公告土地現值 11.51 4.27 91

上 特徵價格模型估計 16.51 7.60 

-5.00    

（-30.28％） 
11.62*** 

平均差距百分比之平均值 -32.35％ 

註：1.（）內之值，為公告現值減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之值佔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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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公告現值與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地價之各因素平均差距 

 

 

 

 

 

 

 

 

 

 

 

臨街關係 平均差距百分比 

裡地 -29.90％ 

臨街地 -34.07％ 

路角地 -42.57％ 

臨街地-裡地 路角地-臨街地 變數平均差距 T檢定 

-11.98** -2.44* 

使用分區 平均差距百分比 

住宅區 -29.42％ 

商業區 -41.29％ 

住宅區-商業區 變數平均差距 T檢定 

6.88*** 

區位 平均差距百分比 

市區 -29.90％ 

市郊 -33.11％ 

市區-市郊 變數平均差距 T檢定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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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徵價格地價指數法之應用 

由先前實證結果發現，特徵價格指數法所建立之地價指數較能適當的反映市

場情況，若該制度建立不但可改善當今地價指數未控制土地品質的缺失，且亦可

將其應用於公告土地現值評估上。而其應用於公告土地現值制度上則可以下列方

式應用之。 

（一）每年 1 月 1 日土地現值的公告：由於編訂特徵價格指數法時，將計算出各

期的標準宗地，其該宗地於現實上並不存在，其由該區各宗地屬性平均而

得，可作為代表當地的宗地屬性，故為當地的標準宗地。而公告土地現值

為課徵土地增值稅的主要依據及徵收補償參考標準，但並非每年各筆土地

均會出現買賣及徵收的情況，其為部分土地上才會發生，故無須公告各筆

土地之公告現值，因此，可改以公告標準宗地的地價，作為當地公告土地

現值的參考即可，而每年年初即公告前一年之後半年標準宗地的估計地

價，作為公告現值公告，可減少逐筆估計的繁複過程。 

（二）公告土地現值的計算：當土地買賣與徵收發生時，即可將土地屬性帶入最

近一期的特徵價格指數法所建立的特徵價格模型，計算出該筆土地的公告

土地現值，且其對宗地的個別因素考量較為足夠，估計地價更能接近市價。 

由上述討論可知，特徵價格指數制度若建立則可改善目前地價制度的部分缺

失，而其具有下列的優點： 

（一）地價指數較能適當反映市場行情：由先前地價指數比較的實證結果發現，

以特徵價格指數法所建立的地價指數，因控制土地品質，故其較能反映反

映市場行情，以其作為政府研擬穩定地價政策的參考指標較為準確。 

（二）公告標準宗地地價，減少目前公告現值逐筆估計之繁複：由於各筆土地買

賣及徵收的情況，並非每年發生，故改以公告標準宗地地價，可減少每年

逐筆估計的繁複，亦可節省政府於公告土地現值評估的人力與經費。 

（三）利用特徵價格模型估計，可使公告土地現值更符合各宗地屬性及趨近於市

價：由前述模型估計地價與現今公告土地現值比較可發現，現今公告土地

現值評估方式，對於宗地個別因素考量不足，故各筆公告土地現值差異均

不大，此外，公告土地現值評估上亦低於市價，若改由特徵價格模型估計

則可改善上述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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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0條修正規定，公告土地現值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

價格，因此，有必要了解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差距，但由於土地市價是無法

明確得知，而過去文獻討論及政府說明對於公告土地現值的差距，多利用區段地

價作為市價的參考，但由先前房地價格分離的討論中可知，內政部分離地價是一

個較低的價格，且經實證發現以其地價資料無法建立一個優秀的地價模型，其地

價資料並不合理，若以其定出區段地價時，已經是一個較低的比較基準，故可知

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差距應更大。 

而本文利用聯合貢獻說分離的地價資料所建立的特徵價格模型，來估計地價

並作為市價參考，發現以此特徵價格模型所估計地價較區段地價更趨近於市價，

而台北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間的差距約為三成左右，其較政府所公佈的兩成來

的大，故將來公告土地現值調高則可利用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資料所建立之特徵

價格模型來估計地價，作為公告土地現值的參考，可使公告土地現值更接近於市

價，而土地增值稅的徵收更為合理。 

而目前公告土地現值估計中，不論由各其土地間的公告土地現值標準差，或

各因素平均差異變動上均可發現公告土地現值的估計對於基地個別因素修正上不

足，如臨街關係及使用分區，造成公告土地現值間的差異不大，則可能造成土地

增值稅的課徵及徵收補償不公平的現象，而損及人民的權益，此為公告現值評估

方法急需修正之處，而本文則發現以聯合貢獻說分離地價資料所建立之特徵價格

模型來估計地價，其地價可符合各宗地屬性及趨近於市價，可作為將來公告土地

現值調高的估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