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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折舊（depreciation）為成本法中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與現存不動產價

格間之差額，其形成原因一般可歸類為實體損壞、功能性退化與外部性退

化。早期 Malpezzi（1987：372）將折舊定義為：「隨著屋齡增加之資產價

格減損。」，該價格減損與老舊有切不可分之關係，故應僅發生於建物，而

不發生於土地之上。由於土地並不發生實體損壞之情形，故實證樣本若為

不動產價格，可能因分析主體包含土地而有折舊低估的現象；其次，折舊

發生原因中之外部性退化，意指不動產所處環境特徵良莠對價格的影響，

然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關於成本價格減價修正之規定，似乎未考量外

部性退化，但依折舊之定義觀之，外部性退化所造成之價格減損效果應同

樣反應於建物價格之上，故外部性退化對於土地價格、建物價格所產生之

影響亦為本研究欲探討之處。 

本章將回顧折舊形成因素、房地價格分離的必要性，作為本研究之理

論基礎，並於後續章節中依此基礎漸次完成研究。 

第一節 折舊之性質 

成本法，為不動產估價三大方法之一，係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

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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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此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稱為成本價格6。就不動產而

言，價值主要來自效用的滿足與收益的獲取，現在的建物價格反應的是現

在以及未來建物所能提供效用的總合，而折舊可被形容為建物使用者使用

建物時無效用的程度，其原因可來自各方面。（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

A.I., 2002：79；Lee et al., 2005：56）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折舊之計算以定額法為原則7，並修法放寬得

採定率法或償還基金法，然而在台灣，成本法一直鮮少被運用於實際估價

作業中，可能係因眾人對折舊之掌握仍有疑義所致。是以，為準確掌握折

舊，既而決定應採何種方法計算折舊，首先應辨析折舊之成因及其對建物

                                                 
6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7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六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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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效果。 

承如前述，任何可造成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之市場價格與其重置成本

差額之因素均為折舊之因素，可分為物理面的實體損壞、功能面的功能性

退化，以及經濟面的外部性退化，詳述如下： 

一、實體損壞（physical deterioration） 

實體損壞主要指隨著時間的經過，因自然作用或人為使用而造成外表

破損、使用效能降低或是營運成本增加等現象，因而導致建物使用價值、

或市場需求降低。（Baum, 1991：57；Knight and Sirmans, 1996：372；Corgel, 

2007：258；IVSC, 2007：260）由其成因可知，實體損壞與建物之屋齡呈

現高度相關性，一般大眾認為新建物較舊建物為佳，即是受到實體損壞觀

念的影響。（梁仁旭、陳奉瑤，2006：118）因此，簡易的折舊評估方法，

即是衡量勘估標的之已經過年數，進而推估其價值減損的幅度。 

實體損壞可分為不可修復部分與可修復部分，不可修復部分之衡量可

估計因此而減損之價值，可修復部分則以修復該磨損所需之花費或是因而

產生的營運成本來衡量實體損壞之效果。（Barras and Clark, 1996：63）此

外，人為的小心維護或定期修繕可延緩建物破損的速率，因此，與下列兩

種折舊形成因素相較，實體損壞是唯一可人為積極控制之折舊因素。

（Wilhelmsson, 2004：4；Dunse and Jones, 2005：206）台北縣政府補助人

民修繕建築物立面工程以提升舊建物之價值（台北縣政府，2007），即是人

為修復實體損壞的具體表現。 

由於人為小心使用或修復建物之資訊搜集較不易，而本研究假設在大

量樣本的情況下，完全不維護、正常使用、積極維護所造成之實體損壞差

異將因大量樣本而使得分析結果不至於偏誤。 

二、功能性退化（functional obsolescence） 

功能性退化主要因建物結構、建材有瑕疵或設計不良、型態樣式不符

現代人的偏好、設備不符現代科技水準要求或是設備設置不足等原因，導

致使用效率不彰的現象。（Baum, 1991：57；A.I., 2002：199；IVS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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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因此，即使是新建建物，無任何老舊破損的情形，仍會因上述種種因

素而產生價格下跌的結果，（Knight and Sirmans, 1996：372；梁仁旭、陳奉

瑤，2006：118）Barras and Clark（1996：65）指出，理論中假設屋齡與資

產設備的生產潛能或提供技術明顯相關，即屋齡越大，功能性退化越多，

但這樣的假設對建物而言是有疑義的，舉例而言，無輕鋼架的辦公大樓因

不適合鋪設網路電纜而產生功能性退化，但新科技光纖網路不占空間的特

性，使那些已經歷退化的辦公大樓又變得很適合新一代的網路環境。是以，

功能性退化並不與屋齡絕對相關。而此類退化之發生，若係科技進步、人

們偏好改變而產生或消失，則顯非建物所有人所能控制。在英國，功能性

退化是一種比實體損壞更重要的價格影響因素，尤其是商辦大樓，退化使

得商辦大樓的平均經濟壽命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有 40 到 50 年，但到

了 1980 年代，只剩下 20 到 25 年，快速的汰渙累積了更多的空置辦公室。

（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 

若欲估計住宅用建物的功能性退化，可依回復所需費用；或回復有困

難時，則從收益性（或舒適性）之減退；或與類似不動產之價格相互比較。

（林英彥，2007：142）然而此等估計，須取得建物之設備等級、設計樣式

等資料，以便進行分析，然而此類資料的取得並不容易，各國政府之相關

資料庫亦不包含此類資訊，故 Wilhelmsson（2004）以郵遞問卷之方式調查

瑞典斯德哥爾摩之住宅維護情形，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自家住宅需

要升級廚房、更換電力系統或排水系統等，此種資訊雖不精確，但可概略

估計住宅之退化情形。但由於功能性退化資料之取得需要較大的成本，故

本研究不予探討功能性退化對於建物價格的影響效果。 

三、外部性退化（external obsolescence） 

依據 Tiebout 以腳投票假說，居民在選擇居所時，會在聯合考量地方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以及稅賦負擔後，決定最終居住地點。許多實證研究亦顯

示，家計單位在選擇居住處所時，不僅會考慮住宅內部之實質屬性，亦十

分重視週遭環境之寧適性（amenities）及公共服務品質。（廖文正，2005：

81）是以，若一建物因外在環境不適宜將使得購屋需求降低，並立即造成

該建物的價格減損，而此價格減損因素即為估計折舊時所考慮的外部性退

12 



  房地分離下建物折舊之研究 
   

化。 

外部性退化主要的發生原因可細分為近鄰地區之衰退，如地區使用特

性改變等，致使不動產效用或可售性降低；或是不動產與其外在環境不適

合，如在貧民區中建築高級住宅、商業區中建築木造平房，此類情形係在

建築當時，已發生經濟的不適應而有價值減損的情形（梁仁旭、陳奉瑤，

2006：119；林英彥，2007：142）；或是與其附近之不動產比較，競爭利基

較弱，例如公共設施不足、可及性不佳等（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142；

林英彥，2007：142）。外部性退化係來自於建物外在之環境因素，故為建

物所有人無法控制或選擇的（Baum, 1991：57；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

A.I., 2002：106；Dunse and Jones, 2005：206），此外，由於其不與時間經

過相關的特性，因此若因外在因素而預期不動產使用效能或收益將下跌，

那麼即使是全新的建築物，其價格亦受影響（Barrett and Blair, 1988：183；

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外部性退化對建物價格造成的影響，可以圖 3

表示。 

 

圖 3 外部性退化成因圖 

於上述外部性退化之三成因中，外在環境是否有衰退的情形，需要對

於同一地區之環境或是經濟情況作動態的觀察，外部不適合則需要更詳盡

的樣本資料，以判定交易樣本是否處於與其自身特徵不配合的環境中，而

外在環境不佳則可依建物之外部環境特徵作橫斷面的觀察與分析，故外在

環境不佳為本研究所觀察之外部性退化重點。 

此外，當某一地區因嫌惡性設施之興建等建物外在因素導致需求降低

時，其對不動產價值的負面影響是地區性的，故相鄰的不動產價格具有空

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的現象，亦即相鄰的不動產因享有共同

的鄰里特徵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故其單位價格具有連續性。（Thibodeau, 

2003：3）不動產價格受到何種負面外部性的影響，與其所處地區之特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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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相關（Barrett and Blair, 1988：183），Colwell and Trefzger（1994）將

外部性退化稱為地區性退化（ locational obsolescence）或環境退化

（environment obsolescence）之道理即在於此。其亦舉例說明，假設將一棟

已有價值減損現象的建物移至別處後，該建物之使用功能仍得以符合市場

之標準，那麼該建物係發生了外部性退化。（Colwell and Trefzger, 1994：57）

由於建物亦屬一旦定著即不可移動之不動產，是以，當一地區有外部性退

化的情形，那麼定著在該地區之土地以及建物，均將因外部性退化而有價

格減損之情形產生，亦即外部性退化同時對土地與建物造成影響。 

綜合上述三種折舊形成因素，可發現僅實體損壞與建物屋齡息息相

關，而功能性退化與外部性退化則因建物功能、樣式或外在環境因素而產

生，只要需求產生負面改變，即使是新建建物，也可能在新建之初即已因

退化而有價值減損之情形發生（Pinder and Wilkinson, 2000；梁仁旭、陳奉

瑤，2006），因此，於評估建物折舊額時，為提升估計準確性，實有分離（或

控制）各種不同折舊形成因素的必要，亦即首先利用各樣本屋齡特徵觀察

與屋齡有高度相關性之實體損壞，再利用環境變數，如與外在環境特徵之

距離、鄰近建物老舊程度等，作為外部性退化之觀察與分析的重點，進而

改善過去折舊相關文獻僅以屋齡解釋折舊之缺（Cannaday and Sunderman, 

1986；Malpezzi et al., 1987；Smith, 2004；Dunse and Jones, 2005）。 

最後，本研究將藉由比較房地分離後之建物價格模型與土地價格模

型，判定當一地區有退化之情形時，其價格減損效果是否對建物與土地均

有影響。就影響不動產價格之三大因素為區位、區位和區位而言，多數人

認為區位好壞反應在土地價格的高低差異，而實務上估價報告書中建物折

舊之計算，時常不見外部性退化之考量，然而，經折舊相關文獻之回顧可

發現，區位環境的好壞將影響該地區不動產之需求性，故建物應同為受影

響的標的之一。而本研究將於後續之實證模型中，檢視實證之結果是否支

持此一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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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房地價格分離 

不動產價格可拆分為兩部分：土地價格與建物價格。就時間與價格變

動的關係而言，土地價格隨著時間的推展，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有漲價或

跌價的變化，但建物價格長期而言，必定是下跌的，（Baum, 1991：61）因

建物價格必因實體損壞之存在而明顯下跌。 

於探討不動產折舊的過程中，無論使用之分析方法為何，所採用之樣

本價格多以土地與建物之綜合價格為多，原因在於市場上之不動產交易係

以房地併同買賣為大宗，少有單純素地買賣或是建物買賣者。然而，不同

的折舊因素有其互異之形成原因，其所產生之作用也各不相同，為了較精

確地評估建物折舊，將取得之不動產總價拆分後始進行分析，應可求得偏

誤較小之估計結果（Smith, 2004）。 

利用特徵價格模型進行分析之文獻中，Malpezzi et al.（1987）、Smith

（2004）、Fisher et al.（2005）、Dunse and Jones（2005）皆曾提及由於土地

不產生折舊之情形8，因此包含土地價格的特徵價格模型，呈現較低的折舊

率。Malpezzi et al.（1987）與Smith（2004）分別於美國之實證研究中指出，

價格模型之應變數是否包含土地價格，應呈現出不同的折舊率，但並未指

出其差距；Dunse and Jonse（2005）則於英國蘇格蘭工業區之研究中，將樣

本依地區別拆分，分別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部分證實在地價較高的地區，

有較低的折舊率，顯示分析資料若包含土地價格，則土地價格之高低將影

響建物折舊之評估。 

Dunse and Jones（2005：214）認為，租金高低反應的是該不動產的品

質以及其所在區位的價值，於建物壽命初期，不動產價格應逐年下跌，但

其後隨著再開發可能性的增加，不動產價格應不跌反升。對於不動產所有

權人而言，縱使其建物終將於再開發的同時予以拆除，並消失於無形，但

未來再開發的利益價值將會以資本化的方式反應於現有之不動產價格上，

是以，在此情形下之特徵價格模型，其屋齡係數值反應的是折舊的負面效

果以及再開發的正面效果。（Lee et al., 2005：56）若以未來預期收益反應現

                                                 
8 實應指實體損壞與功能性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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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不動產價值之角度觀察，若預期未來收益上漲，那麼即使現在的經濟

狀況或收入並未發生任何改變，不動產價格仍會因預期上漲而上漲。

（Barrett and Blair, 1988：183）因此，當價格函數包含土地價格，對老舊建

物而言，土地再開發可能性所產生之價格上漲與建物老化導致之價格下跌

混合，可能使得建物折舊率估計產生反轉的情形。更甚者，若於實證樣本

中包含過多的高屋齡樣本，將使得模型之屋齡係數值為正數，即隨屋齡增

加，不動產價格逐年上漲（Murdoch et al., 1993；Mills and Simenauer, 1996：

213），或是在特徵價格模型中，屋齡變數無法用以解釋不動產價格的變化，

即該變數不顯著（Benson et al., 1997；Bond et al., 2002），無論屋齡係數是

正數或不顯著，均是不甚合理的情形。 

張凱博（2004）在台北市的折舊研究中，分別利用雙對數模型與半對

數模型分析不動產折舊，由其實證結果得知，不動產於壽命初期折舊較少，

於建物壽命後期折舊會逐漸加快，得出台北市住宅用不動產折舊計算較適

用償還基金法或逆年數合計法，此種折舊型態與實務上之預期似乎正好相

反，但與 Cannaday and Sunderman（1986）之結果一致；陳韋智（2006）則

於台北市住宅折舊實證中發現，透天的折舊型態除為直線型折舊外，其於

屋齡六十年後價格僅減損原始總價之 5.03%，大廈住宅價格則於建築完成

後的前八年不跌反漲，其認為此等不合理折舊現象的發生原因，係因地價

上漲抵銷了折舊減價的效果。 

由於土地不發生實體損壞與功能性退化，且土地的再開發價值將抵銷

建物實體損壞的價格減損效果，故本研究嘗試將土地價格自不動產價格中

抽離以得到建物價格，觀察價格分離後之實證結果是否與張凱博（2004）、

陳韋智（2005）以不動產價格所作之研究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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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整理前二節之論述，實體損壞、功能性退化、外部性退化以及再開發

價值對不動產價格的影響，如圖 4 所示，圖的左邊代表不動產價格影響成

因；中間為價格影響方向，實體損壞與外部性退化為本研究分析重點，以

粗黑線表示，功能性退化不予分析，以虛線表示，正負符號代表其對價格

的影響為正向或負向；圖的右邊為受影響主體，分為建物與土地，以示各

成因之影響效果差異。 

 
圖 4 不動產價格影響之成因 

由圖 4 可知，折舊三成因之影響效果並不相同，由於土地無實體損壞

及功能性退化，且於建物壽命後期土地將產生再開發價值，故當模型分析

主體為不動產價格時，建物折舊可能有被低估的情形。是以，本研究擬拆

分房地價格，驗證建物價格之折舊變化，並藉由拆分後之價格模型，觀察

各項外部性代表變數對於建物價格之影響效果。 

關於分離土地與建物價格之方法，一為抽取法，即自不動產總價中扣

除土地價格（Smith, 2004），由於此方法之土地價格無法由統計方法推算而

得，故須依賴政府單位之土地估價結果。Cannaday and Sunderman（1986）

指出，雖然政府單位有估計土地價格的需要，但是該價格缺乏市場證據支

撐，可信度不高，因此該研究仍以不動產總價作為價格模型之應變數；另

一分離價格的方法為分配法，即將不動產總價視為土地價格與建物價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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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組合（黃佳鈴、張金鶚，2005；詹旻華，2006），但由於土地價格與建

物價格於不同時期或是不同地區均有不同的組成比例，因此，在無法充分

掌握各別樣本確實之房地價格組成比例時，貿然以一概似比例拆分不動產

總價，可能會扭曲實證的結果。 

權衡上述兩種分離房地價格的方法，採用分配法可能會扭曲本研究之

實證結果，甚且，依比例拆分建物與土地價格，拆分後之價格僅有規模大

小之差別，價格中所隱含之特徵組成仍是相同的，對本研究欲探討外部性

特徵對於建物價格及土地價格之影響異同而言，似無意義；而抽取法雖有

可信度不高之疑慮，但考量政府地價查估有其一致性，並應適當地反應次

市場之環境特性，故本研究仍決定於後續分析中，採用抽取法作為實證模

型之分析基礎。 

此外，房地在合成一體使用時將創造額外的價值，故於拆分即須注意

該創造價值的分配方法，即土地貢獻說、建物貢獻說及聯合貢獻說的討論，

而依不同貢獻說所拆分之價格互有差異，亦將影響本研究後續研究之分析

結果。所謂土地貢獻說，其主張有土地才能興建建物，故多餘利潤歸屬於

土地，因此不動產值中，扣除建物成本價格，所剩價值全數歸屬於土地上；

建物貢獻說之概念在於，有人認為光有土地沒有興建建物也無從發揮其價

值，故多餘利潤歸屬於建物，因此不動產總值中，扣除正常土地價格，所

剩價值全數歸屬於建物；而聯合貢獻說即主張不動產價值的貢獻，土地與

建物缺一不可，故利潤同時歸屬於土地與建物，故不動產價值由土地及建

物按照價值比例共同分享。（梁仁旭、陳奉瑤，2006：255-256） 

如前述，本文考量拆分價格可能產生的偏誤，故決定以抽取法分離土

地價格，即自不動產交易價格中扣除土地成本價格，此種方法直觀而言屬

建物貢獻說，但由於本研究之價格資料來源均為政府所發布之房地產交易

價格簡訊，故視其中土地價格計算所採用之貢獻原則為何，即等同於本研

究採用之貢獻原則。觀察政府估價人員評估土地價格時所採用之地價調查

估計規則9可發現，其於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方法為自房地正常買賣總

                                                 
9 地價調查估技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計算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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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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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中扣除建物現值、建物買賣正常利潤等，由其將建物買賣利潤歸屬於建

物之作法可知，其所採用之分配方法為聯合貢獻說，因此本研究之價格拆

分所適用之貢獻原則亦為聯合貢獻說，亦即房地聯合利用所創造之價值，

土地與建物均有所貢獻。 

最後，整理本章文獻回顧之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項假說，待後續

之實證分析： 

假說一：不包含土地價格之價格函數，應有較高的折舊率。 

假說二：不包含土地價格之價格函數，應不隨屋齡之增加而有價格反轉之

情形。 

假說三：外部性退化應同時對土地價格與建物價格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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