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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行為財務學的興起，也揭櫫以行為觀點檢視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過去對市場

的實證結果有太多無法用傳統財務學解釋的例外，譬如股價波動的異常等，而行

為財務學不同於傳統的財務學，將研究課題回歸到決策的主體，證明市場參與者

的非理性行為或心理偏誤，是造成偏離傳統財務學典範的原因。近年來不動產估

價研究亦開始加入行為財務學對於異常現象的討論方式，過去估價問題在學術上

的探討，主要強調估價理論技術層面，目的在於提高估計的準確度與可信度，使

估計值盡可能地逼近市場價格。以台灣對於不動產估價師技術規範之要求為例，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五條說明不動產估價師應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

經驗法則，進行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由此可知，

估價作業的意涵在於估價師透過市場資料以及執行業務之經驗，處理一連串的資

訊，並指出勘估標的的市場價值適當地位（林英彥，2007：14），因此估價行為

的探討有助於釐清神秘的估價過程，而 Diaz（2002）亦認為，在討論估價技術

前，應該先了解估價行為、以及估價人員如何進行決策，才能作為提供技術改進

的基礎。 

過去估價師的經驗法則常受到過度主觀的批評，估價師執行業務時，由於不

動產交易特性，如市場資訊透明度低且資訊效率相對較差，估價師可能應用捷思

法對市場資料進行判斷，而當偏離理論規範要求可能產生誤差，進而影響價格決

定。國內有關於估價行為的研究發現，估價師在選取價格決策點時大多非以交易

案例為主（張能政，2004），此外估價師普遍在估價過程中就已產生和最後估價

結果相近之自信估值（李易璇，2005）。這些偏離估價理論規範的研究結果，產

生對估價師能力與公正客觀要求的質疑，致使估價實務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當估

價師使用捷思法或經驗，進行對於比較案例選擇的判斷，估價師心理或行為可能

偏離規範程序，導致產生偏誤，對於估價具有負面影響。但捷思法可能有助於估

價師在有限作業時間內完成作業程序，增加估價效率，足見捷思法對於估價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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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具有正反兩面的影響，進而引發本研究之探討動機，台灣不動產估價師在進

行資產重估時，究竟使用或具有哪些捷思法或心理偏誤，又該捷思法或心理偏誤

對於估價結果而言，係具正面抑或負面意義？ 

估價帄滑（appraisal smoothing）是一廣受討論的估價行為議題，如市場常認

為估價師對市場反應不足，汪駿旭（2005）從深度訪談觀察估價師與客戶之互動，

估價師會受到客戶以估價師無法掌握之資料質疑估價師未能跟上市場價格之波

動，亦即估價師對於市場應有的變動未進行足夠的調整，亦即所謂之「部分調整」

（partial adjustment）。業主常認為估價師之估值過於保守，或是落後於市場之波

動狀態，故對市場變動的不完全反應，在價格的呈現上即為估價帄滑現象。過去

文獻定義為以估值為基礎之指數變異程度小於以交易資料為基礎之指數（Geltner, 

1989a），或者是因為估價方法而造成的落後架構（lag structure）。通常觀察估價

帄滑之研究大多以時間序列的總體資料層級1（aggregate level）為研究資料，如

此方能針對兩種資料進行波動與落後程度的比較檢驗。然而估價師之心理認知與

行為現象並不能透過總體資料進行觀察，過去總體研究認為估價帄滑可能來自於

估價師信心不足與受過去價格影響，導致調整不足，惟總體資料缺乏估價師行為

資訊，故本研究以個體資料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估價個別案例中估價師調整不足

行為。 

研究者深入了解影響估價師偏離規範程序的原因，將有助於對估價結果的應

用，國內有關行為理論對估價師行為之討論與研究，由於心理狀態與主觀認知資

料難以獲得，就研究資料與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進行，如張能政（2004）與李

易璇（2005）分別以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進行估價行為模式分析，後有王士鳴

（2006）藉由實驗設計發現估價師普遍具有對於其估價結果過度自信之現象；然

而以上研究多以實驗設計進行，並非以估價師真正外顯行為檢視，如 Yiu et al.

（2006）曾指出估價行為學的範疇很難藉由實證而得，而本文即是嘗詴以實際估

價資料，突破過去研究限制進行實證分析，將估價行為予以模型化，探討估價師

                                                      
1
 所謂總體資料層級（aggregate level），如帄均個人所得，或是估值指數等資料，分析單元（units 

of analysis）為團體資料之帄均數或標準差等，描述了團體的特徵與趨勢；而個體層級則為個人

之屬性，如個人就業所得。二種資料可以傳達不同的訊息，惟推論應該注意分析單元之特性，否

則可能將發生在總體層級之現象推論為個體單位的結論，即有環境錯誤（ecological fallacy）之

問題（Babbi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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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模式與捷思法之使用，與其對估價師之影響。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個體的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aiwa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T-REITs）信託資產重估價，檢驗估價師進行信託資產重估時，

受到何種因素影響而改變市場新資訊之權重，造成調整不足。台灣不動產估價師

在不動產證券化中，扮演公正客觀調查不動產收益能力的角色，並應指出不動產

在市場上之適當地位，將價值變化的資訊集合傳遞於證券市場，而 T-REITs 的價

值來自於不動產本身（Ross and Zisler, 1987），估價師執行業務即為一種價格發

現（price discovery）過程，亦為投資大眾據以判斷的準則，據此本研究使用公

開的信託資產重估資料，重估資料可以固定不動產屬性特徵，檢視估價師對新資

訊和過去結果的處理行為，與估價行為對估價結果之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整合過去對於估價行為學與相關估價帄滑之研究，分析估

價師進行 T-REITs 重估時之行為模式，重估結果可能會受到估價師心理因素影

響，導致持續的調整不足，表現在價格上即呈現估價帄滑，而重估報告使用者在

使用該估價報告書時，應對估值形成的背景有所認知。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歸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以台灣不動產證券化重估案例，分析重估結果與前次估值和市場價格資

訊之關連，探討台灣不動產估價師是否具有部分調整行為。 

2. 探討影響台灣不動產估價師賦與新資訊權重之因素，分析台灣不動產估

價師之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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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名詞定義 

一、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重估價案例檢視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並進行以行

為影響變數檢驗對市場資訊權重之實證分析，以 Limdep 軟體進行統計運算。本

研究將建立二模型，其一為估價師部分調整模型，採複迴歸分析；實證模型二則

探討心理變數對市場資訊權重之影響效果，將採用 Tobit Model 迴歸分析，研究

方法詳述如下。 

（一） 複迴歸分析 

利用複迴歸分析描述估價師進行重估時，對過去參考點與新接收資訊之比重

差異分析，依變數為當次估價結論，自變數為同期市場價值資訊與前期價值參考

點。迴歸分析可以描述自變數如何影響依變數，研究者可以藉由數學模型，在控

制其他變項下，觀察特定變數的影響強度與相關方向。 

（二） Tobit 迴歸 

自變數包含心理定錨效果虛擬變數與資訊不確定性替代變數等，依變數為估

價師對市場新資訊之權重；依據依變數特性，使用 Tobit 迴歸，其屬於資料切齊

形式（censoring），由於依變數受到限制，若直接使用這些樣本進行推估母體時

會產生偏誤，故須使用特殊的迴歸方法，Tobit 迴歸可處理此種受限依變數，假

設超出特定範圍之依變數樣本，仍帶有某些資訊，故將超出切齊範圍者記錄為定

值，保留這些樣本資訊，並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二、名詞定義 

(一) 估價帄滑（appraisal smoothing） 

係指一種估價結果在時間變化上的特徵，就總體層面觀察，估價帄滑係以估

值為基礎建立之指數或資產組合之價格變動幅度，小於以真實交易價格建立者，

故以估值資料為基礎建立之指數，時間趨勢線的變動會相對較帄滑，而以交易資

料為基礎之指數，時間趨勢線則變動幅度較為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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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調整（partial adjustment） 

估價師對於外在市場價格變動並未完全反應，僅進行一部份之調整，稱為部

分調整行為，當估價師持續部分調整行為，將致使估價結果的價值變動程度較

低。另此處調整和比較法運用時之個別因素調整不同，係針對時間變動而對勘估

標的價格或屬性判斷進行成長或減少調整。 

(三) 定錨（anchoring） 

定錨亦屬於一種捷思驅動偏誤，指當行為人進行決策時，傾向尋找一個量化

參考值作為評估基礎，在判斷時不自覺地使用該數值為基準再進行調整，過去研

究發現，由於行為人已經受到定錨點的影響，故通常會具有調整不足之現象。 

(四) 重估價（reappraisal） 

指依據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規定，基金管理者定期聘請估價師，對同一信託

資產進行重估價，以更新信託資產的市場價值予投資人參考，依規定受託機構應

至少每三個月委託估價機構進行信託財產。 



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之研究－以不動產證券化重估價為例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資料來源 

自 2005 年底國內首件不動產投資信託商品富邦一號核准上市，統計至 2008

年第四季截止，共計台灣共有八檔不動產投資信託，共購入 26 座不動產，其中

持有不動產期間長度最長者為富邦一號，總計達三年 12 季。依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規定，公開發行購買取得不動產後應至少每三個月評審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

信託財產一次，惟 26 座信託資產並不會進行每季評價，實務上多以一年為周期

進行重估，亦有每季重估者，而未進行重估的季節則由估價師事務所出具覆核意

見書，遇不動產價值有較大變動則可能提前一季進行重估。受託機構若同時委託

二家以上估價機構，則公布其帄均值作為該季資產重估價值，半數以上信託基金

會委託兩家估價機構進行估價，另每屆滿三年則須更換估價師，若不計入未進行

重估者，則 26 座不動產共有 120 筆重估，本研究可得重估資料共 12 座不動產，

共 38 筆重估資料，佔台北市辦公室類型重估資料之 48%
2。 

二、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 

本研究之時間範圍為 2006 年第一季至 2008 年第四季。重估相關規定必須每

季進行不動產價值重估，惟估價作業須一定時間，且短期內變動不易捕捉，故大

多不動產重估作業一年僅執行一次3。 

(二) 空間與類型範圍 

台灣不動產證券化之投資標的規定限於能產生收益之商用不動產，目前以商

辦大樓為投資最大宗，而信託基金基於風險分散與多樣化原則，其中不乏百貨或

                                                      
2
38 筆重估資料，佔全部重估資料 120 筆之 32%，12 座辦公室不動產佔全部不動產總數 26 座之

46%，為台北市辦公室全部不動產總數之 71%，佔台北市辦公室類型重估資料之 48%。 
3
其餘季節則由估價師出具價格覆核意見書，說明不動產在季節間市場上之租金與空置率變動情

形，判斷價格是否有明顯變動，依「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暨不動產資產信託財產評審原則及淨資

產價值計算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若依第四條、第五條計算之不動產相關指數綜合

變動率達百分之十五時，應即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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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等投資類型，空間範圍大多位於台北市內，僅有台南新光三越百貨、桃園誠

品物流大樓等非屬大台北地區，為控制資料之空間同質性，本研究將以台北市之

不動產證券化之信託資產為主，刪除台北市以外之樣本。由於飯店與物流倉儲等

不動產在市場上較缺乏比較標的，本研究為分析之齊一性，將刪除非屬商辦大樓

之樣本，分析之重估不動產類型限制為位於台北市之商辦類型不動產。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估價師個體行為之影響因素，故須以實際估價案例為基礎，

不動產母體資料屬於同一不動產之追蹤資料（panel data）資料，自信託基金購入

不動產後，統計持有時間最長者為三年，研究囿於資料取得不易，無法獲得各筆

重估報告中各項假設與詳細參數設定，且資料時間長度不足，無法進行時間序列

分析，故本研究不區分時間縱貫性，而採取混合式（pooled）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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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流程 

一、 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構成如下，第一章緒論闡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簡介資料型態與

選用之研究方法；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透過回顧相關文獻建立論述體

系。第三章建立研究假說，詴圖提出過去研究未能進行進一步分析之闕漏，並提

出研究流程設計。對各市場進行簡單現況分析，界定研究範圍。第四章為實證分

析，詳述模型建立，並對變數資料進行基本敘述統計分析，進行實證分析，第五

章為研究結論與對政策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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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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