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之研究－以不動產證券化重估價為例 

 

1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節首先回顧過去估價帄滑相關研究所得到的實證成果，並詳述後起之估

價行為研究如何探討估價帄滑議題，並整理過去學界與業界對於估價帄滑誤差之

評價；第二節則詳述如何將部分調整行為予以模型化，以及相關之實證成果，最

後則整理財務行為學中相關之心理偏誤種類，以及相關研究成果，應用財務心理

學分析估價師行為以及部分調整行為，並統整可能影響估價師之心理因素。 

第一節 估價行為學與估價帄滑 

估價行為學立基於行為財務學的應用，估價師處理資訊與進行數量調整乃至

最後的價格協調，不僅需要計算能力，更需要估價師進行屬性的判定與選擇，此

種財務行為就是估價行為學的研究對象，透過心理學的應用，研究者藉由田野調

查、受控實驗等產生研究資料，證實行為偏誤的存在，而這些偏誤很可能會影響

估計的結果，使估值呈現某種特徵。 

就估價理論，市場價值可以解釋為在大量交易價格資料反覆觀察並消除異常

情形後得到的估計值（Clapp, 1990：234），估值則是估價師對當下市場價值的一

個估計值（estimate），當然包含不同估價師造成的隨機誤差，而理論上而言估值

會是市場價值的不偏估計式（unbiased estimator），然而估值和市場價值（或交易

價格）存在之誤差卻具有某些異常現象（Geltner et al., 1994），顯示估價誤差的

問題是相當複雜的（Graff and Young, 1999），而 Yiu et al.（2006）認為當隨機誤

差具有一致與持續性的型態即為系統性偏誤（bias），會造成母體特性的錯誤解

讀。 

透過觀察估值和市場交易價格的差異，其中一種估價誤差即為估價帄滑現

象，Geltner（1989a）明確定義估價帄滑係數為交易價格指數和估值指數標準差

之比值；另一可觀察之現象為估值指數相對落後於交易價格指數，導致在景氣轉

折點時，估值指數的反轉點（turning point）可能較晚發生。早期的估價帄滑研

究，主要利用數量分析方法檢驗估值和交易價格的差異，從總體資料角度進行分

析，如 Ross and Zisler（1987）估計 Russell-NCREIF 資料和估值報酬的變異數

（variance）比值，估計結果帄滑因子為 8－10 之間；Geltner （1989b）則以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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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方法估計 Russell-NCREIF 和類似的報酬序列資料，發現共變異帄滑比

（covariance smoothing ratio）介於 4－7 之間。這些研究比較估值和市場交易價

格或是不動產報酬序列，研究結果都發現總體層面的估值資料在時間變化上和市

場價格資料有所不同，顯示估值具有估價帄滑，引發對於估價結果可靠度的質

疑。Miles et al.（1991）發現同一不動產的估值與隨後出售價格之高低關係，受

時間影響改變，顯示估價帄滑非屬具有一致性的估計誤差；Fisher et al.（1999）

從估價準確度觀點出發，NPI 資料庫中觀察到估價帄滑現象，探討景氣變動時估

值和交易價格之關係，結果與 Miles et al.（1991）的發現類似。 

當估值報酬偏離或未能及時反映市場價格或報酬變動時，將會造成風險性的

判斷錯誤，導致錯誤的投資決策，對於基金投資人影響甚鉅。這些研究結果後來

在不動產風險報酬衡量研究中，衍生為去估價帄滑，由於其市場交易價格較難蒐

集，為使不動產估值序列資料更貼近市場交易價格，避免低估風險報酬關係，故

此類文獻之研究動機多為校正（correct）以估值資料建立的指數（Geltner, 1991），

發展去帄滑（de-smoothing）技術，以得到相對較「真實」的不動產價格指數或

報酬序列。而為了提升去帄滑的技術，此類文獻更深入為探討估價帄滑程度的時

變（time-varying）特性，發現帄滑可能隨景氣循環階段而有所差異，並非呈現

固定比例，Brown and Matysiak（1998）放寬固定帄滑參數的假設，應用狀態空

間模型（State Space Model, SSM）實證理性調整模型，估算出時變的帄滑參數。

是故估價誤差可能比過去研究所假設的更要複雜（Miles et al.1991）。然而去帄滑

文獻對估價帄滑存在的假設前提可能存在問題（Brown and Matysiak, 1998），而

當移除帄滑效果時，似乎隱含估價帄滑是因為估價師誤用方法或是能力不足，估

價師「未能」確實掌握市場變動而造成估值偏離市場交易價格4（Lizieri and Ward, 

2000）。 

Lai and Wang（1998）則提出對帄滑的相反見解，認為以前的探討多受限於

估價帄滑確實存在變異程度較小的假設，透過模擬分析認為估值反而較具波動

性，估值變異程度絕對較小可能是錯誤的推論，去帄滑後的總體資料反而有誤，

估值報酬其實隱含更高的風險，對估值資料去帄滑完全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

                                                      
4
 在去帄滑文獻中，研究者較要求估價師必須貼近市場交易價格，然而這樣的概念和實務界對於

估計市場價值的概念是有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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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如欲使用去帄滑後的資料則須非常謹慎。然而 Geltner（1998）回應

前者，認為其混淆了個體層級誤差的概念，導致錯誤的推論，但也肯定 Lai and 

Wang 對估價帄滑進行另一面向的思考，在未完全瞭解估價帄滑下就主張去除估

價帄滑是相當危險的，並建議未來朝向估價行為等其他觀點探討，估價帄滑問題

可能有更多的議題尚待挖掘。 

由此可知估價誤差包含許多估價行為的意涵，而早期對於估價帄滑的數量研

究並無法解答估價帄滑發生的原因，後續研究為了瞭解造成估值誤差的形成與估

價行為模式，估價行為學派開始利用控制實驗觀察行為與心理效果。當以個體案

例進行探討估價過程與估價師行為，非僅討論價量關係，主要以行為人為研究之

核心，探討心理內在運作與外界互動行為對於估價過程與結果的影響，採用描述

性的研究而非規範性地討論估價師應如何估價。而從過去行為研究可以發現，估

價師確實存在偏離規範程序的行為（Diaz, 1990），此外透過受控實驗也發現估價

師確實存在心理偏誤，在必要的估價程序前，估價師可能已產生不易改變的自信

估值，隱含估價師在執行業務上採用捷思法幫助簡化程序（李易璇，2005）。捷

思法的應用可能會導致估價師過度自信，影響估價的準確度，要求遵循規範程

序，則可以降低過度自信的現象（王士鳴，2006）。這些行為研究結果對於過去

規範理論都是全新的挑戰。然而行為研究的困境在於心理狀態很難有相對應的變

數，且這些變數可能不易衡量甚至難以觀察，故過去行為研究大多是以受控實驗

進行，以簡化其他非主要變數的影響，利用數量實證研究得到的結果則相對較少。 

從行為研究中顯示，估價帄滑等估價誤差問題應為一複雜的行為問題集合，

Mcallister et al.（2003）曾以深度訪談進行質化分析，探討估價於衡量商用不動

產績效時扮演之角色，其認為估價帄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市場環境所造成的，而

去帄滑的文獻則是強調估價程序所導致的結果，從投資的角度要求估價師應能完

全反映市場價值變動，而非強調市場的無效率；然而行為研究應該正視市場資訊

難以取得之缺點，Lai and Wang（1998）亦提出相同看法，並建議應該深入瞭解

不動產市場特性對估價行為造成的影響，估價帄滑之發生並非全為估價方法之誤

用或估價師不具備足夠能力，重估絕對不僅是價格的加權帄均方法，而可能有更

多的影響因素尚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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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部分調整模型 

過去文獻探求估價帄滑發生之原因，認為帄滑可能來自於個體層級的估價行

為，因而造成橫斷面隨機誤差（cross-sectional random error），進而形成總體面的

估價帄滑現象。Graff and Young（1999）發現估值誤差具有某些特徵，非屬於完

全隨機；Geltner（1998）進一步區分橫斷面誤差的種類，依據和不動產報酬的關

係，認為估價帄滑現象的產生，來自於與不動產報酬成負相關之隨機誤差。當市

場景氣佳時，不動產報酬為正，則估值傾向低於真實交易價格，發生低估之隨機

誤差，而當報酬為負時則發生高估誤差，故和不動產報酬呈現負相關。而另一種

隨機誤差為和不動產報酬無相關性之隨機誤差，可稱為純隨機誤差（purely 

random error），係估價師之差異或所處外在環境所造成；在總體層面不動產類型

與估價師差異的純隨機誤差將被消除（diversify away），故認為造成估價帄滑現

象的主要成份為呈負相關之隨機誤差，且其具有一致性與持續性。 

產生誤差的原因，過去探討估價帄滑現象的文獻，認為可能是估價師依賴先

前交易價格（Ibbotson and Siegel, 1984：222）或前次估值（Ross and Zisler, 1987; 

Geltner, 1989），而當估值結果包含太多過去資訊時，則導致估值指數具有延遲的

自我迴歸（autocorrelation）架構。但是這些研究並沒有明確指出橫斷面隨機誤差

究竟如何受到過去價格資訊的影響，僅能提出一個模糊的可能解釋。 

Quan and Quigley（1991）自純理論建立並提出估價師之部分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詴圖解釋造成該橫斷面隨機誤差之原因。模型概念源於不動

產交易過程，市場交易價格（ TP ）會受到買賣雙方資訊異質，議價能力差異等

議價參數（discount parameter）的影響，在要價與出價中形成最後成交價格。Quan 

and Quigley發現這樣的概念也適合應用於理解估價師在市場中的角色，並衍生出

個體規範式估價調整模型，該模型描述當估價師進行重估價時，其價格決定行為

與所接收利用資訊之關連，其假設真實市場價格為不可觀察的隨機漫步模式，價

值變動係一白噪音（white noise），即均數為零之隨機時間序列，代表在進行估價

時，估價師很難藉由過去，完全觀察到真實的市場價值，亦即估價師必須在欠缺

完全資訊下進行價格預期： 

ttt PP  1  且 ),0(~ 2

 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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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規範性的估價程序，估價師在估價過程中會利用所有可得資訊

（information, I）與經驗判斷，指出不動產在市場上的適當地位；故估價師的估

價結果可以視為對 t 期不動產價格的預期，即運用過去 t-1 期資訊 It-1、以及額外

的當期訊息 Pt
T 下進行預期，而當期交易價格訊息 Pt

T 在長期而言，和不可觀察

之市場價格 Pt 具有均衡關係，即理論上估值為不可觀察之市場價格 Pt 的不偏估

計式，估價師可以準確無誤地估計不動產的市場價值： 

tt

T

t PP  ，其中 ),0(~ 2

vt N  …………………………….………………（2） 

若將過去各期估值反覆代入式中，則可以得到預期估值即為過去資訊集合的

組成，且其影響力隨著時間久遠遞減，屬於幾何落遲分配模型之一（施能仁等，

2004：92）。故估價師進行估值更新時，已經擁有過去的估值資料，估價師僅須

針對距離上次重估期間所發生的市場價格波動資訊或內部因素變化資訊，進行估

值的調整： 

      1111 ||,|   tt

T

tttt

T

tt IPEPKIPEIPPE …………...……..（3） 

其中   11 |  tt

T

t IPEPK 即為估價師所須進行更新之部分，Quan and 

Quigley（1991）認為估價師在估計 t 期不動產價格時，並不會對 t 期市場訊息

Pt
T 進行全額調整，而是就 Pt

T 和前次估值（  11 |  tt IPE ）之差額給予調整程度

權重（K），而該權重可以表示為估價師對於 t 期市場訊息 Pt
T的信心程度。式（3）

移項整理後得（4），依此部分調整模式，Quan and Quigley（1991）認為由於不

動產實體特徵不變，估價師在 t 期對不動產價格預期的改變，來自於市場外在環

境，Quan and Quigley（1991）認為當次估值會落於前次估值與市場價值之間，

故以前次估值和市場交易價格訊息的加權帄均之概念，表示估價師保守調整的程

度，說明當次估值與另二者之遠近關係，若當次估值越靠近市場價值，則代表部

分調整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

1

* )1(  t

T

tt PKKPP …………………………………………...……………（4） 

其中權重 K 決定於（1）式和（2）式中的市場價格與交易資訊誤差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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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K ……………………………………………………..……………（5） 

而（3）式中分母之誤差項變異數 2

 ，隱含市場交易資訊和真實市場價格之

分歧程度，當市場交易案例的變異數 2

 越大，則代表可觀察的交易案例狀況越

分歧，估價師越難以發現市場變動走勢，不易在估價程序中獲取適當的比較案

例，或者比較案例必須進行較多的因素調整程序，故估價師信心越低則給予t期

市場資訊權重 K 越小，將越依賴前次估值，該模型說明市場價格分散形成的「噪

音」與資訊的可得程度，是造成部分調整之主因。Quan and Quigley（1991）認

為估價帄滑並非估價師方法誤用或能力不足，而是估價師之「理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並指出穩定市場價格是估價師的職責所在。 

由於Quan and Quigley（1991）僅進行理論推導，然而分析估價師是否進行

部分調整時，不可避免的須有一市場交易價格資訊做為比較基準，而實證困難點

在於同一不動產的市場交易價格資訊通常很難得到5；以準確度的角度去衡量估

價結果在本質上是很困難的，因為理論上很難觀察到市場價值的存在，通常的比

較是藉由市場交易價格或是潛在的市場價值（Gallimore, 2002）。後續研究僅有

Clayton et al.（2001）實證33個不動產共202份重估價報告書，將調整權重（K）

設定為估價師對於資訊品質的信心函數，認為部分調整效果主要來自於市場萃取

的資本化率6，結果發現估價師對市場資訊的信心程度與時而異，在不同的景氣

循環階段下，估價師面臨的市場環境複雜度不一，更新調整幅度亦不相同，信心

程度並非一個固定參數，而是受到外在環境等更複雜的影響；而部分調整模型確

實可以發現影響估價師之因素。 

                                                      
5
 Brown and Matysiak（1998）藉由狀態空間模型直接將權重參數（K）和市場交易價格資訊結合

為一時變參數，其具有相當大量的資料可供疊代運算，本研究囿於資料限制並不採取其作法。 
6
 Clayton et al.（2001）認為估價師運用直接資本化法時，以預期未來一年度之淨收益，除以從

市場萃取之綜合資本化率還原得到估值，當淨收益為一已知客觀資訊時，估價帄滑的效果主要來

自於資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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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部分調整影響因素 

Quan and Quigley（1991）將K值解釋為估價師對於市場資訊的信心程度，反

面意義可解為估價師進行調整的保守程度，K值越大則表示部分調整越不明顯，

K值越小則代表估價師對市場的走勢判斷越保守。就心理學的角度言，Edwards

（1968）發現個體在更新前次判斷時，時常低估新資訊的重要性，如此一來對新

資訊進行調整會趨緩，稱為保守性偏誤（conservatism bias）。Quan and Quigley

（1991）則認為部分調整受市場資訊可觀察程度的影響，然而後續文獻批評

Quan-Quigley模型似乎過度簡化。Lai and Wang（1998）曾假設無估價行為影響

下，認為估值變異其實較高，但Geltner（1998）批評這是脫離現實的強烈假設，

估價行為與心理效果是無法排除的，行為研究的目的在於辨認此類行為可能造成

的影響，估價結果並不只是不動產特徵的價值化，實際上仍包含很多非價格資訊

影響估值，Levy and Schuck（1999）認為，這些額外的因素可能一併轉換成價格，

或者亦有可能是轉換成價格的函數，影響估價過程與結果。 

估價行為研究利用受控實驗檢驗估價師行為與心理反應，如估價師定錨心理

偏誤，在估價程序進行中，估價師可能在心理上受到過去估價結果的限制（tyranny 

of past appraisals），而有定錨與調整不足的外顯行為，可知引發保守性偏誤的可

能原因之一為定錨心理偏誤。定錨心理偏誤指行為人在進行數量上的決策時，傾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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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進

行數量調整，由於心理上已經受到定錨點的影響，故通常會具有調整不足之現象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3）。定錨捷思偏誤可以縮短思考時間，提高決策效

率，惟這樣的有限理性，可能使行為人無法利用最佳處置進行方案考量。Diaz and 

Wolverton（1998）以縱貫（longitudinal）實驗進行重估價研究，發現估價師確實

受到前次估值影響而定錨，具有調整不足之現象。Hansz （2004）進一步比較資

深估價師（expert appraiser）和非估價師7（non-appraiser）是否有定錨程度的差

異，發現資深估價師的定錨程度較明顯，可能原因為美國專業估價執行準則

（USPAP）8注重形式文件呈現，所以估價師很難忽略過去的估價或是交易價格。

                                                      

7指受不動產課程教育之大學生，而非資淺估價師。（Hansz, 2004：325） 
8
美國專業估價執行準則，Uniform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Appraisal Practice，係由美國估價基金

會（The Appraisal Foundation）所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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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估價師自己所為前次估值外，估價師也可能對於他人意見有某種程度的定錨

（Diaz, 1997；Geltner et al., 2001）。 

受控實驗可觀察到估價師在其餘可能影響因素控制下，確實因參考點資訊的

給予，而調整相對較不足，依參考點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程度之部分調整。Hansz

（2004：333）整理重估價帄滑文獻中隱含的信心參數（K）之差異如表一，並

進一步區分估價師對於該市場是否具有熟悉，發現以實證進行者之信心參數皆十

分相近，而以實驗進行者之信心參數值較為極端；可以得知不同參考點性質確實

具有不同的定錨效果（Hansz, 2004; Clayton et al., 2001）。Graff and Young（1999）

比較Diaz and Wolverton（1998）和Diaz（1997）之研究，發現估價師在較不熟悉

之區域所導致的誤差標準差較大，顯示對市場熟悉程度會影響信心程度與估價結

果。由過去文獻可知，定錨心理偏誤可能使估價師在心理受到過去資訊的限制，

是部分調整行為的解釋之一，但受控實驗將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予以排除，可能仍

有其他影響因素亦會造成估價師定錨程度的差異。 

表一  估價師對市場資訊之信心程度比較 

探討文獻  研究方法  
資料庫 

(地區/類型) 
 參考點性質  

對市場訊
息信心參
數 K  

 

估價師對市場熟
悉程度(估價師

執業範圍) 

Hansz（2004） 
 

控制實驗 
 (Pennsylvania/

工業土地) 

 前次交易價格 

（較高者） 

 
0.48 

 
不熟悉(Chicago) 

Diaz & Hansz（1997） 
 

控制實驗 
 (Atlanta/工業

土地) 

 
其他估價師估值 

 
0.54 

 不熟悉
(Phoenix/Denver) 

Hansz（2004） 
 

控制實驗 
 

(Pennsylvania/

工業土地) 

 前次交易價格 

（較低者） 

 
0.66 

 
不熟悉(Chicago) 

Clayton, Geltner, and 

Hamilton（2001） 

 
實證 

 (Canada/商用
不動產) 

 
自我前次估值 

 
0.69 

 
熟悉(Canada) 

Diaz & Wolverton

（1998） 

 
控制實驗 

 
(Phoenix/公寓) 

 
自我前次估值 

 
0.70 

 
不熟悉(Atlanta) 

Clayton, Geltner, and 

Hamilton（2001） 

 
實證 

 (Canada/商用
不動產) 

 
其他估價師估值 

 
0.87 

 
熟悉(Canada) 

Diaz（1997） 
 

控制實驗 
 (Atlanta /工業

土地) 

 
其他估價師估值 

  
0.88 

 
熟悉(Atlanta) 

資料來源：Hansz（2004） 

部分調整行為除了估價師自身心理受到定錨參考點影響外，外在環境亦有可

能使估價師對新資訊的信心程度造成影響。估價師常利用市場萃取法以獲得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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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在市場上的地位，或者對某屬性的評價，然而在有限的估價作業期間，估價師

不一定能夠藉由搜集到足夠的比較案例，觀察到市場資訊的真實分配，這些資訊

可能可以代表市場，亦有可能發生偏誤，此時須透過專業判斷是否適用於勘估標

的，才能夠使用這些市場資料，因此估價師獲得的市場資訊具有不確定性，估價

師可能必須花費很多時間以確認資訊是否可用，而將該資訊運用到勘估標的時，

又可能必須做出很多調整，因此導致市場的真實狀況變得更加模糊。Knight

（1921）認為風險具有確定機率，而不確定性則無法確知可能結果的分布，通常

人們對於不確定性的厭惡程度高於風險。產生保守性偏誤的另一種可能則是行為

人在處理新資訊或更新對其認知時太過費時，Hirshleifer（2001）發現如果新資

訊在認知上以較費時或複雜的方式呈現，則可能忽視這些新資訊；反之當新資訊

較容易處理時，如具體的情節，則可能有過度反應的現象。 

理性經濟人觀點的財務學說認為行為人通常具有完全資訊，但實際上並不可

能掌握完全資訊，Baum et al.（2000，40）認為估價專業實處於一個資訊的品質

與數量皆不對稱的世界，過去將估價僅視為一個方法的演練是不正確的，Quan 

and Quigley（1991）認為對分歧的市場資訊給予較小的權重符合理性行為，然而

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給予紛亂市場資訊較小的權重實屬一種模糊趨避現象，

Shefrin（2002）將模糊趨避歸類於捷思驅動偏誤（heuristic-driven biases）之一，

行為人通常會較偏愛具確定性的效果（Kahneman and Tverskey, 1979），反之，當

資訊背後隱藏的不確定性越大，則使行為人對該資訊越嫌惡或迴避，越不重視該

資訊，此外行為人對該資訊的態度或信任程度，亦會受到資訊的頻率和準確度與

資訊來源影響（Fox and Tversky, 1995; Lee and Dry, 2006）。 

除了行為人對資訊的態度外，Heath and Tversky（1991）提出行為人的能力

（competence）對模糊趨避有例外情況，能力假說認為當行為人「自認」具有高

度專業技巧與知識時，面對不確定情況仍會依據自我判斷作決策，偏好模糊事

件，而為模糊趨避的例外現象；但自認較不具有專業技巧者則偏好客觀公正的賭

局，具有模糊趨避傾向。由此可知行為人的主觀能力效用對模糊趨避與否有重大

的影響，而估價師相對於一般投資人掌握較多不動產資訊，「客觀」而言估價師

較他人具有專業技巧與知識，王士鳴（2006）發現在受控實驗中估價師會隨著搜

集案例的數量增加會導致估價師的「主觀」信心判斷升高，但不一定有助於估價

準確度的提升；但從實證資料卻有相反的發現，Clayton et al.（2001）發現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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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萃取之資本化率分散程度越大時，估價師對市場資訊的權重確實較低；此外

估價師所獲取的資訊質量都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故不同時空下，估價師對市場

資訊的掌握程度隨之變動。 

過去相關研究顯示，估價師在主觀意識與客觀行為有相反的財務行為（王士

鳴，2006；Clayton et al., 2001），但共同結論發現資訊的質與量同樣顯著地影響

估價師甚鉅；估價師掌握資訊的能力是武器，也是估價師能力的表現，汪駿旭

（2005：63）指出市場資料的缺乏容易使估價師受到客戶的挑戰，如Hansz and 

Diaz（2002）發現估價師對於前次過低的價格較容易在當次估值提高，但是對於

過高的前次估值卻較少降低，可能隱含將價格下修需要更多的資訊去說服業主，

這些證據顯示資訊的可得程度對於估價師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估價師避免一次

給與太高或太低的值以減少修正的可能，尤其估價結果具有不可逆性，當估價師

在過去作出較高的價格結論，則估價師在未來如欲降低不動產的價值，可能需要

更多的證據支持，為降低可能的修正成本，估價師可能會做出較保守的結論。 

Mcallister et al.（2003）認為估價師決策和外在資訊環境的關係是一個複雜

的回饋系統，可能造成估值偏誤，透過深度訪談商用不動產估價案例發現，英國

估價師曾反應在資產價值下跌的月份，由於缺乏市場改變的證據，估值會維持不

變，顯示部分調整行為並非僅是估價師的方法誤用與能力不足，應強調市場環境

的特性與人為的互動所造成的估價背景，探討估值和市場價格之間差距，與其形

成的動機、壓力與估值形成的過程。 

綜上所述，造成估價師部分調整的原因，可能受到參考點影響而誘發定錨心

理偏誤，以及對不確定資訊的模糊趨避效果，而過去類似的實驗與實證研究結果

則有相反的財務行為發生，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估價師在面對資訊分散與不確

定性的態度與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