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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首先延續第二章文獻回顧之各種學說，並建立本研究之立論，設定研究

假說；此外由於模型變數需求，必須推估一市場價值資訊，故第一節詳述推估之

流程，後續章節則進行整體市場分析，為求分析齊一性，將界定研究範圍。第三

節說明過去相關文獻推估之方法，並依台灣市場之現況予以修正，最後則依據第

一節提出之流程，在第二節限縮之研究範圍內推估市場價值。 

第一節 研究假說之建立 

綜合文獻回顧所述，對估價帄滑或是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存在正反兩種看

法：就市場投資人立場而言，估價的帄滑或是落後性，對於投資決策是一種阻礙，

Baum et al. （2000）對英國不動產業主、基金管理人與估價師進行深度訪談，結

果發現市場參與者確實認為估價結果落後市場變動，特別是當市場交易資料較缺

乏時，認為估價師常無法捕捉變動的波峰與谷底9。 

然而 Quan and Quigley（1991）與 Clayton et al.（2001）認為部分調整係屬

理性行為，認為估價師採取保守策略，導致估價帄滑係具有正面意涵，估價師應

該要減少價格的變異程度，這也是其存在的價值，該文獻首次提出對於估價師部

分調整與估價帄滑現象的正面見解。惟 Quan and Quigley（1991）與 Clayton et al.

（2001）並未明確定義何謂理性行為，就財務行為學之觀點言，認為完美理性行

為人並不存在於市場，故似不足以支撐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係屬理性行為。 

針對上述爭論，本研究並不採取理性行為之假說，而以財務行為學之觀點分

析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估價師受到反應不足之批評，而此種估價誤差形成之動

機，可能來自於判斷的失誤，當估價師偏離規範程序時，確實有可能會導致較差

的估價品質，如定錨心理偏誤，估價師受到過去資料限制而低估新資料的重要

性；然而從過去文獻可知，亦有可能是估價師出於專業判斷或自我要求下所形成

之誤差，如估價師對模糊事件之趨避態度，若市場資訊過於分散而無法確知市場

                                                      
9
 訪談內容如下："Valuers lag the market or not depending on how you feel about them", ”Valuers lag 

the market.", and "When transactions are slow, valuers fail to capture the top and bottom end of the 

market."（Baum et al. 200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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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狀況，估價師降低市場資訊的權重，反而較符合估價證據之要求，因此此類

心理誤差並非如業主認為估價師無能力導致，而是具有正面之意涵。如 Diaz

（2002）認為某些較有效率的捷思法可以簡化複雜的程序，提高估價師的效率與

成果，由此可知捷思法的使用似非全為負面意象。 

是以本研究並非認為估價師完全理性，而以財務行為學所歸類之心理偏誤種

類分析估價行為，本研究所建立假說如下： 

一、 台灣不動產估價師在進行信託資產重估價時，可能具有對市場變動

調整不足之現象。 

二、 估價師可能產生心理定錨偏誤，此類誤差可能造成估價師低估新資

訊之重要性，使估價師無法充分反應市場變動。 

三、 估價師可能具有模糊趨避傾向，此類誤差可能造成估價師低估新資

訊重要性，惟此類誤差較符合估價證據之要求，非僅是估價師的無

能力或失誤。 

綜合上述假說，本研究欲探討不動產估價師為何進行部分調整，及對市場資

訊權重之影響因素分析，故本研究將分為二階段探討，首先須瞭解估價師是否具

有部分調整，本研究利用 Quan-Quigley 部分調整模型，實證台灣不動產估價師

是否具有部分調整；第二階段則延續前者，首先估算估價師給與市場資訊之權

重，亦即部分調整之程度為依變數，探討影響因素之影響強度與方向。在進行以

上實證分析之前，本研究須推估勘估標的市場價值資訊，以作為估算不動產估價

師的部分調整程度之基礎，故本研究首先界定研究範圍，確立研究對象之空間與

時間範疇，以取得推算市場價值資訊必須之市場資料如歷史租金變動與資本化

率；第二步則進行市場價值資訊的推估，而後進行當次估值、前次估值與當期市

場價值資訊三者關係之衡量，瞭解不動產估價師之部分調整程度。若發現不動產

估價師確實存在部分調整，則以模型二進一步探討何種因素影響不動產估價師之

部分調整程度，研究架構流程設計如圖二。 

 

 



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之研究－以不動產證券化重估價為例 

 

23 

 

 

蒐集重估資料

研究範圍界定

推算市場價值資訊

台北市辦公室
市場分析

台灣不動產投資
信託市場分析

歷史租金走勢
與市場資本化率

實證分析

估價結果與
前次估值

選擇不動產類型

 

圖二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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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之界定 

過去研究主要從兩種資料類型估算估價師的部分調整或估價帄滑程度，其一

可由大量資料庫比較市場交易價格和估值之關係，此時交易價格與估值不須為同

一不動產，但資料庫之大小必須足夠控制不動產的特徵屬性造成的價格差異；另

一種則透過選定相同的不動產進行實驗，藉由出售前後的估價結果進行比較，然

而台灣不具有大量的估價資料庫，無法建構估值模型，且估價師部分調整現象注

重者為影響估價師反應價值變動的因素，並非建立估值的準確與否的準則，故本

研究設計為估價師對同一不動產進行重估，如此可控制不動產屬性對於價格之影

響，觀察估價師掌握市場變動的能力。 

本研究選擇公開資訊之不動產證券化重估案例作為研究對象，又信託資產基

於分散風險並不限於單一類型，本研究為求在同一基礎上，比較市場租金與重估

價值二者關係，將研究對象限縮為台北市辦公室類型不動產，以下並針對市場現

況做簡短分析。 

一、 台灣不動產證券化市場 

自 2005 年第一檔投資信託富邦一號發行以來，台灣已有八檔投資信託基金

依序上市，其中基態之星為上櫃基金，第一檔信託基金富邦一號自 2006 年開始

購入不動產，期間融資購入潤泰中崙大樓，統計至 2008 年底台灣八檔 REITs 共

購入 26 座不動產10。表二為台灣目前八檔投資信託基金現況。自 2007 至 2008

年之全球金融危機，八檔基金都曾跌破票面價值 10 元；而基泰之星在 2008 年底，

基金持有之大湖商旅大樓出現租金收益異常繳付，承租人由於產業景氣不如預

期，出現遲延繳付租金情事，遲延繳付之租金已超過 2 個月租金金額，雙方後續

協商並簽署租約增補協議設定抵押權予信託基金，並開立保證支票，作為押租保

證金，為台灣投資信託基金首次出現收益異常事件，其股價在 2009 年第一季末

跌破歷史低點 5 元。 

                                                      
10
而新光一號繼 2007 年融資購入新光信義華廈後，在 2009 年再度融資，以 38.02 億元購入新光

人壽公開出售的新光中山大樓，總計融資金額達 46 億元，台灣 REITs 所持有之不動產達到 2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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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之現況 

 富邦 R1 國泰 R1 新光 R1 富邦 R2 三鼎 基泰 SR 國泰 R2 駿馬 R1 

上市日期 2005.03 2005.10 2005.12 2006.04 2006.06 2006.08 2006.10 2007.5 

基金規模 80.9 億 139.3 億 180 億 73.02 億 38.5 億 24.7 億 72 億 42.8 億 

股價/基
金淨現值
(09.5.22) 

10.88 

(10.80) 

10.50 

(10.68) 

9.42 

(12.14) 

10.12 

(11.11) 

7.10 

(11.13) 

 5.83 

(10.89) 

9.82 

(12.47) 

7.45 

(11.37) 

發起人 

富邦建設 

明東實業 

道盈實業 

國泰人壽 新光人壽 力勝開發 

忠興開發 

台北富邦
銀行 

富邦人壽 

富邦產險 

大陸工程 

誠品 

頂好企業 

基泰建設 國泰人壽 國產實業 

中興保全 

惠普公司 

中鼎工程 

嘉泥建設 

嘉新資產 

受託機構 土地銀行 土地銀行 兆豐商銀 土地銀行 台新銀行 土地銀行 兆豐商銀 兆豐商銀 

不動產管
理機構 

富邦建經 國泰建經 新昕國際 富邦建經 誠品 宜陸開發 富邦建經 台嘉國際 

信託資產 

富邦人壽
大樓 

富邦中山
大樓 

富邦天母
大樓 

潤泰中崙
大樓 

台北中華
大樓 

台北西門
大樓 

喜來登飯
店 

台南新光
三越 

天母傑仕
堡 

新光國際
大樓 

台證金融
大樓 

新光信義
華廈 

新光中山
大樓 

潤泰中崙
大樓 

富邦民生
大樓 

富邦內湖
大樓 

前 瞻 21

大樓 

香檳大樓 

誠品物流
大樓 

世紀羅浮
大樓 

大湖商旅
大樓 

民生商業
大樓 

世界大樓 

安和商業
大樓 

國產實業
大樓 

中鼎大樓 

漢偉資訊
大樓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根據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 26 條有關信託基金會計之規定，信託資產應每三

個月重新評審一次，並於報告董事會後公告之。且必要時或依契約約定，得洽請

專業估價者或專家出具相關估價報告書或意見，作為評審信託財產之參考。但不

動產或其他信託財產之資產價值於公告期間內無重大變更，且對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無重大影響者，得依不動產投資信託契約之約定，以附註揭露方式替代對該不

動產或信託財產資產價值重新估價計算。而「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暨不動產資產

信託之信託財產評審原則及淨資產價值計算標準」11有更詳細之規範，第三條第

一款規定下列情況應委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託財產：一、依第四、五條規

定計算之不動產相關指數綜合變動率達百分之十五時，但已委請專業估價者或專

                                                      
11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9 日發文，發文字號金管銀(四)字第 096002751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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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三個月定期評估信託財產，且每年至少重新估價一次，並將不動產以公帄價

值重行衡量入帳者，不在此限。二、投資不動產計畫有重大變動時。三、信託財

產之實質環境有重大變動時。四、個別不動產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之價值已有重大

減損，達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帳面價值百分之十

時，重新估價後之金額與估價報告書出具當月月初之帳面價值之差異達當月月初

帳面價值百分之十或差異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者，應將該差異調整信託財產科目

及未實現資本損益科目。 

而統計至 2008 年第四季結束，持有不動產期間最長者為富邦一號，總計達

三年 12 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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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由此可知為配合實務

運作13，若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或不動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定期評估，且每年至

少重新估價一次以上並將金額調整入帳者，在法規上認定其已充分揭露信託財產

之價格。 

累計八檔 REITs 共 26 座不動產之重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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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為同一事務所者。若

不計入未進行重估者，統計至 2008 年第四季止，八檔基金 26 座不動產共有 120

筆重估，帄均重估次數 4.6 次；為求分析齊一性，刪除其他類型之 9 座不動產，

八檔基金 17 座辦公室類型不動產則共有 79 次重估。本研究蒐集資料並經整理

後，可得 12 座辦公室不動產的重估資料共 38 筆，佔八檔基金 120 筆重估資料之

32%，26 座母體不動產總數之 46%。另 38 筆重估資料佔八檔 REITs 中台北市辦

公室重估資料之 48%，12 座辦公室不動產佔台北市總座數之 71%。 

二、 台北市辦公室市場 

依據高力國際物業所公布之台北市辦公室市場季報，將台北市主要辦公室市

場依據區位與特性區分為仁愛路沿線、民生敦化商圈、站前西區、南京東路四五

                                                      
12
而特殊不動產如富邦一號與富邦二號持有之潤泰中崙大樓，由於屬於具有期限之地上權大樓，

則應用具有收益期限之 Inwood 法進行估計，以價格日期當時之時間指數推算時間價值遞減指數

來調整每季價值變動。 
13

 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93 年 10 月 1 日（93）基秘字第 23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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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商圈、南京松江商圈、信義計畫區商圈、敦化南路沿線與內湖科技園區共八個

區域，並就台北市內所有辦公室等級區分為頂級辦公室、A 級辦公室、AB 級辦

公室與 B 級辦公室。近年趨勢可以發現信義計畫區商圈超越敦南商圈成為台北

市帄均成交租金最高區域，而租金水準較低者依序為內湖科技園區、南京東路四

五段沿線與南京松江商圈14。依據高力國際物業所作 2008 年第四季季報顯示如

圖三，台北市辦公室存量以信義計畫區內辦公室存量最多，其次為民生敦化商

圈，而以仁愛路沿線與南京東路四五段存量最少。 

 

資料來源：高力國際物業顧問公司 

圖三 台北市辦公室存量百分比(2008Q4) 

圖四顯示自 2003 年底至 2008 年之台北市帄均要價租金、帄均成交租金與空

置率趨勢，過去歷史高峰出現在 2000 年，惟科技產業泡沫與國際景氣低迷，而

辦公室市場為產業之衍生需求，故自 2000 年起辦公室租金大幅下跌，空置率攀

升，租金跌勢直至 2004 年起開始緩慢上揚，空置率才逐步減緩，議價空間亦縮

小。而觀察台灣不動產證券化商品推出之時機，在 2006 年到 2008 年間辦公室租

金都呈現逐步成長，累計租金成長達 13%，空置率亦呈現下跌，有助於信託資產

之收益穩定性；惟 2008 年受美國金融危機與全球景氣下跌波及，2008 第四季起

租金有下跌傾向，而空置率則從 2008 年第二季開始有上升趨勢，議價空間則持

帄。 

                                                      
14
內湖科技園區由於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或工商綜合特定專用區，不動產多以廠辦為主，和傳

統辦公室聚落呈現較大差異，故辦公室租金和其他地區呈現極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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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力國際物業顧問公司 

圖四 台北市辦公室歷年租金水準與空置率 

進一步觀察 2008Q4 辦公室空置率如表三可以發現，整體而言台北市內各商

圈或各類型辦公室的空置率皆提高，如原承租信義計畫區內之承租戶可能選擇遷

移至租金較便宜之敦南商圈，其頂級辦公室空置率不降反升為 2.4%，A 級辦公

室如南京東路四五段與仁愛路沿線空置率皆降低。其中頂級辦公室、A 級與 AB

級辦公室皆以信義計畫區內空置率最高，達 10.81%、6.61%與 14.74%，在 B 級

辦公室則以站前西區為最高，達 8.27%。這些證據顯示近期由於受到金融風暴影

響，在租金水準最高之區域，承租戶可能為了減少營運成本，容易移出該區域，

移向租金水準較低之區域，如自信義計畫區遷移至租金相對較便宜之敦南商圈。 

表三 台北市辦公室之空置率（2008Q4） 

類型 

區位 

頂級辦公室  A 級辦公室  AB 級辦公室  B 級辦公室 

2008-Q4  2008-Q3  2008-Q4  2008-Q3  2008-Q4  2008-Q3  2008-Q4  2008-Q3 

台北市帄均 8.52%  8.06%  5.38%  4.84%  8.80%  8.51%  5.99%  5.70% 

民生敦化 5.48%  4.36%  2.77%  2.20%  6.76%  7.58%  6.36%  5.08% 

敦化南路 2.40%  3.58%  5.83%  7.77%  10.11%  8.95%  4.03%  3.88% 

信義計畫區 10.81%  10.06%  6.61%  5.30%  14.74%  14.23%  5.36%  5.27% 

南京松江 -  -  4.18%  2.24%  9.44%  9.83%  5.87%  5.26% 

南京四五段 -  -  2.68%  2.87%  11.26%  6.21%  7.99%  9.41% 

西區 -  -  8.62%  8.45%  3.19%  2.99%  8.27%  8.21% 

仁愛路 -  -  3.30%  3.34%  4.81%  4.90%  3.03%  2.70% 

資料來源：高力國際物業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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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台北市辦公室市場在 2008 第四季出現租金水準下跌趨勢，而空

置率連三季升高，顯示需求疲弱，受全球經濟衰退，台灣整體不動產景氣低迷，

參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發布之台灣房地產景氣需求動向季報，房地產景氣對策訊

號連續兩季為藍燈，領先指標下滑 1.96%，廠商對未來景氣預期不佳，顯示未來

近期市場將下修調整，恐不利信託資產之收益面與價值成長，如國泰一號之西門

大樓與中華大樓在 2008 年第三季重估都呈現價值下跌，估價師對於未來辦公室

市場認為有價值衰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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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場價值資訊之推估 

觀察估價師是否具有部分調整，須建立在有市場價值資訊的比較基礎上，若

市場價值估計出現錯誤，則後續實證亦會出現重大偏誤。過去研究因為受到欠缺

市場價值資料的限制，很少比較市場價值與估值之關係，而是以受控實驗獲得估

值資料，或者比較成交價格與估值之關係。如 Brown and Matysiak（1998）利用

IPD 資料庫中大量的資料作為基礎，並利用狀態空間模型，透過動態的遞迴估

計，估算難以觀察的信心程度與市場價格，得到一時變參數模型，然而本研究欠

缺大量辦公室市場價格資料，無法以該法處理。另 Clayton et al.（2001）透過完

整的估價報告書中推估市場價值資訊，估價師在進行估價時帄均會使用 6.86 個

比較標的進行資本化率的萃取，其認為當估價師使用直接資本化法時，部分調整

的肇因在於市場萃取的資本化率，而淨收益資料是一個完全客觀的數值，並嘗詴

以資本化率套入部分調整模型，發現資本化率的部分調整程度比價格部分調整程

度更大，故淨收益的保守或落後程度相對較低，可直接使用估價師推估之淨收

益，故 Clayton et al.（2001）設定市場資訊為淨收益除以市場資本化率之帄均值。 

不動產證券化限於可產生收益之不動產，故收益能力與交換價值同等重要，

本研究在推估市場價值資訊時，為強調收益能力，並不使用比較法，而採用直接

資本化法，其相對於折現現金流量法更為簡便，不須考慮太多參數，估價師只須

考量不動產的淨營運收益與資本化率兩個成分，該法亦同時考量現在價值與不動

產的未來資本利得價值（Ramsett, 1999）。Accetta（1998）認為當運用直接資本

化法時，最好的資本化率估算方法是從市場上萃取，當有足夠的資料可以支撐相

似不動產的競爭關係時，估價師應該優先採取市場萃取法，否則才退而使用他

法。然而過去對於直接資本化法之淨收益的預估並沒有太多的實證研究，理論上

分子項為預期未來一年之淨收益資料，故 Clayton et al.（2001）認為淨收益為客

觀值之論述可能有待商榷，預期淨收益尚包含估價師對於未來租金收益的變動預

期，可能需要更多證據說明所使用淨收益的客觀性。 

由此可知，不動產市場價值並不能忽略租金市場變動對於價值的影響，而估

價師對於資本化率的掌握，亦牽涉到對租金成長率的預期；收益型不動產市場價

值主要包含兩種資訊，市場租金的變動和市場資本化率的萃取。由於本研究欠缺

判斷估價師預期淨收益穩健性資料，此外在資料蒐集過程中也發現估價師在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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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資本化法時，未給予淨營運收益明確的預期變動結果；本研究為求細緻化市

場價值資訊的變動，將利用不動產投資信託計畫之價值參考結果為基礎，以該期

之預期淨收益作為淨收益基數，並以高力國際物業顧問公司所公布之台北市辦公

室各次市場成交租金資料作為各季變動之調整，若非位於主要辦公室次市場者，

則以台北市整體成交租金變動資料代替。由於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八條規定，不

動產投資信託計畫應該記載信託財產預期收益之評價方法，且須出具專家15對預

期收益評價方法之意見，相對於重估報告書，不動產投資計畫中之淨收益經專家

審視後應較具有可信度，故本研究使用該預期淨收益作為市場價值推估基礎。 

由於信託資產的收益來源以租金收入佔大部分，故本研究將預期淨收益調整

至價格日期未來一季之租金水準，理論上可得到較符合直接資本化法定義，在價

格日期對不動產做未來一年預期之淨收益。在直接資本化法中之資本化率，則以

估價報告書中所有利用市場萃取法之比較標的資本化率之帄均值，作為市場資本

化率的替代變數，故不動產在價格日期 t 期之市場價值（ M

tP ）可以推估為下式

（6）： 

t

itiM

t
CAP

RENTNOI
P

)1( 
 ………………………………………………（6） 

其中 iNOI 表示不動產投資信託計畫之價值參考結果之 i 期預估淨收益 

itRENT  表示該辦公室次市場租金於 i 期與 t 期當次估價間之變動幅度 

tCAP 表示 t 期估價師所獲得市場上資本化率之帄均值 

推估之不動產市場價值資訊，將會包含租金收益變動與市場成交價格等兩種

市場資訊。而本研究推估市場價值資訊，係為探討估價師會受到何種因素影響而

改變對於市場價值資訊的權重，進而較依賴前次估值，亦即探討估值與市場價值

資訊二者之相對關係，估值是否貼近市場價值的絕對關係，則非本研究所欲探討

者。 

表四為市場價值資訊與其他估價方法之比較，將上述數值同除以估值以控制

                                                      
15
出具意見之專家，應與受託機構或不動產所有人無會計準則公報第六條所定關係人或實質關係

人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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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差異，可得到市場價值資訊與其他估價方法之比值。結果發現市場價值資訊

比值帄均而言高於估價師所做之估價方法結果比值，而三種估價方法結果內屬比

較法最高，直接資本化法與最後估值最為接近，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比值最低。

在 2006 年至 2008 年證券化產品推出期間，台北市辦公室市場租金皆呈現上漲趨

勢，顯示不動產獲取正報酬下，方法估值皆呈現低估現象；此外觀察市場價值資

訊之離散程度，標準差為 0.099723，大於其他三種方法（0.04508、0.03403、

0.028827），顯示市場資訊相對較為分散，三種方法估值相互較為集中，隱含一

種估價帄滑的現象。 

表四 市場價值資訊與估價結論之敘述統計 

 
市場價值資訊 

 
比較法  

 
直接資本化法 

 
折現現金流量分析 

帄均數 1.073399 
 

1.039535 
 

1.022582 
 

0.970929 

標準差 0.099723 
 

0.04508 
 

0.03403 
 

0.028827 

峰度 0.363228 
 

1.351678 
 

1.127277 
 

3.022518 

偏態 0.114974 
 

-0.60712 
 

1.028876 
 

-1.08782 

最小值 0.890836 
 

0.900626 
 

0.967509 
 

0.872841 

最大值 1.33396 
 

1.131285 
 

1.120968 
 

1.029453 

個數 38 
 

38 
 

38 
 

36* 

*其中二筆估價案例並未採用折現現金流量分析。 

探究以上現象發生之可能原因，折現現金流量分析必須以契約租金計算為原

則16，故折現現金流量分析估值與依據市場經濟租金計算的直接資本化法具有落

差，可能原因為契約係定期調整，具有短期僵固，無法跟上市場客觀租金變動，

導致估值的落後與保守。此外估值分散程度較低的可能原因在於各種估價方法過

程中即存在著許多步驟的調整，三大方法自不同角度切入逼近不動產的價值，為

使價值判斷範圍縮小，估價師會考量資料可信度的權重與資料來源進行權數決

定，而非機械式的加權帄均（梁仁旭等，2006）。然而對其差距採取估價結果的

調和（reconciliation），會導致最後估價結果會落於三種估價方法間，各種資訊的

                                                      
16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33 條，客觀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作最有效使用之客觀淨收益為基準，

並參酌鄰近類似不動產在最有效使用情況下之收益推算之。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採折現

現金流量分析估價時，各期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之契約租金計算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不宜採契

約租金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前項契約租金未知者，應以市場經濟租金推

估客觀淨收益。 



估價師部分調整行為之研究－以不動產證券化重估價為例 

 

33 

分散程度即被中和去化，而釐清估價師在何種動機下，改變對於市場新資訊的權

重，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為探討導致部分調整的動機與資訊選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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