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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本章節進行台灣不動產估價師之實證分析，第一節首先探討台灣不動產估價

師是否具有部分調整行為，並設定函數形式與選取變數，並進行初步資料敘述統

計分析，最後為對實證成果之解釋；第二節進行資訊權重影響因素分析，首先依

據依變數之資料特性，選擇 Tobit Model 作為實證模型，並進一步設定自變數與

影響因素假說，最後對實證結果進行分析，並回應研究目的。 

第一節 部分調整模型之實證分析 

一、 模型設定與變數選取 

本研究利用 T-REITs 重估價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實證資料共 38 筆，部分調

整模型採取混合式（pooled）資料型態，應用 Quan and Quigley（1991）所提出

之部分調整模型，檢驗估價師是否具有部分調整行為，依據 Quan-Quigley 部分

調整模型，依變數為當次估值，自變數為前次估值與本研究所推估之不動產市場

價值資訊。部分調整模型中之係數值代表不動產估價師進行重估時，當次估值所

含有市場資訊成分的多寡，以及依賴前次估值的程度；應用複迴歸可以描述自變

數如何影響依變數，研究者可以藉由數學模型，在控制其他變數下觀察特定變數

的影響強度與相關方向，故模型設定如下： 

tj

M

tjtjtj PPP ,,2

*

1,10

*

,    ……………………………………..……（7） 

其中 *

,tjP 表示不動產估價師在第 t 期對 j 不動產之估值 

*

1, tjP 表示不動產估價師在第 t-1 期對 j 不動產之估值，即前次估值 

M

tjP , 表示在第 t 期利用市場租金與市場資本化率推估之 j 不動產市場價值。 

表五為模型變數敘述統計，當部分調整模型僅放入上述二自變數，並非代表

市場價值資訊變數可以完全地掌握市場變動，該變數亦不代表一個絕對的市場價

值數值；不動產的估值變化當然包含其它無法藉由模型自變數所控制的外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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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市場價值資訊變數僅作為一個衡量工具，比較本次估值與前次估值二者距

離關係。此外由於證券化不動產總價差距極大，為減少數值規模（scale）過大所

導致的變異數異質問題，本研究將估值與市場價值取自然對數，將變數轉換後可

避免迴歸殘差非常態與變異數不齊一，所導致係數估計或檢定顯著偏誤之問題；

惟雙對數模型可能造成難以解釋自變數變動對依變數的邊際影響，通常對於價格

之解釋多以半對數模型進行分析，但本研究採取雙對數模型的用意在於使等式左

右的數值保持相同單位，也就是維持 Quan and Quigley（1991）對於部分調整模

型概念中的成分解釋，而非探討市場價值資訊變數變動對於依變數之影響。故就

比較市場價值資訊與估值之間關係，可以發現市場價值資訊的離散程度皆大於不

動產估價師之估值，而取對數後之變數，可以降低變數的偏態係數與峰態係數，

利用 Jarque-bera 檢定，發現 JB 值經取對數處理後降低，可以減少數值變異的程

度，使數值較為集中。雙對數模型設定如下： 

tj

M

tjtjtj PLnPLnPLn ,,2

*

1,10

*

, )()()(    ………………………..……（8） 

表五 部分調整模型變數之敘述統計 

 
當次估值  前次估值  市場價值資訊  

Ln 

當次估值 
 

Ln 

前次估值 
 

Ln 

市場價值資訊 

平均值 2015240000   1952960000   2194020000   21.2956  21.2689  21.3622 

標準差 1412430000   1319530000   1654750000   0.443363  0.439796  0.46958 

偏態係數 2.83   2.72   2.70   1.95067  1.82798  2.0222 

峰態係數 10.04   9.35   9.04   6.62896  6.24505  6.34454 

最小值 870000000   879760000   1110930000   20.584  20.5952  20.8285 

最大值 7489640000   6729220000   8344000000   22.7368  22.6297  22.8448 

個數 38  38  38  38  38  38 

二、 實證結果 

本研究對部分調整模型採取二種函數形式估計，即單純之線性模型與雙對數

模型。實證結果如表六，二者之係數估計並無太大差異，二模型之配適度皆良好，

調整後判定係數皆達 0.99，惟進一步進行模型檢定校正時，發現線性模型之殘差

無法通過常態性檢定，經 Jarque-bera 檢定，JB 值為 21.08549，在顯著水準 0.05

下拒絕殘差為常態性之虛無假設，而當迴歸之殘差項非屬常態分配時，破壞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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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之假設，因此模型係數估計可能有誤。此外進行變異數異質之檢定，結果發

現線性模型的 Breusch-Pagan 卡方檢定亦拒絕具有同質變異的虛無假說，此時係

數雖為不偏估計，但會影響估計的有效性，而雙對數模型則無變異數異質之問

題，故本研究將採用雙對數模型估計，其模型估計穩健性較高。 

表六 部分調整模型之實證結果 

  線性模型 
 

雙對數模型 

 
依變數：當次估值 

 
依變數：Log(當次估值) 

 
係數  標準誤  t 值   

 
係數  標準誤  t 值 

 
常數項 -32419100  3.38E+07  -0.958984 

  
0.095861  0.342829  0.279617 

 
前次估值 0.869221  0.0935231  9.29419 *** 

 
0.83746  0.076572  10.9369 *** 

市場價值資訊 0.159572  0.0745773  2.13968 ** 
 

0.158595  0.071715  2.21146 ** 

筆數 38  
 

 
   

38    
  

調整後 R
2
 0.99508   

   
0.99085   

  
F-test 3743.64 ***  

   
2003.73 ***  

  
殘差偏態 0.8359    

   
0.5458  

 
 
  

殘差峰態 6.2438    
   

3.669  
 

 
  

J-B test
1
 21.08549 **  

   
2.5953  

 
 
  

B-P 值 2
 69.3716 ***  

   
3.8233  

 
 
  

  

  

   

聯合限制檢定 1,0 21    

F（2,35）= 72.2454*** 

1.J-B test 之虛無假設為殘差常態性。 

2.B-P 值檢定之虛無假設為變異數同質。 

***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要求 

**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要求 

實證結果發現，平均而言不動產估價師給與市場價值之權重為 0.158，給與

前次估值的權重為 0.837。然為求嚴謹，本研究更進一步設定係數之聯合檢定，

探求是否可以拒絕不動產估價師完全調整之假說，即呈現部分調整。聯合檢定之

虛無假設為不動產估價師對市場上新資訊進行完全調整，並且不依賴前次估值： 

0: 10 H , 12  …………………………………..…………………….（9） 

而雙對數模型係數聯合檢定卡方值為 72.2454，在顯著水準 0.01 下拒絕完全

調整的虛無假設，結果顯示，沒有證據說明 T-REITs 重估具有完全調整行為，從

迴歸模型判斷，不動產估價師更新前次判斷時，低估市場新資訊的權重，給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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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資訊較高的權重，故對市場新資訊的調整趨緩，估值表現趨向保守，展現行為

財務學中所謂的保守性偏誤（Edward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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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資訊權重影響因素之實證分析 

一、 模型設定 

在前述部分調整模型發現，台灣不動產估價師在進行重估時，確實具有低估

市場資訊權重，依賴過去估值的傾向，而影響因素模型將進一步探討不動產估價

師對市場資訊權重之影響因素，即探討何種因素會提高或降低估價結果的保守

性。從過去估價相關研究發現，影響估價師給與市場資訊權重之因素包括心理定

錨偏誤，估價師如受前次估價結果限制而定錨，或者是面對不確定資訊時可能忽

視這些市場新資訊，造成調整不足之保守性偏誤，故影響因素模型將探討更換估

價師與否及資訊不確定性對市場資訊權重的影響。 

影響因素模型依據依變數的特性，將應用 Tobit 迴歸進行分析，Tobit 迴歸屬

資料切齊形式（censoring），與資料截斷（truncation）同屬依變數受限迴歸模型，

當依變數受限時，使用這些樣本進行推估母體時會有偏誤發生，故須使用特殊的

迴歸方法，如 Tobit Model 或 Truncated Regression。但資料切齊與資料截斷對於

依變數的處理並不相同，資料截斷只選取落於某個區間的部份樣本進行估計，而

資料切齊認為這些樣本仍帶有某些資訊，則將超出切齊範圍記錄為定值，保留這

些樣本資訊，並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故本研究採用 Tobit 迴歸分析。影響因

素模型設定如下式（10），依變數為依據部分調整模型概念，估計不動產估價師

對市場新資訊之權重，自變數包含常數項，市場資訊不確定性替代變數組

（DIFF、SD）與代表心理定錨效果（Change）之虛擬變數： 

  ChangeSDDIFFK jjj 3210 ……………………………（10） 

二、 變數選取 

(一) 依變數：重估時對市場資訊的權重 

表七與表八為影響因素模型之變數敘述統計與相關係數，依變數為估價師對

於市場資訊的權重，採用 Quan-Quigley 提出之加權平均部分調整模式，估算各

筆重估案例中，不動產估價師對市場資訊的權重 K，可以解為不動產估價師對市

場資訊的信心，其反面意義即為不動產估價師依賴前次估價結果的程度，K 值估

算如下式（11），代表當次估值相對於前次估值的變動，佔當次市場價值資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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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次估值的變動： 

*

1,,

*

1,

*

,

,










tj

M

tj

tjtj

tj
PP

PP
K ……………………………….…………………………（11） 

表七 影響因素模型之敘述統計 

 

依變數  自變數 

 

 
 市場資訊不確定性  心理定錨效果 

代號 

市場資訊權重 

K 

 價值差異率 

DIFF 

 資本化率標準差 

SD 

 是否更換估價事務所 

Change 

類別 連續變數  連續變數  連續變數  虛擬變數 

說明 以式(10)計算 
 比較法與直接資本化法 

之價值差異率 

 市場萃取之 

資本化率標準差 

 更換估價師=1 

同一估價師事務所=0 

平均值 -0.9685  0.034332  0.001599  0.184211 

標準差 4.79337  0.03634  0.001474  0.392859 

最小值 -26.3422  0.001393  0  0 

最大值 2.7454  0.157722  0.005656  1 

個數 38  38  38  38 

 

表八 影響因素模型變數之相關係數表 

變數 
市場資訊權重 

K 

 價值差異率 

DIFF 

 資本化率標準差 

SD 

 是否更換估價事務所 

Change 

市場資訊權重 1  -0.49328  -0.66252  0.06012 

價值差異率 
 
 1  0.59129  -0.2195 

資本化率標準差 
 
 

 
 1  -0.10324 

是否更換估價事務所 
 
 

 
 

 
 1 

然而從敘述統計與相關係數表中可以發現，自變數之間並無高度相關，而部

分離群值大幅影響市場資訊權重的平均數和標準差，最小值甚至達-26.3422，和

部分調整模型估計結果估價師對市場資訊權重為 0.15 有很大的差異，此時可能

嚴重扭曲迴歸函數。探究造成 K 值具有影響點的可能原因，在於 Quan-Quigley

模型將當次估值設定必然介於前次估值和市場價值資訊中間，但台灣案例卻有非

落於其範圍之現象，例如當市場價值資訊呈現成長，而重估卻呈現相反判斷時，

此時 K 值可能成為極小的負數（最小值為-26.3422）。然而就部分調整模型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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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言，可以判斷為估價師並未考慮此類市場資訊，故此時將負數 K 值左尾切

齊皆為零。反之當重估判斷與市場資訊呈現同向變動，但成長幅度遠大於市場價

值資訊時，K 值成為大於一之正數，代表估價師反應超出市場資訊，本研究視為

估價師參考市場價值資訊，設定右尾切齊為一，以上兩種情形都會使 K 值超出

零與一之區間，成為影響點，故因應依變數受限迴歸，Tobit 迴歸設定依變數觀

察值定義如下： 

*

jj YY  , if 10 *  jY ………………………………………………...……（12） 

0jY , if 0* jY ； 1jY , If 1* jY ………………………………………（13） 

(二) 自變數 

1. 估價師心理定錨效果（Change） 

從過去文獻可知估價師在進行重估時，可能是因為過去資訊而產生心理上的

限制，導致調整不足，反之如不受前次估價影響，則調整可能較為充足，保守性

偏誤發生可能較小。而過去研究也發現，估價師對於不同的資訊參考點具有不同

的信賴程度，如 Clayton et al.,(2001)發現估價師較不信任其他估價師之估值，故

正向地增加市場資訊的權重，反之若為估價師自身所作之估值，則更可能調整不

足，過度依賴過去資訊，未充分反應市場資訊。據此本研究以虛擬變數區分當次

重估作業是否更換估價師事務所，如前次估價結果非同一估價事務所所為，則虛

擬變數值為一，其餘為零，預期估價師對於他人之估值與自己估值依賴程度可能

不同，故以虛擬變數區分前次價格參考點對於估價師定錨效果的差異。 

2. 市場資訊不確定性：價值差異率（DIFF） 

本研究以二變數代表市場資訊的不確定性，其一為採市場萃取方法之估值的

差異程度，即設定比較法（Pa）與直接資本化法估值（Pb）結果之差異率絕對值，

比較法與直接資本化法之運用皆為從市場上獲取具有替代性的比較標的，進一步

萃取出可能成交價或市場租金與市場資本化率。如果估價師同時進行兩種以市場

比較為基礎之估價方法，但結果差異大，則代表不同價值面向具有落差，估價師

在最後的價格協調階段在考量資訊的可信度與真實度後，進行權重分配時可能會

對市場資訊失去信心，進而低估市場資訊的權重，故價值差異率和依變數呈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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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係。方法估值差異率計算方式如下： 

b

ba

P

PP
DIFF


 ……………………..……………………………（14） 

其中，Pa 代表比較法方法估值，Pb 代表直接資本化法估值 

3. 市場資訊不確定性：資本化率標準差（SD） 

市場資訊不確定性另一變數，為估價師運用市場萃取法獲得之市場資本化率

的分散程度，由於市場資本化率的母體未知，故設定為重估報告書中，估價師所

萃取之市場資本化率的樣本標準差作為替代變數。市場資訊的分散程度代表市場

資訊的無效率，估價師無法從市場上找到非常相近的標的去萃取資本化率，因此

無法得知市場資本化率的真實分配，當運用資本化率時，估價師可能必須做出較

多的因素調整，導致恰當的市場資本化率變的更加模糊。本研究預期當資本化率

標準差越大，則會負向影響估價師對市場資訊的權重，樣本標準差計算如下： 

)1/()( 2

1

 


ncapcapSD
n

i

i …………………………………………...（15） 

其中， icap 表示估價師運用市場萃取法獲得之市場資本化率 

cap表示所有資本化率所推得之平均值 

n表示估價師萃取之資本化率筆數 

三、 實證結果 

本研究對市場資訊權重進行影響因素分析時，分別以複迴歸與雙設限模型進

行檢定力的比較，實證結果如表九，可以發現以複迴歸進行影響因素分析者，常

數項與資本化率標準差變數皆顯著，模型配適度達 0.407，在 0.01 顯著水準要求

下，模型變數對依變數具有解釋力。從表九可發現複迴歸與雙設限模型除常數項

皆顯著外，其餘顯著變數恰好相反，探究本研究所欲分析之對象，係估價師給予

市場價值資訊之權重，然而推估結果 K 值卻有不合理的權重數字出現，如完全

捨棄前次估價結果（K>1），或完全不使用市場價值資訊（K<0），此時若採用複

迴歸分析，則自變數與市場資訊權重之關係，可能具有不合理的結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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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進行模型檢定，發現殘差之峰態係數偏高，經殘差常態性檢定

JB 值達 188.44，強烈地拒絕殘差項常態之虛無假設，若殘差項不符合常態，即

破壞古典迴歸之假設，線性迴歸係數估計結果可能有誤；此外進行殘差變異數檢

定，同樣具有變異數異質之特性，代表資料可能不適合使用線性迴歸進行分析，

此時若使用估計之統計量則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本研究並不採用線性迴歸之結

果。 

故本研究依據依變數之特性與意義，利用 Tobit Model 雙設限模型進行分

析，若依變數超出設定之範圍，則記錄為定值（Limits=0,1），左尾切齊為 13 筆，

右尾切齊數達 3 筆，由於 Tobit Model 採取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估計，最大概似法估計利用微積分求取母體參數最有可能為何，

此時不須如最小平方法（OLS）必須對迴歸模型設立假設，而 Tobit Model 屬非

線性模型，並不採取線性模型之 F 檢定，而採取 Likelihood ratio test（LR test）

進行估計非線性限制條件是否成立檢定，並以 LR test 估計如下： 

222 ~)],()~,
~

([2 rLLLR   ……………………………………（16） 

實證結果得受限制模型的對數概似函數值為-25.23，Tobit Model 之 Pseudo 

R-square 達 0.1389，結果在 0.05 顯著水準下，LR 檢定卡方值為-8.10674，受限

制模型與不受限制模型之極大化概似函數值具有顯著差異，故此時可使用非線性

限制條件進行估計，而 Tobit Model 整體配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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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影響因素模型之實證結果 

複迴歸模型  Tobit 迴歸模型（雙設限 Limits=0,1） 

變數 係數   標準誤   t 值 
 
變數 係數   標準誤   t 值 

常數項 2.81244 
 
1.00423 

 
2.8006 *** 

 
常數項 0.350512  0.126135  2.77886 *** 

價值差異率 -21.7094 
 
21.1061 

 
-1.02859 

  
價值差異率 -5.50204  2.7724  -1.98457 ** 

資本化率標準差 -1849.82 
 
510.423 

 
-3.62408 *** 

 
資本化率標準差 4.81363   69.2896   0.069471   

更換估價師 -0.42373 
 
1.58293 

 
-0.26769 

  
更換估價師 -0.44172  0.221456  -1.99464 ** 

調整後 R
2
 0.40793  

 
 
   

pseudo R
2 0.13839    

  
F-test 9.5 ***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25.23612       

殘差偏態 -2.2759    
   

LR test -8.10674  **  
  

殘差峰態 12.9145    
   

right censored 3  
 

 
  

J-B test
1
 188.4423 ***  

   
left censored 13  

 
 
  

B-P 值 2
 77.3078 ***                       

1.J-B test 之虛無假設為殘差常態性。 

2.B-P 值檢定之虛無假設為變異數同質。 

***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要求 

**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要求 

由於 Tobit Model 之係數估計實為對觀測值之解釋，並不如 OLS 估計法可以

直接從係數得知對於依變數之影響，Tobit Model 係估計自變數對已設限依變數

之效應，僅能從其正負方向與顯著性進行解釋。實證結果顯示，代表市場資訊不

確定性之價值差異率（DIFF）越大時，估價師會降低對於市場資訊的權重，通

過 0.05 顯著水準要求，對價格差異的保守反應說明模糊趨避現象的存在，二者

呈現負向影響關係，估價師並不偏好模糊事件，模糊的程度越大，估價師的保守

程度也越大。 

然而另一市場資訊不確定性的替代變數，資本化率標準差（SD）對於估價

師給與市場資訊的權重並無明顯關連，變數並不顯著，相較於對價格差異率有較

大的反應，估價師會因為方法估值差異太大而感到焦慮，進而更注重估價方法的

調和，降低市場資訊的權重；然而沒有證據說明資本化率的分散程度會影響估價

師對於新市場資訊的權重，推測當獲得的資本化率資訊是紛亂而不集中，可能無

礙於估價師對資本化率的判斷。如依據能力假說，雖不能斷言估價師「自認」具

有專業技巧與知識，但推測估價師可能就模糊事件進行自我判斷，而不因模糊趨

避而降低對市場資訊的權重，據此可以發現兩組不確定資訊變數對於市場資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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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不同之效果，足見不同資訊種類的模糊程度對於估價師有不同的效果，而以

最後估價結果模糊程度對於估價師影響最大。 

而心理定錨虛擬變數（Change）在 0.05 顯著水準下顯示負向顯著，當重估

更換估價師時，估價師反而降低對於市場資訊的權重，與預期估價師會因為較不

信賴他人估值而正向地增加市場資訊相反。檢視原始資料，總計七筆更換估價師

的資料當中，其中四筆發生於 2008 年第四季，恰逢不動產市場表現較為疲弱之

際，可能原因為估價師傾向避免價值下跌，在此時採取較為保守態度，反而較依

賴前次估值。 

綜上所述，實證結果得知不同資訊種類的模糊程度，對於估價師亦會有不同

的影響，相較於資本化率的判斷選擇，在最後估值協調步驟，估價師對於價格的

差異較為敏感。推測造成估價師對兩種資訊不確定性有相反結果的原因，可能為

問題的困難度效應（difficult effect），若問題難度較高，則行為人容易缺乏信心，

而趨向保守。估值協調是估值形成的最近步驟，最容易受到他人質疑，相對於其

他估價細節，估價報告使用者不一定對估價所有步驟皆有判斷能力，但最後估值

形成方法最易受到挑戰，故估價師可能受到較大壓力，此時台灣不動產估價師因

為缺乏信心而對價值模糊的反應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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