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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由於不動產特色之一是具有異質性，造成市場價格差異大且難掌握，且不動

產價格昂貴，價值不易認定，所以不動產估價成為不動產學域的核心。由於不動

產估價的專業及重要性，所以形成專業證照制度，產生不動產估價師。雖然透過

專業證照制度可以遴選出具有專業知識或經驗的估價師，然而估價師的客觀性、

嚴謹性、獨立性、與科學性仍有不足，以致估價偏誤課題一直是估價研究重心。 

不動產估價結果的形成是估價師依據影響不動產價值之各項因素，判定對象

不動產之經濟價值，其包含理性分析各項客觀準則再加上估價師主觀判斷。過去

文獻1觀察不動產估價人員進行不動產價值評估過程，亦發現價值的判斷常受到

個別估價師行為模式的影響，例如委託者、前次估價結果或對象不動產交易價格

等因素。這些影響因素持續存在估價過程中，將使得估價過程理性分析減少，主

觀認知判斷增加，其產生的問題則是估價準則與結果不一致，並降低社會大眾對

估價師的專業與信賴。 

Yiu et al.(2006)回顧過去估價偏誤相關研究，將產生原因歸納為隨機偏誤與

系統偏誤兩類；對不動產估價而言，減少隨機偏誤問題雖然重要，然此偏誤並不

會影響投資者決策；而系統偏誤因為具有持續性，相對而言對投資者決策有重要

影響，因此，探討因人為產生的系統偏誤研究更為重要。且由於交易價格與估值

很難同時取得，故估價行為研究文獻多採用實驗或問卷調查方法而非實證分析。 

國內不動產估價行為研究也面臨相同困境，洪鴻智和張能政（2006）、張小

燕和林子欽（2005）、李易璇和陳奉瑤（2005）、汪駿旭和陳奉瑤（2005）2等

研究皆採用問卷調查或實驗。而由於市場比較法是台灣估價人員最常使用的方

法，也是最易引起爭議的方法，且在市場比較法估價過程，比較案例挑選、因素

調整與權重皆是影響估值重要關鍵，亦是檢驗估價師行為是否符合理論規範的環

                                                 
1 Diaz(1990a、1990b)研究發現估價人員實際估價行為有偏離規範性估價程序的現象；且有經驗

的估價人員在比較案例選取過程，相較新手估價人員容易選擇次佳的案例甚至產生偏誤結果。

Wolverton(1996)、Gallimore and Wolverton(1997)亦發現估價偏誤產生原因是來自於比較案例選

取過程。 
2洪鴻智和張能政(2006)以個案訪談與問卷調查方式，檢視估價人員經驗法則偏誤程度，結果發現

76％樣本在價格決策參考點，非以交易案例為主且明顯受到其他參考點影響。李易璇和陳奉瑤

(2005)以問卷調查方式驗證，估價人員並非依照理論模式決定估值，且越早決定估值的估價人

員對於認知合理區間越大。汪駿旭和陳奉瑤(2005)以問卷調查方式研究估價人員受客戶影響之

程度，研究發現估價人員普遍存在估值配合情形。張小燕和林子欽(2005)以實驗法研究，發現

運用市場比較法時，估價人員實際估價程序的確偏離理論規範，且挑選比較標的無一致性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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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故相關研究皆以市場比較法為研究對象。本文則是以估價人員實際估價報告

書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估價報告書可呈現估價人員估價行為過程及結果，藉由研

究樣本資料的突破，以檢驗估價人員行為系統偏誤現象，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大量估價具有快速、客觀及一致標準的優點，隨電腦技術快速發展，大量估

價研究也愈受到重視，以特徵價格理論所建立的大量估價模型，普通最小平方

（Ordinary Least Square）迴歸分析是各種方法中最被普遍使用，然而普通最小平

方法基本假設為樣本分配不存在異質變異性，亦即不論是在條件分配中的任何一

個百分位點，自變數與應變數關係的估計都是一樣(Reck, 2003)。 

然而，不動產具有高異質性，且近年來住宅市場推案產品，出現集中在高總

價豪宅和低總價套房的現象，當樣本出現非對稱分配時，傳統以普通最小平方迴

歸估計的估價模型，是否會有低估或高估的問題？近年來分量迴歸已廣泛應用於

各學術領域，包括股市價量關係（莊家彰和管中閔，2005）、工資函數（陳建良

和管中閔，2006）、證券發行報酬率（李建興，2008），仲介服務價格效果（廖

仲仁和張金鶚，2006），相關分量迴歸實證結果皆發現，當樣本非為對稱分配時，

以分量迴歸模型估計與最小平方迴歸估計結果出現不一致現象，且以分量迴歸模

型估計的結果解釋較為合理。根據前述文獻結果，引發本文研究動機，探討不同

高低價格住宅的特徵變數對價格的邊際效果差異，及運用分量迴歸模型是否可改

善兩尾端估價準確度。 

不動產估價的相關研究大致可歸納為個別估價與大量估價兩類，過去有關個

別估價研究多為估價行為或估價方法改進，而大量估價研究則多是運用數量方法

建立模型，由於兩者建構方式不同，欲同時進行兩者實證比較並不容易；且過去

相關研究比較，皆著重在兩者最後估值的差異，以驗證大量估價模型的準確度及

可行性，然而，此兩種估價方式各有其適用性及優缺點，單由估值差異比較不能

突顯。基於前述理由，引發本文研究動機，透過估價師個別估價資料，與自行建

立的大量估價模型系統，按照比較法估價選取比較案例、權重調整及最後估值的

過程，進行三階段比較分析。 

長期以來不動產估價基礎是基於穩定、靜態情況下所預估的不動產單一價

格，缺乏對於未來不確定性及風險的衡量；然而真實社會現況是經常變化，並非

如假設情形是固定不變動，而市場上合理的市場價格其實是由許多買賣雙方所形

成的，也不是只有確定的單一數值。Ratcliff（1972）、Kummerow（2002）研究

指出不動產估值應是一段價格區間而非單一價格；在交易價格發生前，其實是一

系列可能價格的分配。估價應被定義為標的資產某一時點之可能價格分配預測，

估價師應該增加可能價格分散情形預測。 

為改善目前只提出一個最後決定價格的結果，不符合市場價值（最有可能交



 3

易價格）之定義，且單一估值的呈現方式，容易造成使用者對估價師單一數值判

斷是否準確的疑慮。不動產估值是估價師於某一時點，基於當時市場情況及可比

較的交易價格所預測的市場價格，既然是基於假設條件下的預測值，當假設條件

具不確定性（市場環境改變或可比較案例缺乏等），則預測值也同樣存有不確定。

本文將研究在估值結果呈現風險考量下的價值變化，使估價報告書能增加估值區

間與機率的呈現。 

綜合前述研究動機與問題，以下就本研究貢獻分為理論面、實證面及政策面

三個層面加以說明。從理論面而言，不動產估價為不動產學域的核心，估價理論

與方法的持續研究是相當重要的；而近年來學者們發現估價行為之研究，是影響

估價系統性偏誤的關鍵，故本研究欲從估價行為觀點，探討不動產估價系統行為

偏誤問題。 

從實證面而言，本研究以分量迴歸估計，探討不同分量下各變數對於價格影

響的邊際效果差異，並改進普通最小平方迴歸估計對兩尾端估計可能有高估或低

估問題，使大量估價模型估計更準確；此外，於不動產估價模型加入不確定性風

險因素，改進單一估值，探討不動產估值認知與估值區間及機率的關係。 

從政策面而言，本研究從估價行為、大量估價方法以及估值區間三個層面探

討不動產估價之相關問題，有助於不動產估價方法改進，以及不動產估價系統性

偏誤降低。有關估價行為相關研究，未來則可應用於估價人員估價過程的檢視與

管理；至於大量估價研究，未來可應用於自動化估價系統建立，有助於金融機構

資產重估作業。藉由大量估價與個別估價的差異比較研究，探討大量估價的發展

對個別估價而言是帶來危機或轉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與問題，歸納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估價人員運用市場比較法之估價行為，以檢驗估價人員系統行為偏誤。 

以實際估價報告書進行實證分析，對估價人員的系統偏誤差異進行驗證，由

於估價報告書僅有估值缺乏事後實際交易價格，本文是以估價報告書的勘估標的

資料建立估價人員估值模型，並以所選取的比較標的資料建立比較標的成交值模

型，藉由兩模型差異分析，以檢驗估價人員系統行為偏誤假說，並進一步分析估

價人員面對不同市場（正常市場與拍賣市場）其系統行為偏誤是否有差異。 

 
二、運用分量迴歸估價模型，分析不同價格分量影響因素及程度差異，提升不同

高低價格（尤其是兩尾端價格）估價準確度，改善以普通最小平方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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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可能產生的偏誤。 

以台灣不動產成交行情公報資料，分別建立普通最小平方迴歸模型和分量迴

歸模型，藉此觀察不同分量下各影響變數對價格邊際效果差異，以及分量迴歸模

型估計的準確度。 

 
三、以行為估價觀點比較個別估價與大量估價系統之差異，探討個別估價與大量

估價系統在案例選取、權重調整及最後估值三階段的差異分析。 

有別於過去文獻僅比較個別估價與大量估價的估值準確度，本文加入行為估

價觀點，並依比較法的估價程序（案例選取－權重調整－價格形成），從不同層

面比較大量估價系統與個別估價的差異，並檢視兩種方式的適用性及優缺點。 

 
四、以估價師試算價格樣本建立估值分配與機率，探討由估價師估值結果的小樣

本模擬資料，產生最可能價格及其機率的方法。 

不動產估值已逐漸由「單一估值」概念發展為「估值區間」，估值區間雖提

供一範圍內的可能市場價值，然而在這個區間內的各種價格，其發生的機率並不

相等。且不動產估價應估計的市場價值定義是最可能價格，透過估值機率的估

算，可產生最可能價格及其機率，並分析各高低估值所隱含的不同風險，對於承

受風險能力不同的估值使用者，則多提供除價格預測以外的資訊。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 

本文回顧不動產估價行為、大量估價理論與模型、自動估價系統以及估值區

間與機率等相關文獻與理論，以作為本研究假說建立、實證模型及變數選定之基

礎。 

二、實證分析 

本研究主要依據 Rosen 所建立之特徵價格理論（hedonic price theory）進行

實證分析。住宅價格係由各種屬性所組成，包括住宅內部與外部屬性，內部屬性

如：樓地板面積、所在樓層、建物類型等，外部屬性如：區位、鄰里環境等，而

不同產品之間的價格差異則是由於各產品有不同特徵屬性。本研究採用林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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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憲、張金鶚等(1996)所建立的房價模型，實證模型建立如（1-1）式。為探討

模式右邊項之個案屬性變數對於總價的影響程度，所以在模型選取上，採用半對

數線性(semi-log)函數的型式進行實證分析，對於個案總價取對數。 

log Yi = α＋βiXi＋γZi＋ε…………...……………………….. （1-1） 

其中：Yi 為個案總價；Xi 為個案屬性，為連續性變數，包含樓地板面積、

屋齡等；Zi 為個案屬性，為類型變數，包含區位、使用型態、所在樓層、總樓

層等；ε為誤差項 

關於分量迴歸模型建立，是依據 Koenker and Bassett(1978)所提出的分量迴

歸方法，本研究參考相關分量迴歸文獻(Koenker and Bassett（1978、1982）、Koenker 

and Hallock（2000）、Koenker and Hallock（2001）、Kuan（2003）)以建立本研

究分量迴歸模型如下式（式 1-2）。 

θθ εβ ttt xy += ' …………...…………………………….….（1-2） 

其中，θ表示分量，其範圍介於 0、1 之間； θβ 表示參數向量； θε t 表示對應

誤差。 

本文採用的自動估價系統模型，是以 Todora & Whiterell（2002）自動化市

場比較法研究為基礎，依據明科斯基距離（Minkowski metric）進行選取可比較

標的；調整階段，採取相似逼近調整法模式，最後權重階段，符合 Pagourtzi et al.,

（2003）指出最相似於勘估標的並有較小調整額的可比較標的，應給予較高權重

的概念。實證模型建立如下式，以式（1-3）明科斯基距離進行可比較標的選取，

以式（1-4）對選取出的可比較標的單價進行調整，利用式（1-6）各可比較標的

之未調整比例(如式 1-5 表示)作為權重依據，以求得最後估值。 

[ ]∑ −= sicisii x/)xx(abswmetric Minkowski …………...….（1-3） 

)xx(SPadjmtSPSP cisii
c
jca

c
j

s
j ∑ −+=+= β …………………...（1-4） 

[ ]caca adjmtabs1adjmtnon −=− ……………………………..…..（1-5） 

( )∑
=

−−=
n

1a
cacaca adjmtnonadjmtnonW …………….…………...（1-6） 

iw ：第 i 個屬性的權重大小 

six （ cix ）：勘估標的（比較標的）第 i 個屬性特徵值 
s
jSP ：可比較標的調整後之比較價格      c

jSP ：可比較標的之成交價格 

iβ ：特徵價格模型中的各個屬性的係數    caW ：第 a 個可比較標的之權重 

caadjmtnon − ：第 a 個可比較標的之未調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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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說明 

本文研究目的包括檢驗估價人員行為偏誤、估價模型偏誤改進、個別估價與

大量估價系統差異比較及估值機率建立，故研究資料來源為兩部分：一為台灣不

動產成交行情公報，另一為估價師估價報告書，詳細資料說明如下。 

一、台灣不動產成交行情公報 

本研究為建立大量估價模型，乃利用台灣不動產成交行情公報做為資料來

源，此公報乃收集全國跨品牌房仲業者，包括：信義房屋、太平洋房屋、２１世

紀、中信房屋、住商不動產、大豐富房屋、早安房屋、ＥＲＡ不動產、永春不動

產、僑茂不動產等，經過履約保證的房屋物件，成交時的實際交易價格。 

資料樣本期間自 2004 年第一季至 2005 年第二季共計 18 個月，樣本範圍為

台北市各行政區住宅大廈類型。本研究將利用此資料庫資料作為建構第四章及第

五章大量估價模型之資料來源，其資料屬性計有區間門牌地址、建物面積、土地

持分坪數、成交總價、成交單價、地上總樓高、所在樓層數、屋齡、房間數、客

廳數、衛浴設備套數、成交日期、車位類型、建物類型等。依各行政區分類之樣

本敘述統計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大量估價模型樣本各行政區之敘述統計 

 
樣本數

（筆數） 
建物坪

數（坪） 
單價 

（萬/坪）

所在樓層

（樓） 
總樓層

（樓）

房間數

（間）

衛浴數 
（套） 

屋齡 
（年） 

中正區 173 38.84 27.55 5.54 9.30 3.16 1.84 20.21 

大同區 100 40.52 21.34 6.39 10.37 3.13 1.83 14.81 

中山區 371 37.91 25.58 6.38 10.35 2.91 1.68 18.44 

松山區 425 37.66 27.99 5.97 10.38 3.02 1.77 20.10 

大安區 691 39.92 30.95 6.22 10.37 3.19 1.83 21.99 

萬華區 66 40.64 19.22 6.15 10.52 3.20 1.91 15.11 

信義區 245 37.15 27.29 5.44 9.69 2.98 1.74 17.43 

士林區 323 41.26 26.70 4.76 8.16 3.18 1.91 19.88 

北投區 203 39.92 23.65 5.11 9.77 3.04 1.81 14.51 

內湖區 275 38.60 23.56 5.36 10.32 2.94 1.67 11.53 

南港區 50 38.53 22.47 6.88 12.08 2.98 1.74 10.62 

文山區 210 36.41 20.86 5.97 10.99 2.84 1.61 11.15 

台北市 3,132 38.95 24.76 5.85 10.19 3.05 1.78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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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價師估價報告書 

本研究第三章估價系統行為偏誤實證研究，其資料來源為國內數家資產管理

公司委託估價公司評估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樣本期間為 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4 月間。經刪除不適用研究樣本，共計採用 112 份比較法估價報告，由於資產管

理公司要求評估每筆不動產抵押品的拍賣價格及市場價格，故同一勘估標的皆會

得到兩個估值（拍賣價格和市場價格）。 

本研究建立勘估標的估值模型和比較標的市場成交值模型，所謂勘估標的估

值是指不動產估價師接受委託估價之不動產標的預估估值；所謂比較標的市場成

交值是指估價師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市場成交價格。此部

分研究樣本之特殊性，在於估價師對於同一勘估標的必須估計兩種估值，故進行

比較法程序時，會分別針對兩種情況選擇比較標的，所以，拍賣市場比較標的市

場成交值多為與勘估標的條件相似之法拍案例，而市場價格的比較標的市場成交

值則為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正常買賣案例。 

資料樣本包括北、中、南地區大樓，樣本屬性包括區位、類型、所在樓層、

總樓層數、樓地板面積、屋齡等，各案例筆數統計為：拍賣價格勘估案例 112 筆、

市場價格勘估案例 112 筆；在比較案例部分，經刪除估價人員重複選取的比較案

例後，拍賣價格比較案例僅有 144 筆，市場價格比較案例僅有 86 筆，因此全部

資料共有 342 筆案例，454 筆價格資料。 

為進行第五章個別估價與大量估價模型比較，及第六章以估價師估值樣本建

立估值機率分配，本研究取得都市更新估價報告書做為資料樣本，都市更新估價

報告書包含更新前、後建物房地價格評估，更新前建物估價是對個別不動產現況

進行估價，更新後估價由於建物尚未興建，估價師是針對欲規劃產品類型進行可

能銷售價格評估，更新後比較標的價格可能包含成交價或預售價，如採用預售

價，估價師對於預售價會進行議價率向下調整價格，本研究將依調整後的預售價

格做為更新後比較標的價格。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成七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主要回顧不動產估價行為、

大量估價理論與模型和估值認知與估值區間與機率相關研究。第三章探討市場比

較法估價之系統行為偏誤，首先探討估價人員運用市場比較法之行為現象，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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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研究假說；其次說明實證研究資料、變數定義與敘述統計等，最後由實證結

果檢驗估價人員在運用市場比較法時是否有系統行為偏誤現象，同時檢視估價人

員評估不同市場時，系統行為偏誤是否有差異。 

第四章探討不同高低價格估價模型之偏誤改進，首先說明以普通最小平方迴

歸的均數估計概念，對於不同高低價格之估價預測可能產生偏誤問題；其次，說

明分量迴歸模型與最小平方迴歸模型之差異；再者說明實證模型、研究資料敘述

統計、實證變數定義等，最後根據實證結果先分析各變數在兩模型顯著水準，及

影響程度是否有差異，再比較兩模型預測結果準確度，以分析分量迴歸模型對於

不同高低價格之估價預測是否有改進效果。 

第五章探討大量估價與個別估價之差異，首先比較大量估價系統與估價師個

別估價之優缺點；其次，建立研究設計，由市場比較法比較案例選取－權重調整

－最後估值三個階段，分別進行比較兩者差異分析。第六章探討估價的新觀念，

不動產估值認知與估值區間及機率；首先說明不動產估價所評估的價值，其定義

隨時空改變，由過去最高最有效使用的價值轉變為最可能價值，從單一估值逐漸

加入統計機率概念，而以估值區間方式呈現估價結果，並估計估值機率，使估值

結果涵蓋不確定性與風險考量。最後一章為本論文之結論與建議，整體論文研究

架構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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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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