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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人口急速成長土地資源有限的壓力

下，台灣地區的地價日益高漲，政府在推
動及執行地價政策時，以公告地價或公告
土地現值為基礎，而二者在求取相關地價
的作業流程中，在求取宗地價格前都需先
劃分該地區的「地價區段」，地價區段劃
分是否公正客觀，將決定區段土地之價格
水準，因此地價區段的劃分在地價政策上
具有其重要性。

目前政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價區
段的劃分，地價查估人員所需蒐集之相關
圖表相當的繁雜，承辦人員需考量的地價
影響因素也相當多，而且在進行地價區段
的劃分時，往往參雜了承辦人員的主觀意
識，使得地價區段劃分之公平性與客觀性
受到質疑。故本研究首先以現有法令為基
礎，配合相關文獻的回顧，探討影響區段
地價的因素，並依據各影響因素選擇適當
可量化的空間資料，將影響地價之空間資
訊進行整合性之評估與分析，利用網格式
資料對各項地價因素經套疊運算分析後，
進行地價區段的劃分，此法可改善目前人
工方式進行估價作業太過主觀、費時、費
力的缺失，在短時間內作出更客觀、更精
確的劃分，達到提昇土地估價作業正確性
與合理性的目標。

關鍵字：地價區段、地理資訊系統、空間
資訊

二、緣由與目的
依據上述之研究背景，本研究之目的

如下：
(一)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各影響地價區

段劃設的因子進行整合分析。
(二) 將影響地價區段劃分因素中可予以量

化的部分，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整合
分析，改善現行地價區段劃分方式的缺
失，讓地價區段劃分之過程更為公開公
正。

(三) 將現有的向量式空間資料進行網格
化，並考量影響因素權重以進行地價區
段劃分。

(四) 藉由地價區段劃分之電腦化減輕現行
估價人員的工作量，並促使地價區段之
劃分過程更具公平性與合理性。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有關目前台灣地區對於地價區段劃分
之規定，以「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
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為地價區段劃分
的主要依據，並由省市政府機關訂定相關
作業規定，以為地價人員執行業務之準
則，以台北市為例，除上述法律規定外，
目前台北市實施地價區段劃分之法令依據
還包括「台北市劃分地價區段注意事項」、
「台北市地價調查工作注意事項」、「台
北市地價調查督導考核要點」。研究中除
了探討現行法令之硬性規定外，並希望蒐
集過去之相關研究，回顧影響地價因素之
相關文獻，採用可量化之重要因素進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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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區段劃分之評估。
(二)資料庫建置

本研究所採用的空間圖形資料將視評
估因素之需要，以目前公或私部門已建置
完成之數值圖檔為主，對於部分無法取得
或不存在之數值圖形資料，則輔以自行數
化的方式完成。由於研究當中的各項空間
資料來自於不同的單位，所使用的比例尺
會有所差異，關於所採用空間資料的比例
尺，主要以數值地籍圖為基礎，並對其他
空間資料進行圖形的編輯與修正。

表一 空間資料格式及來源
資料名稱 檔案格式 資料來源

數值地形圖 dgn 北市都市發展局

數值地籍圖 dgn 北市土地測量大隊

土地使用分區圖 dgn 北市都市發展局

街廓圖 shp 康訊電子地圖

國中位置圖 shp 康訊電子地圖

國小位置圖 shp 康訊電子地圖

鄰里公園位置圖 shp 康訊電子地圖

零售市場位置圖 shp 康訊電子地圖

公車站牌位置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變電所位置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垃圾掩埋場位置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垃圾焚化爐位置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加油站位置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文山區行政鄰里圖 shp 本研究自行數化

四、研究成果
本研究所發展出之輔助系統可區分為

五個模組，包括圖層套繪模組、圖層顯示
模組、網格處理模組、區段劃分模組、成
果顯示模組。研究輔助系統介面之建立主
要係以 Arcview中 Avenue 物件導向式程式
語言撰寫完成的，有關輔助系統分析步驟
如下：
步驟一：利用圖層套繪模組功能選擇區段

劃分時所要了解之地區相關圖層

(如圖一)。

圖一 設定載入圖層
步驟二：在輔助系統區段劃分模組中，設

定所採用之區段劃分考量因素，
選取較重要的影響因素，做為研
究系統所考量的因素(如圖二)。

圖二 設定考量因素
步驟三：在設定所考量之影響因素後，需

將向量式空間資料轉為網格式資
料，利用系統之網格處理模組設
定網格化之網格大小，本系統之
網格大小預設值為 0.2 公尺(如圖
三)。

圖三 設定網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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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考量各因素對地價影響的重要性
因不同時間及空間範圍會有所不
同，且各因素間對地價影響程度
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使用者在輔
助系統中可設定各影響因素的權
重值(如圖四)。

圖四 設定因素權重值
步驟五：使用者在區段劃分模組中設定所

考量的影響因素及其相關權重值
後，輔助系統則會計算出落於各
街廓內之網格總指標平均值，並
將運算結果加入向量式街廓資料
圖層之屬性表中，使用者可利用
劃分成果顯示功能表，選擇所要
劃分區段之指標值間距 (如圖
五)，以進行輔助系統之地價區段
劃分。

圖五  區段劃分指標值間距設定畫面

對試驗區進行上述步驟之操作後，將
測試結果之街廓總指標平均值較高的部分
以較深的顏色表示，而街廓總指標平均值

較低者以較淺的顏色表示 (如圖六所示)。
從圖中可看出鄰近繁榮街道及一般街道的
各街廓總指標平均值較非路線價區段之總
指標平均值高，此分析結果符合目前鄰近
道路周圍之土地價格較高之現況。

圖六  試驗區各街廓總指標平均值

在求得各街廓之網格總指標平均值
後，再利用輔助系統區段劃分模組，選擇
劃分區段時指標值的間距，以進行地價區
段的劃分，研究中對各指標值間距進行測
試後發現：當指標值間距設定為 40 時，輔
助系統所劃分的地價區段(如圖七)，與目前
試驗區以人工方式進行區段劃分的結果最
為接近。

圖七 系統所劃分之地價區段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空間資料，輔以地理資訊

系統之空間分析功能，以進行地價區段之
劃分，從對試驗區的操作過程中與目前人
工地價區段成果圖的呈現，可看出以地理
資訊系統利用網格式資料進行地價區段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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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評估，其優點如下：
(一)劃分結果較具客觀性與公正性

人工作業與主觀意識的判斷介入地價
區段劃分作業過程中，結果不易客觀。將
影響地價區段劃分因素中可予以量化的部
分，藉由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整合分析，透
過所建構的輔助系統，讓部分地價查估作
業能電腦化，讓地價區段劃分之過程更為
公開公正。
(二)提升地價劃分作業之行政效率

在現行地價區段劃分的制度下，地價
查估人員所需蒐集之相關圖表相當的多且
雜，而且所需考量的影響因素也很繁多，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儲存大量地價資料及快
速運算的功能，可縮短地價區段劃分的作
業時間、提昇行政效率、減輕現行估價人
員的工作量。
(三)提供另一劃分地價區段之方法

在地理資訊系統中，利用網格資料結
構進行分析時，由於網格式資料結構簡
單，在進行套疊處理時，電腦只需作簡單
的矩陣運算，以網格式空間資料進行空間
套疊分析劃分地價區段，可提供未來在利
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地價作業中，另一種
劃分地價區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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