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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to analysis the consistence in each county.
Moreover, we will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land market price and assessment ratio
to assess OLV. Finally, we present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公告土地現值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價
格，由於其背負有課徵土地增值稅的主要
依據以及徵收補償參考標準二個背道而馳
的目的，造成公告土地現值說高又嫌低的
特異性格，其評估結果也因而遭到諸多質
疑。
市場價值（market value）是評估者亟
欲追求的目標，但事實上他只是虛無的概
念，難以捉摸與衡量，假設市場是有效率
的，那麼應可藉由成交價格衡量市場價
值。在此前提假設下，本文藉由評估比值
(assessment ratio) 作為比較分析的工具，分
析縣市間與縣市內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交
易價格的關係，以評估比值接近數值一的
程度，判斷其效率性，並以變異數分析檢
定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最後以 Clapp 模型
檢定評估比值的一致性。

Keywords: Official Land Values, assessment
ratio
三、緣由與目的研究報告內容
評估比值（assessment ratio）被廣泛用
來檢測課稅價格的適宜性，藉由課稅價格
與市場交易價格的趨近與否判定其評價的
效率性，有些文獻更以其檢定課稅之公平
性。近來迭有學者主張以市場交易價格的
某一比例作為課稅地價，事實上即為評估
比值的政策運用。
課稅地價在平均地權制度下的角色，
其不僅具有稅基的功能，更負執行土地政
策的重責。然而無論何種目的，漲價計徵
基礎的公告土地現值，均應尊重土地交易
市場而產生。事實上，公告土地現值制度
實施迄今貶多於褒，其倍受責難的原因，
主要即為公告土地現值偏離市場價格的幅
度過大。林全（1989）認為技術落差加上
認知落差，造成公告土地現值的不被信
任。蔡吉源（2000）則出政府無法掌握每
筆土地的市場價格。然而，在普遍質疑聲
中，各縣市課稅價格之落差情形究竟如
何？縣市間評估效率是否有差異？而各縣
市間或縣市內是否存在評價無效率？引發
本文研究的動機。
另就公平性觀點，雖然基於交易成本

關鍵詞：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比值
二、英文摘要
The Official Land Value (OLV) is
the basis for levying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and compensating for
Land Acquisition, which function
proceed in opposite direction, in Taiwan.
Obviously, the assessed results of OLV
are always criticized. Assume real estate
market is efficient and market price can
present market value. This paper, based
upon literature review, will argue those
efficiency
problems
existed
in
inter-urban and intra-urban.
In this research, we adopt assessmen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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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課稅目的等特殊考量，可能使評估效率
欠佳；但就財產權保障觀之，各地方之課
稅評估至少應具有一致性，才能符合公平
原則。Edelstein(1979)就曾提出對所有個別
不動產評價，未能公平或給予公平對待基
本上是不合法的。換言之，公告土地現值
雖然在效率面上有所缺失，但每宗土地的
評估比值至少應具有一致性。如具不一致
性而存在著不公平，其究竟是累進性不公
平抑或是累退性不公平，亦值得進一步探
究。
本研究目的首在發掘公告土地現值評
價存在的效率性與公平性問題；其次尋找
衡量效率性與公平性的分析方法；進而運
用前述方法於縣市間與縣市內效率性與公
平性之衡量。

其中μ為評估比值之母體平均數， x
為樣本平均數， ŝ 為樣本標準差，n 為樣本
數。在相同的顯著水準下，若評估比值愈
靠近一則效率性愈高。
為便於觀測各縣市間與各分析項目評
估比值的差異，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各因子水準平均數間差異的顯著
性。
立基於課稅目的，本研究亦以評估比
值分析評估價格之「公平性」，當不同價
值土地之評估比率相等，表示該評價結果
具公平性，反之，則可能出現累進性或累
退性不公平。藉由先驗研究的發現，Clapp
模型因有排除誤差的設計而優於 Paglin
and Fogarty 等七種模型。是以，本研究將
直接以 Clapp 所提之檢定模型為基礎，檢
測縣市間與縣市內評估比值是否具一致性
的公平性課題。本研究之模型為：
ln SP = β0+β1ln AV +ε1

四、結果與討論
美國 IAAO 組織以評估水準(level)與
一致性(uniformity) 分析大量估價的準確
性(1990)，前者為所有不動產評估價格與真
實市場價值的比值；後者則意涵所有個別
不動產的評價是否公平或給予公平的對
待。基此，本研究將以評估比值作為主要
的分析對象。
本研究基於課稅目的，係以評估比值
分析評估價格之「效率性」。當評估價值
與交易價格（市價）之比率愈接近數值一，
則估價愈有效率；反之，當比率愈偏離數
值一，表示效率性越差。換言之，本文之
評估比值分析，係在市場交易價格合理可
信的假設前提下進行。
由於無法直接求取母體之評估比值，
因此對效率性之判定，必須根據統計推論
方法來進行。除求取樣本評估比值之敘述
統計量外，並估計母體評估比值之信賴區
間。由於母體變異數未知，故利用 t 統計量
進行推論。以隨機區間估計母數所在範圍

x  t  1 / 2 ;n 1

ln AV =α0+α1Z+ε2
其中 SP 為實際成交價格，AV 係與 SP
相對應之公告土地現值，ε為誤差項，Z
為建立兩變數相互影響聯立方程式的工具
變數。該聯立方程式的虛無假設 H0：β1=
1，若接受虛無假設，表示評價結果合乎公
平性；若β1 顯著異於一，則存在著垂直不
公平。當顯著異於一且β1< 1，表示公告土
地現值的評價呈累退性不公平；同理，若
不接受該虛無假設且β1>1，則為累進性不
公平。基於稅課的社會正義原則，向高所
得者課以較高之稅賦用以補貼低所得者，
為一般納稅義務人較能接受，而累退性不
公平則可能間接降低低所得者資源利用的
意願，因此雖然評價的結果存在垂直不公
平，但累進性不公平相對累退性不公平較
能被接受。
本研究以中華民國主要都市地區房地
產交易價格簡訊九十年的成交資料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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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刪除異常點後，計有 4933 成交案例。
配合查錄公告土地現值，進行公告土地現
值效率性與公平性之檢測。實證研究的成
果如下：
（一）縣市間之效率性分析

距擴大，而出現台中市土地單價高，但評
估比值卻很低的現象。若將台中市由省轄
市中剔除，則省轄市之平均評估比值落於
直轄市與縣市之間，且與縣市層級較為接
近，亦可間接說明前述都市層級評估比值
不合理的成因。
（二）縣市內之效率性分析

首先，由都市分佈的區域觀察，北部
區域的平均評估比值最高，為 0.8027，南
部區域次之，中部區域與東部區域約在五
成左右。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的結
果，可發現四個區域間在 0.05 水準上的平
均差異很顯著，但經由多重比較分析進一
步得知，中部區域與東部區域的差異並不
明顯。其次，各都市層級之間也存在著顯
著差異。直轄市、省轄市與縣市等三個都
市層級的平均評估比值分別為 0.7846、

本研究依循前述的分析模式，探究縣
市內之效率性。除新竹市與嘉義市係單一
市區而無法檢定外，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各縣市內各鄉鎮市區之評估比值平
均數之差異，結果顯示在 0.05 水準上的平
均差異均很顯著，亦即評估比值接近一的
程度，於各鄉鎮市區間亦有明顯的差異。
由於各縣市內同樣普遍存在評估效率不一
的情形，以下以最高評估比值之台北市與
台灣本島最低評估比值之台中市為代表，
分析縣市內之效率性。
台北市各市區評估比值的平均值皆在
八成以上，中正區、中山區、萬華區、內
湖區與文山區更在九成以上，評估的效率
性相當高，各區特質新舊夾陳難以歸類說
明，不過內湖區與文山區興辦市地重劃較
為積極，可能是促成評估比值較高的原
因。台北市的變異數分析結果也相當顯
著，表示各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經由多
重比較分析得知，造成顯著差異的原因主
要係內湖區評估比值的異質變異所引起。
由 95％的信賴區間觀察，內湖區的評估比
值介於 0.9288 和 0.9922 之間，顯然高出其
他區很多。至於表五則可看出台中市各市
區評估比值的平均值為 0.4478，95％的信
賴區間介於 0.4419 和 0.4536 之間。除中區
以外，全數在五成以下，南區、西屯區與
南屯區甚且皆近四成。台中市的變異數分
析結果也是相當顯著的，也就是各區在
0.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經由多重
比較分析得知，台中市各區評估比值的異
質性相當高，並非由任一區的差異所造
成，與台北市的情形有所不同。

0.5953、0.6571，其中省轄市的平均評估比
值為最低，似乎與常理不合，故以下將進
一步觀察各縣市的評估比值。
各縣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交易價格
之平均評估比值為 0.6526，在 95％的信賴
水準下，其信賴區間在 0.6478 至 0.6575 之
間。若進一步觀察各縣市間之評估比值可
發現，各縣市間公告土地現值的評估效率
不一，台北市的評估比值 0.8718 最高，台
北縣次之，評估比值在七成以上的縣市有
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至於
宜蘭縣、台中市、澎湖縣、花蓮縣和金門
縣等五個縣市，則不及五成，其中台中市
的低評估比值令人質疑。由附表一深入觀
察可看出，台中市之土地單價是五個省轄
市中最高者，而當期移轉現值又無特殊
性，但呈現之評估比值卻是最低的。依據
本研究訪談發現，台中市政府相當自豪其
地價評估人員能將反映實際交易價格的地
價呈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因而評估比
值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公告土地現值在評議
過程受到政策面或政治面的扭曲。尤其近
年來經濟不景氣，導致縣市政府普遍不敢
調高原已低估的公告土地現值，甚或調低
原已低估的公告土地現值，以致二者的差
3

（三）時間變動分析
公告土地現值的評估是否隨著時間的
遞移而有所改善，蘇文賢（2000）指出台
南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平均估價比率僅
約 46.74％至 48.52％，本研究此次調查之
評估比值為 71.66％；陳奉瑤（2000）以台
南市安南區為實證地區，所得之評估比值
在 39.23％至 46.79％之間，本研究此次調
查之評估比值為 65.97％；黃淑惠（1998）
研究得桃園市、南投市、花蓮市，求出公
告地價與市價的比率分別為 18％、11％、
10％，若以內政部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現
值百分比修正，得桃園市、南投市、花蓮
市之評估比值，分別為 65.01％、56.09％、
51.15％，本研究此次調查之評估比值為
56.35％、67.33％、51.09％。綜合前述尚難
掌握公告土地現值的評估是否有逐年接近
市場價格的現象，評估比值是否具有時間
上的差異，因而本文將 2001 年的評估比值
與 1999 年至 2000 年的評估比值相互比
較，發現評估比值的平均數由 0.5822 提高
為 0.6174，但經變異數分析的檢定，二者
在 0.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不顯著，表示統
計上並不具有明顯差異。換言之，就本研
究蒐集的有限資料，尚無法驗證公告土地
現值的評估越來越有效率。

錯置，其中尤以澎湖縣和雲林縣的情形較
為嚴重。
（五）縣市內之公平性分析
在 95％的信賴水準下，同一縣市內各
鄉鎮市區的評估比值也未必具有一致性，
台 北 市 各 區 的 參 數 估 計 值 由 0.8871 至
1.3588 不等，只有士林區的參數估計值接
近一，相對上評估結果較具效率性；大同
區與松山區屬於累退性不公平，其他皆屬
於累進性不公平，以中山區偏離一的情形
最為嚴重，亦即中山區公告土地現值相對
被高估的情況最嚴重。反觀同為大台北都
會區的台北縣，評估比值不具一致性的情
形更加擴大，甚且永和市、中和市以及蘆
洲市的解釋力很低，意味著公告土地現值
與市場交易價格之間的關係薄弱。相對其
他縣市，台南市一致性檢定的結果雖然也
屬於累退性不公平，但各鄉鎮市區的一致
性較高只有安平區的評價落差較大。至於
同為省轄市的台中市，東區屬舊市區商業
沒落地區，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交易價格
二者的反比關係明顯，突顯出公告土地現
值未能隨同市場交易價格波動的不合理現
象。
五、計畫成果自評
公告土地現值的諸多功能中，以作為
課徵土地增值稅及土地徵收補償依據最為
重要，土地徵收條例修正後，雖然明文規
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但依第三十條第
二項的精神，已說明公告土地現值偏離一
般正常交易價格的事實，而且得以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補償。是以，公告土地現值現
階段最重要的任務，即作為核計土地增值
稅的基礎。為有效達到漲價歸公及充實稅
收的目的，尊重市場反映交易價格勢在必
行。然而，由實證結果可發現，目前全台
灣地區的評估比值約六成五，已否定公告
土地現值只有市價四成的一般觀念，但要

（四）縣市間之公平性分析
在 95％的信賴水準下，各縣市評估比
值一致性的檢定結果，參數估計值 ß1 皆不
等於一，存在著垂直不公平。其中，台北
市、新竹市、台北縣、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的參數
估計值大於一，表示該等縣市評估比值的
結果雖存在不公平，但屬於累進性不公
平，就課稅的立場而言，納稅義務人普遍
較能接受。至於其他 24 個縣市中的 15 個
縣市，不僅存在著不公平，且屬於累退性
不公平，亦即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交易價
格呈現反比的關係，較易引起資源使用的
4

價之關連性分析--共積檢定，「國立臺中技
術學院學報」，第 2 期，第 259 頁至第 278
頁。

達到完全效率，還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再者，在稅率相同的情況下，土地所有權
人必須忍受各縣市或鄉鎮市區不平衡的地
價對待，是相當不公平的。因此，在政策
執行上，除提高公告土地現值接近市場交
易價格外，給予納稅義務人於稅基上的公
平對待，亦不容輕忽。
部分學者主張以市場交易價格的某一
比例作為課稅地價，基於本研究成果，以
及各縣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價格本應具
有一定的比例關係，該方案似乎顯得可
行。但本研究花費在資料蒐集、整理與試
誤的時間相當長，且本研究對地價評估人
員發出 300 份問卷，回收份數只有 49 份，
回收比例太低，以致無法進一步完成政策
運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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