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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不動產估價行為的研究，於 Diaz 1990 年發表兩篇文章後，開始受到重

視。Black et al（2003）指出不動產研究與許多學科相關，而這些相關學科

關心的都是人類行為（human behavior）。將不動產相關研究置於這樣的思

考架構下，自然產生了所謂的不動產的行為研究。Hardin（1999）提出不

動產估價師推估不動產價格的過程，為人類以有限能力試圖解決問題的過

程，這也就是行為觀點被應用在不動產估價研究的原因。本章回顧比較案

例選取行為與定錨行為之相關文獻，探討對估值決定可能造成之影響，期

望藉由文獻回顧確立欲研究之課題。 

第一節 比較案例選取行為 

張能政（2004）指出在不動產估價師從事不動產估價的過程中，比較

案例的挑選是最關鍵的一環，因使用估價報告書者大部份會從比較案例的

證據上產生對價格的信心。然不動產估價師在選擇案例的過程中是否依照

一定的規範程序進行？亦或依其本身的估價經驗及對價格的熟悉程度，而

產生不同的案例收集與運用？關於案例收集的內容在美國估價協會出版的

「不動產估價」第十一版第十八章有討論到案例資料的組成及案例分析的

程序，但在實務操作上，什麼地方可以找到案例及如何去使用這些資料，

實際的操作過程並未揭露。 

Diaz（1990b）探討有關不動產估價師選擇比較案例的行為及過程。針

對不動產估價師在不同的經驗及環境下所產生的挑選案例的行為模式差異

進行研究。研究以有經驗的估價師與尚在學習中的學生估價師做比較。研

究發現：有經驗的估價師反而會比學生估價師查閱較少的比較案例資料，

表示兩者在比較案例的選擇行為上有很明顯的不同。有經驗的估價師採取

多階段的決策策略（multistage strategy），在面對較多可選擇的案例時，採

取非補償策略（也就是按準則挑選比較案例）；當可選擇的案例數量變少

時，估價師開始採取補償性策略，也就是會先以特定的標準篩選比較案例，

剔除不合標準的比較案例後，再就剩下的幾個案例中作整體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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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z 以實驗方式進行研究，將估價師分為專家組與學生組。專家估價

師平均年資為 20.33 年，而學生估價師大多缺乏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學

生估價師傾向看很多案例（71％將案例全部看完），並看完獲得案例後才作

判斷。而專家估價師則相對地檢視較少的比較案例（只有 46％看完全部的

案例）。 

就選擇行為的特性上，學生估價師通常在下判斷前會檢視所有的可比

較案例，而專家則是先檢視一、兩個所謂「最佳」案例，然後利用其進行

案例篩選，直到滿足所需的案例數量，許多專家甚至沒有檢視全部的比較

案例。雖然專家選取比較案例的行為基本上是有效率的，然而當專家在選

取所謂的「最佳案例」時，必須小心他們所選的案例很可能不是最適當的，

而此種錯誤將導致而後的篩選過程有嚴重缺失，忽略最重要的資訊，產生

經驗法則的偏誤。圖 2-1-1 為專家估價師挑選比較案例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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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專家估價師挑選比較案例流程圖 

資料來源：Diaz（1990b） 
 

除Diaz（1990b）針對國外估價師比較案例選取行為作探討外，Wolverton

（1996）和 Gallimore and Wolverton（1997）亦以實驗方式進行研究。

Wolverton（1996）以 24 個專業估價師為實驗對象，研究發現勘估標的成交

價格會影響估價師選取比較案例，進而產生誤差。然 Gallimore and 

Wolverton（1997）以美國和英國的估價師為對象，進行估價實驗，卻有不

同見解。在估價作業前，所有樣本均被告知勘估標的成交價格。實驗結果

顯示：英國估價師在決定價格時較不重視案例的選擇，美國估價師則相對

較重視案例的選擇，不過兩者估價結果同樣都受到先前被告知的價格影

響。顯示於估價過程受外在因素影響時，估價師對於比較案例重視程度並

不一致。 

如前所述，國外學者針對估價師選取案例行為進行研究。然而國外與

我國估價環境並不相同，國外估價師的估價行為未必和國內相同。因此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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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2005）針對國內專業估價人員與學生估價人員進行實驗研究，探討

其如何選取比較案例。樣本為專業估價人員與學生估價人員各二十四名，

在選取比較案例的實驗結果方面，對電梯大樓的比較案例，有 50%的專業估

價人員會檢查所有的比較案例，而學生估價人員則有 42%。在透天別墅比較

案例選取上，75%的專業估價人員會檢查所有的比較案例，而學生估價人員

只有 38%。 

對於案例檢視程度，張小燕（2005）之研究結果似乎與 Diaz（1990b）

有所不同。然進一步探究受試者背景，Diaz（1990b）的專家估價人員為擁

有五年以上估價經驗且擁有相關證照者；學生估價人員為僅有一年以下的

估價經驗且最近剛完成估價相關訓練課程的估價人員。而張小燕（2005）

之專業估價人員則是具有不動產估價實務經驗；學生估價人員為受過估價

課程訓練並無經驗者。雖兩者皆以估價資歷作為研究變數，然基礎不同，

故無法進行比較。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觀察估價師和地價人員之比較案例選取行為，視

其是否存有差異外，亦擬分析年資和案例檢視程度之關係，探討年資深的

估價人員查閱比較案例情形，藉此驗證先前研究成果。 

就選取案例模式而言，文獻指出有經驗的估價人員會採取多階段的決

策策略，亦即隨著可選擇之比較案例數量多寡，選擇按照規範或者按特定

案例進行選取。調查也顯示，估價經驗資深者在挑選案例上會有最佳案例

的思維。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地價人員和估價師選取行為進行觀察，探究篩

選案例時是否有特定的決策策略，以及估價經歷豐富者如何選取比較案例。 

當有外在因素（其他參考點）存在時，是否會對案例選取行為產生影

響，文獻上有不同見解。故本文欲觀察地價人員和估價師接收到外在資訊

時，對於比較案例選擇之重視程度，分析是否會影響其案例收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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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定錨行為 

1974 年 Tversky and Kahneman 及相關研究發展出定錨與調整特性的

重要。在不動產估價領域中，經驗法則的定錨模式最先開始研究的是

Northcraft and Neale（1987）。文中以大學生與不動產經紀人為實驗對象，

要求受試者對住宅進行估價，結果顯示兩種樣本均存在定錨情形（被表價

所影響）。但因為此研究的實驗對象並非經過正統估價訓練的不動產估價

師，而是對估價理論及精神較不熟悉的經紀人，因此讓後續研究在挑選實

驗對象時，有更嚴謹、更符合實驗目的之考量。 

所謂定錨意指當某人評估某些事件的數值時，其起始點的設定。因為

問題陳述所提及的現象不同而產生差異，會影響決策者對於數值的判斷或

估計。當一個人受到起始值影響時，易產生先入為主的偏見，而導致無法

進行充分的調整。又產生定錨行為的原因有許多，本文依文獻內容將其分

類為心中有價、環境熟悉度與定錨，以及參考前期估價結果，玆分述如下。 

一、心中有價 

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認為估價師對信賴自己建立的心中價所

估出的結果，會比考量環境所建立的價更能信任。Diaz(1990a，1990b)的研

究指出，資深估價師與新進估價師比較，資深估價師存有偏見（bias），而

且資深估價師進行估價時，並不會遵循估價規範；Gallimore and 

Wolverton(1997)也有相同的見解。 

Diaz(1990a)認為專業估價師選取案例的方式，不像學生估價師會瀏覽

全部比較案例後再選取適當案例，而會直接選取適合者，過濾後發現案例

不足時再一次次的選取，直至足夠為止；Diaz(1990b)指出有經驗的決策者

在面對資訊完全時進行決策，並不會檢驗所有必須檢驗的資料去做最好的

決定。分析該等文獻，似乎有專業估價師心中有價之暗示。 

Diaz and Wolverton (1998)以實驗對照的研究方式，選定美國喬治亞州

亞特蘭大地區的 32 位專業估價師為樣本進行實驗。實驗開始由實驗組先對

勘估標的進行第一次估價，估價的結果先行紀錄。隨後要求提供比較案例

及勘估標的之變動資料，請實驗組再重新進行第二次估價。然後另外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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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組進行第一次估價，再將兩次估價結果進行統計檢定。實驗結果證明實

驗組受到第一次估價結果的影響。亦即驗證先前之估價結果將使估價師心

中有價。 

於價格決定方面，Gallimore(1994,1996)認為在賦予比較案例權重時，

資深估價師為接近預先設立的數值，傾向給予非適合但最近成交之比較案

例，更高的權重；Wolverton (1996), Gallimore and Wolverton(1997)之跨國研

究指出，由於資訊透明度的不同，英國估價師相較於美國估價師，比較容

易受到不良交易價格影響； Black(1997)則指出，即使是擁有豐富對象不動

產資訊以及相關市場資訊的對等議價者，仍然有心中有價的行為。此等研

究結果顯示，估定的價格可能是心中有價下的產物。 

陳奉瑤（2003）指出我國公告現值的評定就是一種序列式的評價方式，

每次的估價過程都不是一次獨立的客觀過程，因而常有地價人員「心中有

價」，對造成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場交易價格之落差影響甚大的言論。心中有

價可能來自於地價人員對於地區的熟悉度、倚賴過去估價的習慣、依循前

一年的價格、地政士、不動產經紀人提供的資訊等，但卻忽視了市場的變

化所產生的不確定。 

二、環境熟悉度與定錨 

Diaz（1990a）試著瞭解不動產估價師對勘估標的地區熟悉度對於估價

行為是否有所影響。他首先說明專業估價師與新進估價師行為上可能的差

異。新進估價師的估價行為會被估價程序等既存事實所引導。當估價經驗

不斷的累積而成為專業估價師時，會有一套潛意識行為模式（production 

rule）指示著估價行為的進行。也就是說專業估價師可能會因為經驗的關

係，無意識地決定下個步驟，因此而偏離規範的估價程序。 

然而，當專業估價師面臨到一個獨特的問題時，他可能又會捨棄潛意

識行為模式而轉為有意識的估價行為（如依循著規範估價程序），但是這個

轉變通常並不是非常順利的。所以當估價師從熟悉區轉變成不熟悉區估

價，面臨獨特問題時，估價師會提醒自己思考規範的估價程序，但因行為

模式轉變不順，所以縱令其在不熟悉地區估價，估價師之行為仍可能脫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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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規範。研究透過對十二個專業估價師的實驗，觀察他們在熟悉與不熟

悉地區的估價行為。結果證實了估價師無論在熟悉或不熟悉地區，均不依

循著規範性的估價程序進行估價。 

而有關定錨的相關研究，Diaz 於 1997 年以環境熟悉度對估價師的影響

進行研究，以過去其他專業人員所評定的價格做為一參考點，探討此參考

點是否會影響到評價結果。實驗對象為專業估價師與學徒，針對一工業用

地進行估價。實驗結果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估價師在熟悉環境中從事估價

時，需仰賴其他估價師的意見。 

不過 Diaz and Hansz（1997）以實驗方式進行定錨分析，以提供與不提

供「參考點」的兩組樣本進行實驗研究。所謂的「參考點」係透過專家提

供意見，所有參與實驗者均在兩種情況下，要求評估一個不熟悉地區的不

動產價值。實驗顯示與 Diaz（1997）進行的實驗結果不同，不動產估價師

在不熟悉的地區進行估價，會受到參考點的影響，而產生參考點定錨問題。

顯示出由於市場狀況模糊不清，估價師會仰賴其他專業估價師的意見進行

估價。 

而 Diaz and Wolverton (1998)研究則指出，於熟悉環境中估價，一般估

價師將出現未充分更新以往市場資訊與判斷的現象。換言之，上述研究結

果意味著環境的熟悉度與定錨的相關性。 

就估價業務的熟悉度作為探討的情境，以估價地區作為熟悉與否的變

數，除了 Diaz（1990a）外，張能政（2004）發現在交易不透明的市場環境

下，估價人員會習慣先了解價格的其他參考點，再找尋比較案例加以佐證，

也就是估價程序偏誤中的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環境熟悉程度的

不同，確實會產生此現象。 

三、參考前期估價結果 

Ibbotson and Siegle(1984)指出估價平滑的現象（appraisal smoothing）2，

也就是不動產估價師會透過彼此交換資訊、參考過去價格進行估價以減少

                                                 
2 對於序列式的估價報告（每一定時期便對相同勘估標的評價），其估價結果的差

異性逐漸減少，也就是所謂 smoothing 現象。依據 Geltner（1989a）認為估價平滑

意指不動產組合真實交易價格的標準差與估價結果的標準差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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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歧異，亦即估價結果受到過去估價經驗影響，每一時期的估價將受

到前一期估價結果的影響，而呈現出估價平滑的現象，這是一種代表性偏

誤。 

Cole(1988)亦指出對先前估價結果的依賴、具週期性的估價以及委託人

的要求等，將造成估價平滑的現象；Quan and Quigley(1991)則認為再估價

平滑現象並不是估價方法的瑕疵，而是專業不動產估價師在面對不確定性

大的市場時，對於過去被認可的估價結果信賴程度較高，所做出來的反應。 

Matysiak and Wang (1994) 以及 Webb (1994)均指出「估價結果對於價

格循環有落後的現象」，也就是說景氣循環向上調整時將低估，向下調整時

將高估。其提醒過度依賴上一期價格或經驗，忽略獨立、客觀的可能後果。 

此外，Levy (1997)則認為資淺的估價人員較容易受到先前已評價案例

的影響。Gallimore (1994)認為估價師會信賴近期的資訊；其在 1996 年更指

出估價師可能在估價程序開始前便已存在著價格認知，而後續的估價過程

僅在為該價格認知尋找支持的證據。這種肯證行為，將使定錨行為調整不

足，進而影響估價結果。他利用比較案例的選擇與使用來觀察估價師的肯

證，但最終其研究的結果卻顯示沒有證據證明肯證偏誤的確存在。 

四、小結 

依據上述相關文獻可知，在不動產估價的過程中，似乎隱含定錨的現

象。對於前期價格的參考，研究顯示資淺估價師有較明顯的傾向，而地價

人員似乎亦有過度依賴前期價格的行為，導致產生估價平滑現象。關於環

境熟悉度是否影響估價人員受到參考點影響，進而產生參考點定錨問題，

相關研究有不同的結果。 

是以，本研究欲觀察地價人員和估價師因前期價格產生之定錨行為，

並探究年資、環境熟悉程度和參考前期價格與否之關係。此外，估價人員

產生定錨時，是否因對價格有所認知，而僅選擇價格接近之比較案例做為

佐證，導致扭曲資訊收集的過程，為本研究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