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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隨著社會進步及經濟快速發展而地

價高漲，土地使用遂有高樓化立體化趨
勢，於是地價觀念亦由平面地價轉為立體
之價值持分，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立體地
價之評估問題，逐漸受到重視，但目前國
內在這方面的觀念尚未健全，估價實務上
更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在徵稅、徵收補償、
或進行公私部門合作開發時，均因未考量
土地立體價值而產生不公平現象，另一方
面在實際房地產交易時卻因樓層不同而有
不同價格，因此產生許多不合理的矛盾現
象，使民眾權益受損。

過去的文獻關於高樓建物的估價，多
偏重於樓層別效用比率的討論，而忽略有
關地價分配率的應用，本研究乃對於樓層
別效用比率與地價分配率的運用方式進行
分析，以加強過去文獻研究的不足；此外
高層樓建築物各層樓出售價格不同，但各
層樓所使用的基地是同一塊宗地，故由各
層樓價格推算出的基地價格應相等，隨著
樓層的改變而不相等的應是基地使用權價
格，本研究將探討有關基地使用權的影響
因素及估價方式，以建構立體地價價格的
形成，而藉由立體地價制度之建立，將可
改進現行面積持分產權制度下，各層樓稅
賦不合理的問題，若能依據基地使用權價
格作為各層樓課徵稅賦之稅基，才能真正
反映出各層樓價格不同的現象，立體空

本研究利用樓層別效用比率及地價
分配率所求算之基地使用權價格，作為立
體地價價格的依據，並嘗試以此價格取代
公告地價做為課稅之稅基，以期導正現行

制度下所造成所有權人之間垂直不公平的
現象，而由案例分析的結果，發現若改以
基地使用權價格當作課稅基礎，可能會增
加所有權人的稅額負擔（但這與現行公告
地價低於實際售價亦有相關），但就公平性
而言，應可改善所有權人之間的不公平問
題。

藉由基地使用權價格的評定，可進一
步建立土地利用率，使立體地價應用方式
更為健全，不過由於目前對於地下室使用
的效用比率調查較少，未來在這方面仍須
加強，且由於樓層別效用比率視地區、使
用用途不同無法一體適用，故需要全面性
建立高樓之樓層別價格調查資料庫，才能
建立完整之立體地價評估制度。

關鍵詞：立體地價、基地使用權價格

二、緣由與目的
現行地價制度，由於尚未導入立體地

價的概念，故於徵稅、徵收補償、或進行
公私部門合作開發時，均面臨許多不合理
之現象。茲將問題分述如下：
（一）課稅方面：

同一棟大樓各樓層之價格並不相
同，但若土地持分相等，則課徵相
等之地價稅，當有移轉時，如買賣
移轉時期相同，則繳納之土地增值
稅亦相等，對售價較低樓層之所有
權人而言並不公平。此外，未來若
以實際交易移轉價格課徵土地增
值稅時，立體地價評估問題愈加重
要。

（二）徵收補償方面：



在現行以面積持分產權之制度
下，遇到徵收補償時，並未考量各
樓層之價值不一，使得原擁有不同
樓層但相同面積之所有權人，發生
雖然分攤基地價值很高，卻也只能
得到與實際分攤基地價較低者同
等待遇，這是相當不合理的現象。

（三）公私部門合作開發方面：
政府於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
發時，僅以公告現值與民眾進行協
商，與市價差異過大，導致民眾不
願參與，而形成聯合開發難以進
行。此外，進行都市更新時，若依
面積持分產權分配，則不同樓層相
同持分者，分配之權利相等，但實
際上不同樓層之價值並不相當，故
容易引起爭議。

由上述問題之陳述，可知立體地價的
觀念亟需加強建立，以因應目前社會實際
需要，並解決前述之不合理現象，而如何
將立體地價之觀念導入現行地價制度，將
是本研究之重心。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 對現行地價制度未考量立體

化的缺失加以探討，並提出
改進之道，使地價概念能由
平面走向立體。

（二） 對國內、外立體地價評估方
式加以研究，並分別探討樓
層別效用比與地價分配率之
應用情況及面臨問題。

（三） 由前述目的之彙整檢討，進
而試擬建構一套立體地價之
評估方法，期以改善前述種
種不合理現象。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是利用樓層別效用比率及地

價分配率所求算之基地使用權價格，作為
評估立體地價價格的依據，並藉由案例分

析試算結果，探討實際應用時的可行性，
以加強立體地價制度落實於實際運用作業
上，就本研究結果可得到下列結論：
一、由國外立體地價應用現況之探討，可

確立立體地價評估之趨勢及重要性，
進而從現行立體地價應用狀況的分
析，發現目前於未考量立體地價的制
度下，已經產生許多問題，如課稅、
徵收補償、公司部門合作開發方面
等，為解決愈來愈多因為土地立體使
用而造成立體地價評估之需求，及早
建立立體地價評估制度是當務之急。

二、藉由本研究結果之立體地價比率的建
立，可改善現行稅賦上各樓層所有權
人之間不公平的現象，以保障民眾之
權益。
由基地使用權價格的評定，進一步換
算成比率，以建立立體地價比率，作
為土地空間利用效用不同的依據，運
用於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等稅賦課
徵作業上，以導正現行制度下所造成
所有權人之間垂直不公平的納稅現
象。

三、立體地價評估制度之應用除可用於課
稅外，尚可運用於徵收補償、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前後權利價值的評估、聯
合開發土地開發後土地分配、以設定
地上權來替代徵收土地之區分地上權
價值估價、容積移轉之估價、發展權
之估價等方面。

四、透過立體地價評估制度之建立，有助
於解決現行不動產估價作業時，有關
建物及土地價格分離的問題，未來若
要以市價做為課稅之依據，更需要應
用立體地價評估模式。

五、立體地價評估制度未來要真正落實，
仍有許多問題要先克服，畢竟一套新
制度的建立，勢必要有相關配套措



施，包括法令面、制度面與技術面的
問題，以立體地價評估需要的樓層別
效用比率而言，由於總體樓層別效用
比率應視地區、使用用途不同加以區
分，不能僅制訂一種標準即一體適
用，所以未來需要建立房地產價格資
料庫，才能建立完整的立體地價評估
制度

總而言之，隨著土地利用型態的改
變，平面地價的概念已不得不朝向立體地
價發展，本研究嘗試以基地使用權價格的
評估作為立體地價的依據，雖然欲落實於
實際作業應用上，仍有許多問題要克服，
但經本研究之試算結果是可行的，所以未
來應積極解決相關問題，使立體地價評估
制度能早日建立，並期望透過立體地價評
估方式的建立，能由平面地價提昇為立體
地價的思考模式，進而促使不動產估價技
術更完備、制度更健全。

本研究結果認為立體地價評估制度
亟需早日建立，但目前有關條件尚未健
全，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建立全面性高樓之樓層別價格調查資

料庫，以作為建構立體地價評估制度
之基礎。

二、有關立體地價評估制度中，所需運用
之樓層別效用比率、地價分配率等相
關資料，建議可透過估價師或估價協
會之私部門協助進行研究調查，可解
決政府部門估價人員人力不足的問
題，而延緩制度建立的時程。
本研究主要是在於提供一套立體地

價評估模式，以供未來建立體地價評估制
度之參考，而礙於時間、人力及資料等方
面之不足，仍有部分需作進一步的改進，
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
一、有關樓層價差的探討，除樓層別效用

比率之外，尚有部分別效用比率應加
以考量，為受限於資料取得不易，本
研究僅針對樓層別效用比率的部分加
以討論，未來應進一步探討部分別效
用比率的相關問題，並納入立體地價
評估模式中。

二、本研究之試算結果主要是以住宅大樓
為研究對象，還應進一步建立不同使
用用途大樓的立體地價評估模式。

三、有關地下室部分的效用比率，由於目
前地下室之使用用途有供作停車場、
住宅、商場等各種不同類型，且調查
資料較缺乏，所以本研究未對於地下
立體利用比率加以試算分析，未來應
進一步加以探討，以確實掌握地上及
地下之立體地價差異。

四、現行制度是採取面積持分產權，於基
地使用權價格的評估方式建立後，可
進一步探討以地價持分產權方式，解
決目前持分面積相等但價值卻不同的
問題。

五、建築容積的多少將影響土地立體利用
的程度，本研究未針對容積此項因素
加以研究，建議後續可針對不同樓層
之建築容積價值與地價關係作一基礎
性之研究，使未來有關權利變換應用
時能計算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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