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緒 論 
 

壹、不動產之定義 

相關法律規定對不動產之定義整理如下： 
 

不動產相關定義一覽表 
 
條 文 規 定 

民法第 66 條 
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不動產之出產

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土地法第 1 條 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 
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 93 號 
輕便軌道除係臨時敷設者外，凡繼續附著於土地

而達其一定經濟上之目的者，應認為不動產。 

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 4 條第

1、2、3 款 

不動產︰指土地、土地定著物或房屋及其可移轉

之權利；房屋指成屋、預售屋及其可移轉之權

利。 
成屋︰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

造完成之建築物。 
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

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 
不動產估價師法

第 14 條第 1 項 
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土地、建築

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之估價業務。 

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第 4 條第 1 項

第 1 款 

不動產：指土地、建築改良物、道路、橋樑、隧

道、軌道、碼頭、停車場與其他具經濟價值之土

地定著物及所依附之設施，但以該設施與土地及

其定著物分離即無法單獨創造價值，土地及其定

著物之價值亦因而減損者為限。 

建築法第 4 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

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

或雜項工作物。 

  



 

就不動產估價範疇而言，不動產定義係限縮在不動產估價師法所

規定之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然考生可多

加參考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更詳細的規定。 

其中，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14 條規定：「權利估價，包括地

上權、典權、永佃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耕作權、抵押權、

租賃權、市地重劃、容積移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估價。」考

生應特別注意的是權利估價種類有哪些？ 
 

貳、不動產之特性 

不動產本身與市場上一般財貨有明顯差異，可概略分為自然特

性、人文特性及地區特性等三項特性，如下分述之。 

一、 不動產自然特性 

不動產市場由於買賣雙方人數少、個別異質性大、資訊較不流通

等原因，因而常被歸屬於不完全競爭市場。 

位置固定性（不可移動性）：不動產因位置固定使其效用受

到嚴格限制，例如同一社區大樓中，面公園景觀之戶別其位

置與不具景觀戶別相較，對使用者而言效用較高。 

永續性（使用及價值永續性）：相較於一般財貨，土地永遠

存在，無折舊因素考量。 

不增性（數量有限性）：除填海造陸（如彰化濱海工業區）

外，土地自然供給為固定。 

個別性（異質性）：世上無兩筆土地或建物一模一樣，其形

成之價格也受個別因素影響。 

其他：如供給力、滋養力及積載力等。 

二、不動產人文特性 

用途多樣性：因應市場上需求，不動產可供作為住宅、辦公

室及百貨公司等不同使用。 



 
 

 

分割合併可能性：因需要一筆土地可分割成多筆，或因需整

體開發多筆土地而可合併成一筆。 

社會及經濟位置可變性：繁榮舊市區可能因新闢聯絡道路而

沒落，商圈則可能因消費習慣或交通建設改變而產生位移。 

三、 不動產地區特性 

不動產地區特性指不動產與所座落地區之間形成相互依賴、補

充及協力關係： 

依賴關係：如台中七期重劃區多興建豪宅而形成群聚效應下

之豪宅區。 

補充關係：指某地區內之不動產，與該地區有相輔相成之關

係。如台北信義計畫區內有百貨公司、旅館及電影院等商業

設施相互補充之關係。 

協力關係：指該地區與該地區內之不動產相互作用，例如地

區繁榮與否與不動產價格之協力關係。 

四、 不動產市場特性 

不動產市場由於買賣雙方人數少，個別異質性大，資訊較不流

通等原因，因而常被歸屬於不完全競爭市場： 

買賣雙方人數少：和其他一般財貨之消費人口相比，不動產

買賣雙方相對人數較少。 

產品異質性：不動產各自獨占不同之區位，例如同一棟大

樓，有景觀戶價格高於無景觀戶價格。 

資訊不透明：不動產市場因欠缺一集中市場而成為不完全競

爭市場，尤其價格是資訊不透明最大因素。政府為促進不動

產交易資訊透明化，降低目前不動產資訊不對稱情形，避免

不當哄抬房價，在保障民眾隱私權前提下，內政部積極推動

實價申報登錄之立法。立法院於 2011 年 12 月 13 日三讀通

過「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地政士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以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地



 

政三法），要求不動產買方、土地代書和仲介業者必須在所

有權登記移轉 30 天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違者將處以罰鍰，務令房地產交易價格透

明化，避免相關人為操弄；此等法案於 2012 年 8 月 1 日正

式實施，其修法意旨在於，房地產交易價格透明不僅更能維

護交易安全，對市場正常化也將有莫大助益。 

政府管制較多：例如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俗稱奢侈

稅）、土地建築融資限制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 

交易金額大：相對於股票買賣以萬元計，不動產則以百萬至

千萬元計，進入市場門檻高。 

供給彈性小：因大樓建物興建時間一般約 2~3 年，市場供需

調節較慢。 

常有假性投機需求：假性投機需求常造成價格高漲形成市場

泡沫化。 

五、 不動產價格特性 

以交換（買賣）或收益（租賃）價格表示。 

以擁有不動產權利利益所表徵之價格。 

價格需基於長期考慮下所形成。 

不具備有完全競爭、效率之交易市場。 

 

參、不動產估價之定義 

一、 定義 

所謂不動產估價，係指依據不動產價值之各種資料，判定對象

不動產之經濟價值。以下整理針對不動產估價之重要定義： 

林英彥教授：在社會上一連串之價格秩序中，指出估價對

象不動產之價格或租金額之行為。 

中國大陸「房地產估價規劃」對不動產估價定義為：「專業



 
 

 

估價人員根據估價目的，遵循估價原則，按照估價程序，選

用適宜的估計方法，並在綜合分析影響房地產價格因素的基

礎上，對房地產在估價時點的合理客觀價值進行估價和判斷

的活動。」 

二、 價格要素 

效用：指某種財貨具備滿足吾人慾望的能力，亦代表消費者

內心滿足程度。不動產能供居住、生產、投資等使用，停車

場能滿足停車之需求，均具形成價值之條件。 

價值：指某種財貨在吾人心中具備之效用。在市場上，價值

一般被認知為未來可獲得利益的期望，然而價值會隨著時間

與需求變動，故不動產估價即反映不動產在特定時點下，所

形成特定效用之價值。 

價格：係以貨幣或其他財貨所表現的交換價值。價格亦是指

財貨透過市場上供需雙方所決定之貨幣水準。即價值貨幣

化。 

成本：係指四大生產要素（土地、勞力、資本、企業經

營）所對應的報酬（地租、工資、利息、正常利潤）。常

被運用於與生產財產所需支付之代價上，而非與市場之交換

活動有關。 

從上述可推知不動產價格要素有四：效用、供給相對稀少

性、有效需求及購買力。 
  



 

 

不動產價格要素實質內容表 
 

要 素 內 容 

效 用 
指財貨與勞務能對消費者產生滿足慾望之感受

力，或係指消費財貨產生心理上的滿足程度或重

視程度。 

有效需求 

該項需求對於消費者能為有效之需求。人們對於

需求是有「邊際效用」，邊際效用大，稱為「有

效需求」；但邊際效用遞減，遞減至 0 時，縱使

該物品仍有效用，但對於人們而言已無該項需

求，即沒有「有效需求」。所以就水而言，有時

是沒有有效需求的。 

供給相對稀少性 
財貨或勞務之供給對於需求之數量，有所差距。

例如豪宅 v.s 平價住宅。 

購買力 消費者具備購買之能力。例如豪宅 v.s 平價住宅。 
  

三、 價值、價格及成本與估價三大方法關係 

不動產估價三大方法分別為「收益法」、「比較法」及「成

本法」，其成立基礎與價值、價格及成本之運用關係如下。 
 

價值、價格及成本與三大估價方法對照表 
 

估價方法 對應基礎 說 明 
收益法：收益法得採直接資

本化法、折現現金流量分析

法等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

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技術

規則§28）。 

價值 

收益法成立基礎係將不動產

未來使用收益折算為現值，

故不動產價值高低攸關其收

益價格。因此收益法屬於

「價值」之運用。 
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

為基礎，經比較、分析及調

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價格 
比較法重視比較標的市場價

格之調整，即由市場供需所

創造之客觀正常價格以作為



 
 

 

估價方法 對應基礎 說 明 
之方法（技術規則§18）。 價格推估之基礎，屬於「價

格」之運用。 
成本法，指求取勘估標的於

價格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

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

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

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依前項

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

格（技術規則§48 I、II）。

成本 
成本法係以建物之重建成本

或重置成本為估價基礎，故

屬「成本」之運用。 

 

肆、不動產價格種類 

不動產估價，應切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其估計價格種類包括

正常價格、限定價格、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估計租金種類包括

正常租金及限定租金。不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類；其以特

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並同時估計其正常價格（技

術規則§6 I）。 

一、 依技術規則分類 

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

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

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

表示者（技術規則§2①）。其應具備條件如下： 

1. 該產品需具有市場性：所謂具市場性係指該不動產在市場

上會成為買賣、租賃等標的，且在市場上可以找到相同或

類似交易案例之不動產。 

2. 要在合理自由市場下所形成之價格。 

3. 該價格是能表示市場價值之適當價格。 

4. 需於正常情況下形成的價格。 

  



 

5. 產品已於公開市場上陳列一定時間：公開市場係指買賣雙

方沒有特殊的動機或特殊的關係，且雙方擁有充分的資

訊、有充分時間，在不受任何壓力下，經仔細考量後形成

交易的市場。 

6. 價格形成需無特殊附帶條件或負擔者。 

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ㄧ

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技術規則§2②）： 

1. 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例如某土地之地上權與該土地之所有權即將合併，而評

估合併前之地上權或所有權之價格）。 

2. 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例如畸零地合併）。 

3. 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

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技術規則§2③）（注意應

敘明其估價條件，並同時估計其正常價格）。特定價格多

隱含尚未實現之情況，但基於法令、財務、市場、規劃等可

行性之開發營運條件下可能形成之價格。筆者曾經受委託人

要求評估一筆土地位於相鄰特定範圍內，在可以爭取都市更

新容積獎勵 30%估價條件下所形成之特定價格，並同時估價

其正常價格。 
此處必須特別注意，正常價格與特定價格之區別，例如勘估

標的為住宅區土地，未來將申請變更為商業區土地之情況

下，其變更時點前後需評估價格種類不同而可分為正常價格

與特定價格。 

題目一：以目前土地出售，出售價格評估種類屬何者？答案是

正常價格（原因是評估標的現況為住宅區土地）。 

題目二：若以將來可變更為商業區土地之條件下形成的買賣價

格，其評估種類屬何者？答案是特定價格（原因是需

評估之價格尚未發生，而此特定價格來源係因特定條

件下形成的估值）。 



 
 

 

 
 

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

貨幣金額表示者（技術規則§2④）。例如總統府、自由廣場

或公益設施等，此種價格因無買賣收益實例，故多以成本價

認定。 

正常租金：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租賃雙

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

場行銷及正常租賃條件形成之合理租賃價值，並以貨幣

金額表示者（技術規則§2⑤）。 

限定租金：指基於續訂租約或不動產合併為目的形成之租

賃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技術規則§2⑥）。 

二、 依估價方法分類 

比較價格：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比較、分

析及調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

得之價格為比較價格（技術規則§18）。 

收益價格：收益法得採直接資本化法、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

等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技術規則

§28）。 

成本價格：成本法，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之重建成本

或重置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

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

（技術規則§48 I、II）。 

土地開發分析價格：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用

途、使用強度進行開發與改良所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估算



 

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

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

析價格（技術規則§70）。 
 

伍、不動產估價之目的（重要性） 

不動產估價目的大致分為公經濟及私經濟目的兩種，由此可見不

動產估價之重要性： 

一、 公經濟目的 

實施平均地權規定地價、土地徵收、協議價購、都市更新、市

地重劃、農地重劃、地用計劃預算編列、國民住宅出售出租、

工業用地出售出租、課稅、國有財產（標售、讓售、委託經

營、出租）、法院（拍賣、判定租金糾紛、容積移轉代金估

價）。 

二、 私經濟目的 

買賣、抵押、合建、保險、資產重估、破產管理、上市上櫃公

司資產評估、保險公司依保險法規定購買資產、不動產證券

化、資產管理公司（AMC）、移民資產證明、權利商譽價值估

價、土地開發利用、合建價值分配、聯合開發、使用分區變更

前後估價。 

三、 不動產估價師主要業務範圍 

根據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列舉之業務範圍如下： 

金融機構不動產抵押擔保物之估價。 

公開發行公司不動產買賣交易之估價。 

法院民事執行處拍賣不動產之估價。 

法院民事糾紛有關土地分割、合併等之估價。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前後不動產價值之估價。 

聯合開發有關政府、地主、投資者之權益價值估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