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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有土斯有財」一直為國人根深
蒂固之觀念，隨著經濟環境之變遷，
社會大眾對財產價值評估合理性之要
求與日俱增，以往限於作業能力所採
取之區段價估價方式漸不能滿足民眾
需求，而民眾意識的抬頭，亦致依現
制評估之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
備受土地所有權人的質疑，進而提起
行政訴訟。且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
價之訂定，除攸關民眾權益與政府財
政收入影響甚鉅。依現行「地價調查
估計規則」之規定，其評估方式主要
採路線價估價法與區段價估價法。兩
種估價方式中，前者雖較後者重視個
別差異而較具公平性與合理性。惟因
該估價法之「計算原則」計算原則過
於繁瑣紊亂，二十餘年來並無太多變
革，實已不敷現今都市發展，而大大
減損查估結果的說服力。 

然公告土地現值多元化使用性
質，彼此又互為衝突，已使得公務人
員望之怯步，近年來地政事務所之地
價承辦員，大量流失，而繁榮街道路
線價之估價方法對新進人員而言，不
僅計算方法繁複，其據以計算之結果
又多無法自圓其說，每每要求廢除繁
榮街道路線價制度。有鑑於此，內政
部遂於九十二年度委託國立政治大學
進行「繁榮街道路線價標準之研究」，
以作為各縣市政府修訂繁榮街道路線
價標準之參考，本次希望藉由新舊制
度之比較研究，研議修訂本縣繁榮街
道路線價之原則。 

貳、路線價制度簡介 

土地之價值依其可及性之高低而
有不同，而所謂路線價即以此為概
念，對面臨特定街道而接近性相等之
土地，設定標準深度，求取在該深度
上幾宗土地之平均單價而附設於其所
臨街之路線上，此單價即為路線價，
以此路線價配合深度指數表，用數學
方法算出臨街同一街道之其他宗地地

價，此種估價方式即稱為路線價估價
法。 

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之規定，地
價區段分為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一
般路線價區段與一般地價區段。繁榮
街道路線價區段係指具有顯著商業活
動而地價較高之繁榮地區；一般路線
價區段係指繁榮街道以外已開闢道
路，而地價顯著較高之區段；繁榮街
道路線價區段與一般路線價區段以外
地區則為一般地價區段。 

參、現行制度之缺失 

目前本縣就地價區段數而言，計
有 7129 個地價區段，其中繁榮路線價
區段計 398 個，約佔總區段數百分之
五，就土地筆數而言，僅約八千筆左
右，運用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地
價計算原則，實際筆數可說越來越
少，究其原因歸納如下： 

一、就法令層面： 

繁榮街道之認定標準，歷年之法
條修訂中，由最初都市計畫商業區及
顯著商業活動地區為其認定標準，初
期取消商業區全區之適用，而後再取
消都市計畫區之限制，擴大適用於非
都市地區，即目前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第十八條規定：「已開闢道路及其二側
或一側帶狀土地，其地價與一般地價
區段之地價有顯著差異者，得就具有
顯著商業活動之繁榮地區，依當地發
展及地價高低情形，劃設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其中以「繁榮」一詞解
釋繁榮街道路線價估價法適用地區，
缺乏客觀明確劃設標準，往往只得依
地價承辦員主觀認定是否劃設繁榮路
線價區段，然未免日後解釋不易，故
近年來均避免新劃設繁榮街道路線價
區段，為此，高雄市政府（1995）曾
研究採評點方式，做為繁榮街道的劃
設標準，然也因執行困難而未見運用。 

二、實務執行面： 



從內政部委託政大「繁榮街道路線價標準之研究」探討 
本縣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地價計算原則之修訂方向 

151 

線行繁榮街道路線價計算原則，
條文內容看似簡單，惟實務作業而
言，計算方式相當繁雜，就現行全縣
不到 50 個地價承辦員確需負擔全縣
約 100 多萬筆土地的大量估價而言，
無疑增加工作負擔，而且計算原則中
未考慮之情形甚多，調整計算的結果
未必合理，致地價承辦員認為不如統
一均以區段價估價法估算來得公平，
且容易對民眾解釋。故目前實務上，
對於繁榮而面臨街道地價較高之宗
地，均以增劃一般路線價區段為原
則，使其區段地價高於路線價區段內
之宗地地價，即可反映地價較高之事
實，無需另訂複雜的計算方法，徒增
困擾，但此一作法，實已忽略路線價
估價法之重視個別條件的優越性。 

三、估價理論面： 

現行以固定十八公尺之裡地線，
將同一宗地劃屬不同地價區段，不僅
不合理且形成地價坡度斷層有違地價
理論；及目前繁榮街道路線價計算原
則中臨街深度指數表之編製，違反土
地最有效利用原則等，致使其實際被
利用程度降低。 

四、民眾接受度層面： 

一般民眾對公告土地現值之查
定，除面臨徵收時外，基於稅負考量，
通常希望政府採取保守方式查估，而
現行繁榮街道路線價計算原則，產生
部份宗地使用效益有限，確高估地價
之不合理情事，一直為民眾所詬病。
監察院更針對此點對內政部提出糾正
案，促內政部儘速研擬改進措施。 

肆、新舊制度之比較分析 

由上節可知，現行繁榮街道路線
價制度之種種缺失，對此，內政部遂
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做「繁榮街道路線
價標準之研究」，希冀能去蕪存菁，研
議更為合理可行之制度，作為各縣市
修訂繁榮街道路線價制度之參考，接
著，我們便就本縣現行繁榮街道路線
價制度與政大研議之新制標準作一比
較分析，希望藉此能為本縣繁榮街道
路線價制度尋找一個新的契機。 

一、路線價標準深度設置： 

【現行制度】依本縣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第二
條之規定，以距離臨街線（包括騎樓
地）18 公尺為裡地線之標準深度；另
依臨街深度指數表所示，均以 18 公尺
為 100%指數基準編制。 

【新制建議】建築基地價值的發
揮，建立在土地可建築利用上，故應
以土地合理利用狀況為依據，設置標
準深度，且不同地區、不同使用類別
之標準深度應有差異，且依土地開發
利用的觀點，宗地最適利用深度，不
致受限於單一深度，而應為一彈性之
區間範圍，故標準深度應擴大為區間
值。 

二、深度指數表編制： 

深度指數表即就臨街深度產生之
單位地價差異予以調整，亦即宗地地
價隨臨街深度長短產生價格變化的比
率。 

【現行制度】 

臨街深度 4 公尺以下 4~8 公尺 8~12 公尺 12~16 公尺 16~18 公尺 

指 數 1.3 1.25 1.20 1.10 1.0 

臨街深度
間距 

4 公尺 4 公尺 4 公尺 4 公尺 2 公尺 

指數差距 － 5% 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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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建議】 

深度 調整率 深度 調整率 深度 調整率 深度 調整率 
1 0.80 14 0.95 27 1.00 40 0.94 
2 0.80 15 1.00 28 1.00 41 0.94 
3 0.80 16 1.00 29 1.00 42 0.94 
4 0.80 17 1.00 30 1.00 43 0.92 
5 0.80 18 1.00 31 0.98 44 0.92 
6 0.80 19 1.00 32 0.98 45 0.92 
7 0.80 20 1.00 33 0.98 46 0.92 
8 0.80 21 1.00 34 0.98 47 0.90 
9 0.80 22 1.00 35 0.96 48 0.90 
10 0.80 23 1.00 36 0.96 49 0.90 
11 0.90 24 1.00 37 0.96 50 0.90 
12 0.90 25 1.00 38 0.96   
13 0.95 26 1.00 39 0.94   

 

三、路角地加成計價： 

路角地一般係指位於交叉路口面
臨兩面街道之土地，由於其較單面臨
街宗地所能利用之臨街寬度大、採光
通風佳，因此理論上其利用價值較
高，而有提高評價額之必要。基於接
近性高致使宗地較具優勢，而提高路 

角地地價給予加成。 
【現行制度】於 18 公尺範圍內，

以 4.5 公尺為一級距均分為 4 級，依
都市階層不同，分別賦予不同加成成
數，如因陸橋或地下道出入口等因素
而影響利用價值時，酌以減成補正規
定。 

 
級距 

 
地區 

級距一 
4.5 公尺內 

級距二 
4.5~9 公尺 

級距三 
9 ~13.5 公尺 

級距四 
13.5 ~18 公尺 

縣轄市 3 成 2 成 1 成  

鄉鎮地區 2 成 1 成 - 

  
【新制建議】以第一宗宗地為認

定標準，並先以旁街路線價按旁街深
度調整率計算旁街地價後，再以單一
加成方式計算旁街加成，加成數應隨
土地利用型態不同而有所差異。因陸 

橋或地下道出入口等因素而影響
利用價值時，酌以減成補正規定。符
合路線價深度指數調整最適利用原
則，具合理性應予保留。 

旁街加成問卷結果 

 

 

縣(市)別 舊發展商業區 新發展商業區 住宅區 工業區 

台北縣政府 1-2 1-3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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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多)面臨街地加成計價： 

【現行制度】將宗地直接以中間
線劃分前後兩部分，各按其深度計算
臨街單價後合計求得，不另加計背街
影響。 

【新制建議】由於土地利用係以
整體利用為基礎，背(旁)街的助效
益，對於土地利用影響，在概念上宜

及於整宗宗地，難以實體劃分影響範
圍與程度。故應以整宗宗地為基礎，
先以正面路線價計算單位評價額，再
以此為基本額逐一累加其他各街之影
響，以求得該宗地評價額。且背街對
於宗地的影響性應低於旁街影響性，
而其加成數應低於旁街加成數。 

 

背街加成數   

 
 
 

五、不整形地計價方式： 

路線價估價法係以標準宗地為基
礎，進行路線價格之設定，而標準宗
地基本上係屬方整之矩形土地。然土
地由於自然的因素，或因分割、合併、
道路的新設、廢止等原因，可能形成
非矩形的不整形地。不整形宗地因形
狀不利於建築使用，以致不能充分發
揮土地效用，在估價時多予以減價修
正，而運用路線價法估價時，以路線

價評價時亦需對此形狀之差異進行價
格調整。地價層次應呈現梯形地高於
平行四邊形地、平行四邊形地高於三
角形地的次序關係；而不規則宗地則
需視邊界曲折程度而定，基本上應高
於逆三角形地。 

【現行制度】依據不整形地的形
狀細分為平行四邊形、梯形、三角形
與不規則宗地，分別採用不同方式訂
定計價方式。 

梯形 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 
   

 
 

不規則 

1.0 
無修正 

1.0 
無修正 

≧0.8 
減 2 成為限 

1.0 
無修正 

0.6~0.78 
依據袋地修正 

斟酌估計 

 
 

【新制建議】以不整形宗地之最大
寬、深繪製輔助線，並依臨街深度調整
率計算該假想整形地單價後，再依原有
面積除以假想整形地面積之比值進行不
整形修正。當宗地寬度未達最小寬度
時，再施以寬度狹小調整加以補正。亦
即：宗地單價=路線價*深度調整率*不整
形調整率*寬度狹小調整率。惟如得以劃

設輔助線將其劃分為數個臨街矩形者，
則就分別部分比照單面臨街地計價，而
後依面積加權求得該宗地之單價。 

 
 
 
 
 

舊發展商業區 新發展商業區 住宅區 工業區 

0.07-0.2 0.07-0.2 0-0.2 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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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形地劃設輔助線示意圖 

 

不整形地調整率 

原面積佔假想整
形面積之比例 

修正率 

90%以上 0.99 

80%以上 0.97 

70%以上 0.94 

60%以上 0.90 

50%以上 0.85 

未達 50% 0.80 

寬度狹小調整率 

 

 

 
 
 

六、袋地計價方式 

所謂「袋地」，依據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之計算原則所示，係指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內未直接面臨面前道路之土
地，袋地由於未直接面臨面前道路，受

到街道繁榮程度影響、對外交通可及性
也相對較差，故其價值低於直接臨路之
標準宗地價值，故應予修正。 

【現行制度】採依袋地起訖深度分
級設置指數方式 

 

最小寬度 修正率 

舊發展商業區:5 公尺 0.95 

住一/二:16 公尺 0.97 

住三/四:6 公尺 0.97 

深度起 
 

深度 
指數 

深度訖 

4 公尺以下 

    

4 公尺以下 78 4-8 公尺以下    
4-8 公尺 77 75 8-12 公尺以下   
8-12 公尺 75 74 72 12-16 公尺以下  
12-16 公尺 73 71 69 66 16-18 公尺 
16-18 公尺 70 68 66 63 60 

10000 

A D F B C 

17 

13 

17 

13 

13 

16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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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建議】袋地深度應同時考
量宗地距離臨街線之位置與宗地本身

縱深、亦即宗地深度起訖點差距兩項
因素。 

 

 

伍、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目前本縣現行繁榮街道
路線價區段宗地計算原則，係因循前省
府訂頒之原則，以現今都市發展角度觀
之，其所計算之結果並不符合實際狀
況，因而衍生許多地價陳情異議案件
時，地價承辦員常常無法自圓其說，就
新制而言，雖較舊制合理簡便，惟就公
告現值的多元角色而言，其訂定應具有
穩定性特質，不宜因計算原則變動，而
造成公告土地現值的驟漲或驟降，且新
制之計算原則雖已較現行制度簡便，然
若全以人工方式辦理，仍屬相當繁重之
業務，故建議以漸進式方向改進，而就

新舊制度之比較結果，其影響計算結果
最鉅者，除廢除裡地線之規定外，應屬
現行十八公尺內之深度指數表之制定與
應用，而裡地線的廢除與否部分，牽涉
層面過大，動輒得咎，不宜妄動，似宜
分階段進行，從深度指數表的編制著
手，故建議以加大級距、縮減深度指數
方式處理，又目前深度指數之編製，因
十八公尺內之買賣實例收集不易，即使
有買賣實例亦屬特殊交易行情，無法以
其價格作為實證分析結果，據以編製深
度指數表，故目前僅得以現行制度為基
準，茲列舉二個方案，並請地所據以試
算其結果。 

 

經地所擇一區段試算結果如下圖：（以下僅擇一鄉鎮表示） 

 

 

宗地起深度 
 
宗地訖深度差 

第一級距 
10 公尺以下 

   

第一級距 
10 公尺以下 76 

第二級距 
10-15 公尺 

  

第二級距 
10-15 公尺 79 71 

第三級距 
15-30 公尺 

 

第三級距 
15-30 公尺 81 74 64 

第四級距 
30-50 公尺 

第四級距 
30-50 公尺 87 78 68 54 

臨街深度 4 公尺以下 4~8 公尺 8~12 公尺 12~14 公尺 14~16 公尺 16~18 公尺 

現行制度指數 1.3 1.25 1.20 1.10 1.10 1.0 

方案一 1.15 1.15 1.15 1.0 1.0 1.0 
方案二 1.2 1.2 1.1 1.1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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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方案二於各級距最大

降幅僅 10％，且調幅較為一致，故短期
而言，建議參考方案二之深度指數表，
對於現行臨街深度指數大於 1 者，各區
間每年向下修正 10％，以 0.8（新制建
議）為目標，作為本縣修正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宗地計算原則依據，就長期而
言，請各地所全面檢討既存之繁榮街道
路線價區段有無存在之必要，並配合內
政部推動新制之腳步，全面修訂計算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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