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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評價為會計之基礎工具，隨著台灣會計制度近期將與國際公平價值會計接

軌，評價之基礎亦應由歷史成本變更為公平價值。鑑於評價於北美與歐洲

諸國市場之實質需求殷切，其評價制度與相關配套措施因市場之需求而歷



經多年建置與改良後，已有顯著成就，評價人員亦能夠於市場建立公信

力，公平價值會計因而能夠實施。 台灣迄未就完整評價制度制定專法，

有關評價之主管機關、執業資格、執照考試、從業人員懲戒、以及國有財

產評價等事項之規定散見於 19 項法規當中，根據台灣現行法律規定，於

台灣境內僅依據台灣法律登記註冊之不動產估價師、會計師、建築師得依

法提供評價（估價或鑑價）服務並收取報酬；公正第三人於主管機關認可

後，得執行金融機構金錢債權評價業務；機關或團體於主管機關認可後，

得提供智慧財產鑑價服務。評價業務之管理則依前述五項分類，分由五個

機關個別負責，至未能收事權統一、效率管理之益。 台灣尚未制定評價

準則，評價相關配套措施亦付之闕如，以不動產評價為例，金融市場向以

不動產市場價值為衡量企業價值之重要指標之一，鑒於過去不動產評價制

度實施之過程中，已對證券市場投資人與金融機構授信審核造成諸多困擾

之不良經驗觀之，可見台灣評價人員之市場公信力亟待建立。 究竟現行

台灣評價制度能否配合公平價值會計之實施，使會計資訊於國際財產市場

與資本市場不至產生混淆與誤解為當前之重要課題。本文將藉國際評價制

度發展之理念、實施之實情與經驗，加以系統性地分析、彙整，以作為台

灣建立評價制度之參考與建議之依據。  

摘要

(英) 

Appraisal is a process to render a fair evaluation of a defined value of a property. It 

has to be accomplished by an experienced and objective third party so that the 

appraised price can convey the desired credibility expected by both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or by both the creditor and the debtor. Appraisal is a catalyst to business 

transactions, especially for properties that are short of a regular and open market. 

Appraisal must build on creditable standards and considerations that are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the valuation system. Valua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for a long time.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oundness of the 

system and the advancemen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aiwan, 

professionals who are permitted to serve as appraisers are grouped into five 

categories under current regulations. They are (1) real estate appraisers, (2) certified 

accountants, (3) certified architects, (4) independent parties permitt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financial assets valuation, and (5) institutions permitt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the apprais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These five 

categories of appraisers are subjected to different regulations issued from differe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summing together, are subjected to guidance and restrictions 

scattered in 19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ordinances. All these indicate that Taiwan is 

short of an Appraisal Law based valuation system. Financial markets in Taiwan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reliable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products appraisals are in urgent need to make transactions in the capital market 

transparent. This adds up to the motivation for us to build a cohesive valuation 

system.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wofold. First, the trend of movement from 

historical cost based accounting to fair value based accounting requires a sound 

valuation system. Second, the global integration of capital markets requires that 

valuation systems used in other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their experience and 

considerations,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developing domestic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his thesis shoul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design of a modern 



valuation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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