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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年前大型交易頻繁，兩宗超大型交易案推升第四季商用不動產總交易金達654億
元。

中央銀行再次調降基準利率至
1.625%，連帶使得本季壽險業不
動產投資門檻兩度下調至2.485%
。

兩大投資案總金額合計421億
元，推升第四季交易金額達到654
億元，全年度達984億元。

富邦人壽以270億元購入新光
三越A8館，創下今年度最大交易
案，並打破台灣商用不動產單一成
交金額紀錄。

自用型買盤為今年市場主力，
扣除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及新光
三越A8館兩大罕見交易案，自用
型需求占整體交易79.7%

建商購地保守，購地金額連續
兩年呈現幾近腰斬的局面，今年度
合計僅有285.7億元。

海外不動產仍是近期壽險業布
局的重心，第四季新光人壽及富邦
人壽分別購入倫敦及布魯塞爾商
辦，合計今年度壽險海外投資金額
達571億元。

“市場進入盤整期，投
資人著眼中長期的持有，
拉高投資報酬率要求。”                        
Er in Ting,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

諮詢部

Savills World Research 

Taiwan

圖: 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 台北市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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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年重要經濟指標

指標 說明

2015預測經濟成長率 0.85% 2014經濟成長率: 3.74%

2015預測人均GDP 美金22,228
2014人均GDP: 
美金22,518

美金對台幣匯率 (2015年12月) 新台幣33.01 2014年平均30.37

出口年成長率 (2015年1~12月) -10.6% 2014出口年成長2.7%

失業率 (2015年12月) 3.87% 2014: 3.89%

來台旅客人次 (2015年1-12月)
10,439,785
(年成長: 5.3%)

2014年旅客來台人次:
9,910,204

央行基準利率 1.625% 本季維持不變

放款條件
放款利率*: 1.9%~2.3%
放款成數*: 60–65%

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備註：不動產放款利率、放款成數可能因投資人信用條件不同而異

圖 2

2012年 –2015年建商購地金額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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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總覽
台灣出口表現依舊未見起色，全年

度出口衰退幅度高達10.6%，主

計處公布全年度經濟成長率僅有

0.85%，為自金融海嘯以來最差

表現。由於景氣前景不明，股市及

房地產表現不佳，個人及企業投資

保守，徧好將資金存放於銀行定

存，根據金管會統計，全體國銀行

總存放款之差距從今年以來不斷擴

大，市場閒置資金增多，截至9月

底，已擴大至8.5兆元。中央銀行

為刺激資金使用效率，今年9月首

度宣布降息半碼，11月底再度降

息，將基準利率由1.75%調降至

1.625%。基準利率降低也連帶影

響壽險業不動產最投資門檻，最低

投報率由2.875%下調至2.485%

，有助於提升壽險業國內投資可能

性，另一方面，銀行利率降低也有

助於投資人的資金籌措。

外資來台投資方面，據統計2015

年外資來台投資共計為美金48億

元，年減率達16.9%，投資金融

銳減主因為來台投資產業已逐漸由

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再加上國內

融資成本低，大筆資金匯入的情況

減少，造成外資來台投資金額可能

被低估；另外，陸資來台投資則

僅有美金2.4億元，年減率為27%

。民間消費方面，為提升民眾消費

意願，行政院於10月底祭出短期

消費提振措施，針對購置省水、節

能產品或國內旅遊編列總金額高達

40億元的補助措施，希望藉此刺

激國人消費意願，估計將為GDP增

加154億元，讓GDP增加0.1個百

分點。 

2015年第四季重大不動
產交易案
趕在房地合一上路前，不少投資人

為適用舊制而提前完成過戶，使得

第四季商用不動產交易金額大增。

根據統計，本季大型商用不動產

交易件數合計為18件，總金額為

654億元，年增率高達181%，創

下歷年單季最高成交金額，也扭轉

前三季市場交易不振，三季合計僅

有330億的局面，推升全年交易金

額至984億元，追平2014年市場

表現。但進一步觀察，若扣除罕見

的兩件超大型交易案，包括總價高

達270億元的新光三越A8、151

億元的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以及

將近合計92.8億元的關係人交易

案例，全年度交易金額僅剩470億

元，整體而言，市場交易動能仍然

相當有限。

交易金額高達270億元的新光三

越A8為今年度最大交易案，打破

台灣商用不動產單一成交金額紀

錄。本案前次公開標售底價為280

億元，在歷經一次流標後，最後

於12月由富邦人壽以私下議價方

式取得。目前標的由新光三越百

貨承租，尚有12年的租約，每年

至少可為富邦人壽帶進6.9億元的

租金，投報率約2.555%，符合壽

險業投資國內不動產的最低報酬

率門檻。

圖 1

2009年 –2015年商用不動產成交
金額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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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超大型交易案為位於松壽路

的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在歷

經新舞台被台北市政府認定為文

化景觀而影響重建可行性，今年

中與台北市政府達成協議，允諾

未來興建時將於原址重建相同規

模展演空間，撤除文化景觀認定

後再行重啟標售，最後由英屬維

京群島商子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及大陸工程子公司-碩河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投標，以151.2億

元取得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的

95%產權，未來將打造為辦公室

及國際觀光旅館複合式開發案，

並保留部分地面層作為中國信託

銀行分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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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今年投資人購買目的，投資

需求占50%，略微高於自用需求

的45.5%，但若扣除上述2個超大

型交易案，投資性買盤僅有68億

元，占整體交易量的12%，自用

型需求則為占79.7%，顯示自用

買盤依據為購買主力，投資買盤

明顯萎縮。自用型需求主要來自

於科技業，第四季英業達以60.6

億元購買宏達電子位於桃園的廠

房，建物總面積高達3.6萬坪，

計畫將散落的營運據點集中；另

外，位於內湖科學園區舊宗段的

友勁科技大樓，公開標售底價

19.88億元，由訊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20.2888億元得標，溢價

率2%，拆算樓上層單價為每坪50

萬元，買方將用於整合新北市各

處事業辦公室之用。

住宅房市交易積弱不振，建商推

案放緩，營建署統計今年度住宅

類建築執照申請則只有10.38萬

件，比去年減少14.5%，六都之

中除了桃園縣依舊增加46%，其

他五都平均減幅高達23%，建商

推案保守也反應了對於未來2至3

年的住宅市場看法。隨著推案減

少，大宗土地市場面臨嚴峻的挑

戰，雖然在壽險業購地達179億元

的協助下，使得全年度土地交易

達到916億元，僅比去年少幅減少

0.6%，但建商購地金額自2013

年起已連續兩年呈現幾近腰斬的

局面，2015年建商購地金額僅有

285.7億元，年減率高達43%，

不少建商購地動能維持低檔，偏好

以合建方式進行推案，減少資金投

入比例。不少建商持續擴大多角化

經營項目，包括旅館、商場、產後

護理之家，甚至海外銷售住宅，以

獲取穩定的現金流。

隨著中央銀行調降基準利率，壽

險業不動產投資門檻在11月底由

2.875%下修至2.555%，也使得

富邦人壽得在符合相關規定下購入

新光三越A8。然而目前台北市投

資型標的投報率普遍仍不到2.5%

，僅有廠辦產品有機會符合最低投

報率規定，預期短期之內，由壽險

業帶動的投資動能回溫有限。而

海外不動產仍是近期壽險業持續布

局的重心，第四季新光人壽及富

邦人壽分別購入倫敦及比利時布魯

塞爾的商辦，總價分別為67億元

及80億元，這是新光人壽首度購

置的海外商辦大樓，平均投報率約

4%，也是繼國泰人壽及富邦人壽

後，第三個成功在海外購置辦公大

樓的壽險公司。富邦人壽本次投資

的布魯塞爾El l ipse Bu i ld ing，是首

次將投資布局拓展至歐元區的壽險

業者，其累計投資金額達到新台幣

418億元。

區位及投資類型偏好
今年度最主要的產品類型為零售商

場以及辦公室，大型零售不動產交

易總金額為300.6億元，占整體交

易的31%，將近9成是由新光三越

A8館交易所貢獻。辦公室總交易

圖 3

2015年全年商用不動產交易產品
分析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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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年第四季重大商用不動產交易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交易案 區位
交易金額
(新台幣億元)

建物面積
(坪)

預估單位價格
(新台幣元/坪)

買方

2015年10月

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95%
產權

台北市信義區 151.22 18,284 82.7萬元
英屬維京群島商子樂開

發及碩河開發

2015年11月

元大金控大樓部分樓層 台北市松山區 43.98 2,998 146萬元 元大商業銀行

新光三越A8館 台北市信義區 270.33 20,910 129萬元 富邦人壽

2015年12月

友勁科技大樓 台北市內湖區 20.29 4,624 樓上層50萬元 訊舟科技

宏達電桃園廠房 桃園市桃園區 60.6 36,140 16.8萬元 英業達

金額為261億元，占27%，其中

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即占151億

元，另外兩筆較大型的交易，大

直的台北時代廣場部分樓層(27.7

億元)及元大金控大樓部分樓層

(43.98億元)則屬於關係人交易，

若扣除這三筆交易，辦公室交易金

額僅剩38.3億元。

自用需求為主的廠辦及廠房交易，

今年則分別占22%及18%。廠辦

交易金額為212億元，其中內湖科

學園區的廠辦即占121億元，吸引

欲購置辦公室的科技業及傳產業者

的主因包括距離市區近、交通便



2016年2月

savills.com.tw/research  04  

研究報告 | 台灣不動產投資市場

Cynthia Chu

Managing Director
+886 2 8789 5828 
cchu@savills.com.tw

Simon Smith

Senior Director, Asia Pacifi c
+852 2842 4573
ssmith@savills.com.hk

Savills Taiwan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600 offi 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 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Savills Research 

Erin Ting

Manager, Taiwan
+886 2 8789 5828
eting@savills.com.tw

展望

不動產市場進入盤整期，由於短期內價格成長
機會有限，投資型買方轉向中長期持有，導致
對於投資報酬率的要求提高，平均而言，台北
市投資型標的投報率需大於2.5%，台中市則至
少4%，才能吸引投資人進場評估。

利、建築物普遍較為新穎以及價格

僅要市區辦公室的5成。

投資人類型分析
壽險業罕見的成為今年的商用不動

產投資主力，總投資金額為307.9

億元，主要是在符合金管會規定下

購買的投資型不動產。外資則因中

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以及統一國際

大樓17樓的兩宗交易案，推升投

資占比至16%，成為今年度第二

大投資主力。觀察近年外資動作，

圖 4

2015年全年度商用不動產交易投資人分析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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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於台灣市場的了解，逐漸從

收益型轉進布局開發型不動產，例

如新加坡私募基金首峰資金(AIP)

購買台北車站土地以及子樂開發購

買的中國信託信義總部大樓，都是

屬於開發型投資案 。

科技業的廠辦與廠房需求則保持穩

定，連續2年在市場的購買比重皆

超過2成，區域則集中在北台灣的

工業區或科學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