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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今年台灣商用不動產投資動能減少6成，商用不動產市場經歷8年來買氣最低迷的
一年。

受惠於消費、投資及進出口
優於預期，全年度GDP成長率為
1.06%，優於去年的0.75%，預估
2017年將可達到1.87%

第四季大型商用不動產交易金
額僅有117億元，年減率84.5%，
累計全年度總交易金額為658.9億
元，交易金額年減38.6%。

2016年壽險業與科技業連蟬
商用市場的兩大支柱，投資占比
分別為36%與30%，包括台灣人
壽、富邦人壽、南山人壽以及中
華郵政壽險皆進場購置投資型不
動產。

由於海外投資停擺，不少壽險
業者轉進購買素地進行開發，並
利用集團資源共同合作以達到加
值效果。

科技業自用需求穩定，今年度
購置自用廠辦、廠房共計194億
元，若再加上購置工業地自行興建
廠房，整體金額合計達327億元，
比去年大增46%。

在科技業以及壽險業購買土地
的挹注下，全年大型土地交易為
921億元，僅比去年同期小幅減少
3.6%。

“下半年賣方信心已出現
明顯鬆動，買方議價能力
將大增，預期在價格有感
修正帶動下，明年度觀望已
久的買方將重新進場。”                        
Er in Ting,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

諮詢部

Savills World Research 

Taiwan

圖: 新竹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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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年重要經濟指標

指標 說明

2016預測經濟成長率 1.06% 2015經濟成長率: 0.75%

2016預測人均GDP 美金22,495
2015人均GDP: 
美金22,317

美金對台幣匯率 (2016年12月) 新台幣32.01 2015年平均31.90

出口年成長率 (2016年1~12月) -1.7% 2015出口年成長-10.6%

失業率 (2016年11月) 3.87% 2015: 3.45%

來台旅客人次 (2016年1-12月)
10,690,279
(年成長: 2.40%)

2015年旅客來台人次:
10,439,785

央行基準利率 1.375% 2015年12月: 1.625%

放款條件
放款利率*: 1.7%~2.1%
放款成數*: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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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土地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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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消費、投資及進出口優於

預期，主計處公布第四季經濟成

長率2.58%，全年度GDP成長率為

1.06%，優於去年的0.75%。雖

然全球仍籠罩著不確定風險，包括

英國脫歐談判，川普政府上台所推

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緊張的地緣政

治，2017年多家國際預測機依然

預估全球經濟緩步復甦，將有助於

台灣出口表現；另外，台灣政府積

極推動「新南向政策」，開發東協

市場，拓展雙邊貿易，將有助於降

低對於中國市場的依賴，改善紅色

供應鏈崛起的威脅，主計處預估

2017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將可達到

1.87%。

外資來台投資方面，雖然2016年

投資件數下滑10%，但全年度投資

金額達到110億美元，年成長率達

30%，主要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3%)、機械設備製造業(29%)、

金融及保險業(11%)為主；陸資來

台投資方面，由於新政府上台，兩

岸關係趨於緊繃，來台投資意願降

低以及審核嚴格，全年度合計僅有

2.4億美元，僅較去年增加1.5%。

2016年第四季重大不動
產交易案
受到不動產市場氛圍疲弱、投資買

方縮手以及企業保守支出影響，商

用不動產市場正面臨嚴峻挑戰，再

加上去年底的做帳行情以及過戶

潮並未在今年重演，第四季大型商

用不動產交易金額僅有117億元，

年減率84.5%，季減率25.3%，

累計全年度交易件數為49件，總

交易金額為658.9億元，相較於去

年全年度1,073億元的成交量，交

易量年減38.6%。若再加計壽險

業海外置產，去年度購置英國與歐

洲商用不動產高達571億元，今年

度海外投資則停擺，整體台灣商用

不動產投資動能減少6成，商用不

動產市場經歷了8年來買氣最低迷

的一年。

第四季的商用不動產交易以廠房及

廠房為主，合計占整體交易的91%

，自用以及投資比重各半，且皆鎖

定工業用不動產。自用交易案中，

光電大廠凌巨以38.4億元向中華

映管購買桃園八德廠房，廠區土

地面積達2.7萬坪，建物約8,900

坪，目前由凌巨承租，是今年度最

大型的工業廠房、辦交易案。

數家壽險業以及專業投資機構於

本季有進場布局動作，南山人壽

以18.89億元購入內湖陽明海運

大樓，拆算樓上層單價每坪47萬

元，預估租金投報率可達到2.6%

以上；而中華郵政壽險也一改過去

作風，本季出手購買三筆收租型不

動產，包括南軟一期廠辦、內科長

虹旗艦大樓3樓以及汐止U-TOWN 

1,400坪廠辦，合計總投資金額達

14.1億元。明芳國際投資以10.8

億元購入內湖舊宗段遠見科技大

樓，換算樓上層每坪單價約42萬

圖 1

2009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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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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上述投資型買方的動作可

觀察到，雙北市區的廠辦由於單

價與租金投報率較辦公室或店面

優，再加上屋齡普遍較新，再加上

園區發展完整、租賃市場成熟等優

勢，成為收益型不動產中較受歡迎

的類型。

2016全年度而言，壽險業與科技

業連蟬商用市場的兩大支柱，投

資占比分別為36%與30%。壽險

業為因應市場變化，近年來投資策

略出現變化，從偏好都會區收租

型產品轉向購買素地進行開發，

並利用集團資源共同合作以達到加

值效果。今年度壽險業購買的14

筆交易案之中，收租型不動產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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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件，土地開發則有8件；土地方

面，國泰人壽以31.2億元投資桃

園及新竹高鐵站區土地，南山人壽

以及全球人壽分別投入9.7億元與

41.4億元購買台中西屯土地與希

望廣場地上權開發案，不少壽險業

者手中也有大型開發案正在進行

中，包括富邦人壽A25案、中國人

壽台北學苑地上權案、中信壽與

台灣人壽共同投資的台肥C3地上

權，都是市場指標大案。

科技業自用需求穩定，今年度投資

總額達194億元，除了大聯大購置

南港預售辦公大樓，剩餘買賣標的

皆為自用廠辦與廠房；另外，不少

科技業者考量標的適合性，傾向購

買土地量身打造建物，帶動工業地

買氣，根據統計，今年科技業購地

達157億元，比去年大增4倍，若

合計土地及建物兩者，科技業全年

度投資金額351億元，比去年大增

43%，顯示即便科技業面臨產業

急劇變動，在台灣的產線需求仍然

維持穩定正成長。

土地市場方面，全年度大型土地交

易為921億元，僅比去年同期小幅

減少1.2%，相較於全台建物買賣

移轉棟數大減2成，土地交易市場

表現尚屬穩定。其中，壽險業轉進

開發型投資、科技業購地建廠，都

是維持土地市場動能的主要關鍵。

受到住宅銷售遲滯影響，多數建

商偏向保守，全年度建商購地總額

345億元；反觀興富發集團積極採

行降價出清餘屋策略收效良好，一

方面降低持有稅賦成本，提高資金

流動性，一方面持續獵地，轉入低

總價的中南部自住市場，不僅今年

年度購地金額達到133億元，將近

占建商購地金額4成，並持續四年

位居建商購地冠、亞軍地位。

區位及投資類型偏好
工業不動產為今年度市場交易主

力，無論是自用或者投資型買方都

偏好工業地產，廠房及廠辦分別占

14%(89億元)及32%(214億元)；

由於第一季成交的漢來新世界中心

屬於複合式使用(165億元)，無法

拆算各類型不動產交易金額，因此

將零售店面及飯店兩者合併計算，

占比達38%(253億元)，若排除該

筆交易，剩下的交易金額由零售商

場與飯店各占半數，其中，飯店交

易包括華華大飯店、楊梅東森山莊

飯店以及大安區友泰飯店，而零售

商場交易稀少，高單價店面交易

有台北市民權西路NET服飾店面以

及台灣亨得利購買忠孝東路五段

的忠孝101店面，每坪單價皆超過

400萬元。

投資人類型分析
今年度壽險業共計購置6件大型商

用不動產，台灣人壽、富邦人壽、

南山人壽以及中華郵政壽險都於今

年度購置投資型不動產，使得壽險

業的市場占比達到36%，第二大

圖 3

2016年全年商用不動產交易產品
分析

註:漢來新世界中心包含商場及飯店，未進一步拆算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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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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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

遠見科技總部 台北市內湖區 10.8 3,414 2樓以上: 42萬元 明芳國際投資

南軟一期9樓 台北市南港區 5.85 1,341 43.6萬元 中華郵政壽險

汐止U-Town 新北市汐止區 7.03 2,655.44 樓上層: 34.83萬元 台灣國際航電

淩巨桃園八德廠房 桃園市八德區 38.4
建物: 8,899
土地: 27,724

土地:13.3萬元 凌巨

2016年12月

內湖陽明海運大樓 台北市內湖區 18.9 5,422 2樓以上:47萬元 南山人壽

買方則為科技業，占比達30%，

主要購置雙北地區、桃園以及新

竹，其中新竹科學園區受惠於園區

內廠辦僅需購置建物，土地採政府

承租模式，可有效降低成本，且

科技產業群聚完整，因此受到廠商

歡迎，今年度竹科廠辦交易即有5

件，平均建物單價介於5萬元至7

萬元之間。個人以及其他類別投

資人的比重則占22%，投資人包

括旅館業、媒體業、生技業、餐

飲與食品加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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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年前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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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方 類型 用途

高雄漢來新世界 高雄市前金區 165.0 台灣人壽 百貨及旅館 投資

南軟預售辦公大樓 台北市南港區 65.5 大聯大 辦公室 自用

東京企業總部 台北市內湖區 40.8 富邦人壽 廠辦 投資

內湖TVBS大樓 台北市內湖區 40.0 聯利媒體 廠辦 投資

中華映管桃園市廠房 桃園市八德區 38.4 凌巨 廠房 自用

圖 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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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壽險業國內壽險業, 36%

金融業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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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投資機構國內投資機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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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其它(含個人含個人), 22%

展望

在經歷一整年的交易動能萎縮後，買方議價能

力將大增，今年下半年賣方信心已出現明顯鬆

動，市場已可發現低於過往行情的交易案例，

可能引發一連串的連鎖效應；另外，由於地價

稅以及房屋稅等持有成本的實質增加或預期心

態，無論是自用或投資型買方在評估價格時，

都會期望將持有成本轉嫁賣方，在售價中折

抵，也是造成價格下修的潛在因素，預期在這

波價格有感修正帶動下，將有觀望已久的買方

重新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