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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商用不動產市場交易活動急凍, 第一季大型交易金額42.9億元，創下單季交易量
歷史新低。

台灣第一季出口金額年減
12.1%，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表現低
於預期，全年經濟成長率不排除將
進一步下調。

中央銀行三度調降基準利率半
碼至1.5%，並同步宣布解除房市
選擇性信用管制，僅針對高價住宅
貸款成數持續管控。

2016年第一季大型商用不動
產交易件數僅有9件，合計金額為
42.9億元，年減率高達65.7%。

自用型的工業不動產獨撐大
局，廠辦、廠房及土地交易金額為
79億元，占整體交易量的54%

建商推案放緩，第一季住宅類
建築執照核發戶數年減27%，土
地交易金額縮減，單季成交年減
58.7%，僅有103億元。

精華區位土地仍吸引建商購
入，國產署標售松山區265坪土
地，共5組建商搶標，以每坪單價
251.6萬元，溢價率20%標脫。

“出口持續看壞，短期內自用
需求者擴增營運廠房或辦公
空間的評估速度將受影響。”                        
Er in Ting,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

諮詢部

Savills World Research 

Taiwan

圖: 自由廣場, 台北市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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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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2015經濟成長率: 0.75%

2016預測人均GDP 美金21,703
2015人均GDP: 
美金22,317

美金對台幣匯率 (2016年3月) 新台幣32.86 2015年平均31.90

出口年成長率 (2016年1~3月) -12.1% 2015出口年成長-10.6%

失業率 (2016年3月) 3.89% 2015: 3.45%

來台旅客人次 (2016年1-3月)
1,786,085

(年成長: 16.03%)
2015年旅客來台人次:

10,439,785

央行基準利率 1.5% 2015年12月: 1.625%

放款條件
放款利率*: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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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土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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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全球經濟復甦放緩的影響，去

年度台灣出口衰退嚴重，連帶使得

2015年經濟成長率僅有0.75%，

為金融海嘯以來最差表現。外資以

及國人投資信心不佳，2015年外

資來台投資金額年減率為17%，全

年度合計僅達48億美元，平均單

筆投資金額由2011年的200萬美

金減少至2015年的127萬美金，

單筆投資金額明顯縮小；國人投資

信心方面，消費者信心指數由去

年4月的高點反轉向下，由92.39

點下滑至今年3月份的81.34點，

囊括的六大指標中，以「未來半年

投資股票時機」、「未來半年購

買耐久性財貨時機」以及「未來半

年國內經濟景氣」三項指標下降幅

度最多。

展望2016年，環球透視下修全球

GDP成長率至2.6%，顯示國際間

對於景氣走勢看法保守，而台灣第

一季出口金額年減12.1%，直接影

響第一季經濟成長率-0.84%，低

於年初預期的-0.64%，市場預估

主計處將下調全年經濟成長率。

2016年第一季重大不動
產交易案
由於國內外經濟情勢嚴峻，總統

大選後新政府兩岸政策方向未明，

以及房地合一稅上路，買賣雙方

仍在適應期的多重因素影響，商用

不動產市場交易活動急凍。根據第

一太平戴維斯統計，2016年第一

季大型商用不動產交易件數僅有9

件，合計金額為42.9億元，年減

率65.7%，創下單季交易量的歷史

新低，單季交易量甚至比2012年

總統大選時的前次交易低點，總金

額48億元，減少10.6%。

觀察第一季交易案件，除了零售

店面以及旅館分別成交2筆以及1

筆，其餘的6件大型交易案，共

27.53億元的買賣皆屬廠房及廠

辦，買方主要來自於科技業與傳產

業的自用型需求。由於投資型買方

幾近消失，商用不動產市場由自用

型的工業不動產獨撐大局，自用

型的工業廠辦、廠房以及土地三者

交易金額合計為79億元，佔市場

交易量的54%。其中，最大筆的

工業地產交易為台中精密園區一期

產業專用區標售，由大立光以溢價

率112.7%，總價19.31億元取得

優先議約權，未來將朝擴大營業總

部規模以及提供附屬商業設施的規

劃著手。

本季最大筆交易案為楊梅東森山莊

旅館，由東森國際以8.9億元售予

麗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交易

內容包括東森山林渡假酒店(173

間房)、東森山莊別墅區餘屋及相

圖 1

2009年─2016第一季商用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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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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附屬設施。零售店面方面，全銓

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將位於台北市西

門町漢中街的透天店面以3億元售

出，該標的位於西門町商圈最核心

地點，土地面積11.5坪，建物面

積41.33坪，換算第四種商業區土

地每坪高達2,608萬元，每坪容積

單價326萬元，創下台北市土地交

易新高記錄。但因位於主要零售商

圈，都更重建整合不易，投資目的

短期以收租為主，根據報導指出，

該透天店面月租金50萬元，換算

投資報酬率約2%。

另外，本季市場消息揭露，去年

12月，頂新集團下的頂禾開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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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化南路二段上的中華票券大樓

以總價49億元出售予百世多麗投

資開發公司，換算每坪土地單價

1,487萬元；該大樓是頂禾開發

在2011年以溢價率72.7%，總價

46.28億元得標取得，每坪土地單

價約1,405萬元，原規劃辦理都市

更新。本次的買方百世多麗投資開

發公司是由百世多麗公司及慧洋航

運公司共同成立，未來將辦理都市

更新，規劃作為慧洋航運總部以及

商務飯店的複合式開發使用。

土地市場方面，住宅交易低落，建

商為避免推案銷售期過長，而侵蝕

利潤，對於土地的評估更加謹慎，

新推建案也趨向保守。根據內政部

統計，2015年全國建築執照住宅

類核發戶數為10.7萬戶，比前一

年度減少14%，今年第一季，核

發戶數持續下滑，僅有1.9萬戶，

年減率27%。新案推出速度明顯

放緩，連帶也使得土地交易冷清，

本季土地交易金額僅有103億元，

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58.7%，為自

2012年來，第二低單季交易量。

本季比較受矚目的案件為國產署土

地及地上權標售案，3月底國產署

標售台北市松山區寶清段土地，面

積265坪，底價每坪209.6萬元，

共計吸引5組建商投標，最後由將

捷建設以6.67億元，溢價率20%

得標，每坪土地單價251.6萬元。

從建商搶標的情況分析，雖然建商

購地保守，但對於大面積且價格

合理的精華地區土地，購置意願

仍濃厚。地上權方面，本季大型

地上權案總交易金額共計51.7億

元，最大筆交易為台北市中正區

希望廣場地上權案，由全球人壽

以權利金41.38億元取得，溢價

率達12%。這是繼2013年全球

人壽取得宜蘭礁溪地上權案後，

再度參與地上權標售，該案鄰

近光華數位新天地及三創生活園

區，將打造複合式商用大樓，預

估5年後完工，年投資報酬率可達

3.6%~3 .8%之間。

為了刺激出口，中央銀行在本季末

再度下調基準利率半碼至1.5%，

這是自2015年7月以來，第三次

下修基準利率。本次的央行理監事

會議也同步宣布解除選擇性信用管

制，將過往對於特定地區、自然人

第三戶以上以及法人購置住宅等最

高貸款成數6成限制，土地融資上

限6成5的規定一併鬆綁，僅有高

價住宅貸款上限的規定維持不變，

顯示央行認為資金面調控的階段任

務已達成，無須再對市場進行過多

干預手段，因此撤消信用管制。然

而資金面並非台灣房市衰退的主要

因素，預期政策的調整對於刺激交

易回籠的效果有限。

圖 3

2016年第一季全年商用不動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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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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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晶元光電篤行廠 新竹市 7.37 12,385 5.95萬元 聯發科

富味鄉五股廠房 新北市五股區 4.08 802 80.8萬元 先鋒材料科技

2016年3月

楊梅東森山莊飯店 桃園縣楊梅市 8.9 6,937 12.8萬元 麗多國際顧問

西門町漢中街透天店面 台北市萬華區 3.0 41.33 726萬元 自然人

區位及投資類型偏好
商用不動產方面，廠辦以及廠房交

易金額合計達27.53億元，占整體

交易的65%，其中，最大的兩筆廠

辦交易皆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分別

為晶元光電竹科篤行廠(7.37億元)

以及矽成積體電路竹科廠辦(4.33

億元)。區位方面，自用型工業不

動產為主的影響下，交易案普遍位

於五都之外，本季五都的交易占比

僅有33%，其他的67%則集中在

新竹以及桃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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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台灣第一季經濟表現不佳的影響，再加上

未來3至6個月出口沒有明顯改善的契機，預

估商用不動產的自用型買方，對於擴增營運廠

房或辦公空間的評估轉趨保守，將對商用不動

產市場交易活動造成另一波影響。

投資人類型分析
科技業本季投資占比達37%，總投

資金額達15.76億元，主要交易除

前述的晶元光電竹科篤行廠與矽成

積體電路竹科廠辦外，先鋒材料科

技公司也購入五股五權路廠房，投

資金額為4.08億元，初估扣除建

圖 4

2016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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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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值後，土地每坪約105萬元；

其次，麗多國際顧問有限公司投資

東森山莊，推升國內投資機構占比

達21%。另外，占比達26%的其

他類型投資人，則以個人投資為

主，購買類型多為透天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