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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大型交易案推波助瀾下，第二季商用不動產交易略微回升，擺脫先前市場積弱不
振的氛圍。
雖然第二季出口衰退幅度呈現
收斂，但全球景氣疲軟不利出口，
使得主計處下調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1.06%。

台灣人壽以165億元購買高雄
漢來新世界中心，採售後回租20
年模式，創下南台灣單筆交易最高
總價交易記錄。

本季商用不動產交易量略微回
升，總成交金額達293.3億元，年
增率達247%，合計上半年總交易
金額達到336.3億元。

單季土地交易總額僅有131.9
億元，整體市場動能明顯低於近3
年的平均單季交易水準270億元。

第二季末中央銀行調降基準
利率半碼至1.375%，壽險業不
動產投資收益率門檻同步下降至
2.345%。

建商本季購地金額為42.6億
元，不少建商轉進中南部市場，
將近七成五的購地活動集中在高
雄市。

“ 壽險 業 資 金 部位 充 足
與 投 報率門檻下 調的加
持下，有 機會在下半 年扮
演商用不動產 領 頭羊。”
Erin Ting,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
諮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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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二季重大不動
產交易案

主計處於5月底公布第1季GDP
表現，較前一次預估值略微回升
至-0.68%。出口方面，第二季
末，半導體需求逐漸回溫，電子
零組件出口表現回穩，6月出口值
較去年同期下滑2.1%，相較於4

大型交易案推波助瀾下，第二季
大型商用不動產交易量略微回
升，根據統計，第二季總成交金
額達293.3億元，年增率達247%
，季增率達584%，合計上半年
總交易金額達到336.3億元，比
前一年度增加6成，擺脫先前市場
積弱不振的氛圍。

月份及5月份的-6.5%與-9.6%年
減率，出口衰退幅度呈現收斂的
情況。然而，環球透視下修今年
景氣展望以及國際貨幣基金下調

本季除了科技業持續加碼買進資
產，壽險業也罕見的成為最主要
買方，最大宗的交易案為台灣人
壽以165億元購買位於高雄市前
金區的漢來新世界中心，單筆投
資即貢獻本季超過56%的成交金
額，該投資案也是繼富邦人壽在
2015年底以270億元購買台北市
信義區新光三越A8館後，商用不
動產市場第二高的單筆投資案，
也創下南台灣單筆交易最高總價
交易記錄。

世界貿易量成長預測至3.1％，受
到全球經濟疲軟，不利我國出口
的情勢下，主計處進一步將2016
年經濟成長率預估下調0.41%至
1.06%。
民間消費方面，今年1月至5月零
售業營業額達1.67兆元，年增率
2.3%，其中，綜合商品零售業營
業額成長5.9%，並以超級市場與
量販店的成長幅度最為強勁，分
別增加9.5%及6.9%，相關數據

圖 1

2009年─2016第二季商用不動
產成交金額
Q4

成長，也帶動百貨零售業者的擴
大布局，微風百貨集團在短短5年
內擴大至6間分店，近期更承租興
建中的南山廣場商場部分，打造
微風集團在信義計畫區的第三間
營運據點，另外今年初甫開幕的
林口三井outlet，也因營運表現良
好，將積極評估拓點台中與台南
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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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2016年重要經濟指標
指標

說明
1.06%

2015經濟成長率: 0.75%

2016預測人均GDP

美金21,975

2015人均GDP:
美金22,317

美金對台幣匯率 (2016年3月)

新台幣32.40

2015年平均31.90

出口年成長率 (2016年1~3月)

-9.1%

2015出口年成長-10.6%

失業率 (2016年3月)

3.84%

2015: 3.45%

4,613,703
(年成長: 10.23%)

2015年旅客來台人次:
10,439,785

1.375%

2015年12月: 1.625%

放款條件

2010

來源：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2012

央行基準利率

Q1

1,200

新台幣 億元

台灣人壽近期投資動作頻頻，去
年底方與中國信託人壽合資取得
台肥南港C3地上權案，權利金金
額150億元，本季再購入漢來新
世界中心。漢來新世界中心為高
雄指標商用大樓，樓高45層樓，
目前B3至8樓為年營額超過85億
元的漢來百貨，9樓以上為客房數
436間房的漢來飯店，未來將採
售後回租20年的方式，預估可提
供台灣人壽3%的租金報酬率。

生需求相關的消費需求仍然穩定

來台旅客人次 (2016年1-3月)

Q2

1,600

顯示，雖然景氣表現疲弱，與民

2016預測經濟成長率

Q3

1,400

新台幣 億元

經濟總覽

*

放款利率 :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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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觀察壽險業的投資活動，
雖然在金八條的限制下，投資活
動不若過往頻繁，但超大型交易
卻屢見不鮮，自2012年底投報率
最低門檻施行以來，壽險業商用
不動產總投資金額共計達823億
元，隨著中央銀行在6月底再度調
降基準利率半碼至1.375%，壽險
業投資不動產的收益率門檻隨之
下降至2.345%，相較於目前商用
不動產投報率已來到2.4%~2.8%
，中南部商用不動產甚至可達3%
以上，壽險業評估投資的準則，
也將從符合金管會投資門檻轉向
投資標的本質，著重於物件的品
質、規模、租金穩定度以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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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年第二季重大商用不動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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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南港區

65.5

8,758

69萬
車位200萬元

大聯大

高雄市前金區

165

47,644

34.6萬元

台灣人壽

亞德克土城廠辦

新北市土城區

8

3,811

21萬元

鈞永科技

元大金控總部大樓部分樓層

台北市松山區

29.3

2,154

127萬元

大眾銀行

交易案
2016年4月
南軟經貿段70及70-1地號
預售大樓
2016年5月
高雄漢來新世界中心
2016年6月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價值成長性。另一方面，近期壽
險業保費收入大增，上半年新契
約保費為6543億元，南山人壽，
富邦人壽以及國泰人壽的上半年
新契約保費都超過1000億元，
資金去化以及運用效率的壓力大
增，再加上英國脫歐影響壽險業
歐洲不動產投資布局，政府呼籲
投資根留台灣等項因素影響，預
期下半年壽險業在台灣不動產投
資的活動會更加明顯。
本季第二大的買盤來自於科技
業，合計投資金額達94.3億元，
半導體大廠大聯大斥資65億元、
單坪69萬元購置南港軟體園區
的預售辦公大樓，成為今年度最
大宗的辦公室買賣案，也創下科
技業購置總部大樓最高金額的記
錄；另外，豐達科技以12.9億元
購入桃園平鎮廠房，鈞永科技以8
億元購入土城亞德克廠辦大樓。
投資目的方面，因為漢來新世界
中心成交，本季投資型交易比重
達到56%，自用型交易占44%。
除了前述科技業的自用型買盤以
外，自用買方還包括元大證券將
敦化北路上的元大金控總部部分
樓層，約2154坪，出售與今年初
方併購的大眾銀行，總交易金額
為29.28億元，預期將可能作為
大眾銀行的辦公室使用。

土地市場則未見好轉，第二季土
地交易總額為131.9億元，雖比
前一季略微增加28%，但相較於
去年同期，交易金額仍大減66%
，整體市場動能明顯低於近3年
的單季平均交易水準270億元。
本季最大宗買盤來自於個人投資
人，總購地金額達55.7億元，其
中，宏達電桃園市大樹林段工業
地以28.8億元售予2位自然人，
國泰人壽的高雄市仁武區土地，
也由個人投資人以10.7億元買
下。
建商購地金額大減為42.6億元，
僅占總交易的三成，購地減少主
要是因為對未來推案信心不足，
短期購地動能仍位於低檔，部分
大型建商甚至表示今年購地活動
暫停。相較於台北市土地交易大
減，高雄市場反而受建商親睞，
本季將近七成五的購地活動集中
在高雄市，幾個土地標售活動都
有不錯的表現，4月國防部標售的
4筆中都重劃區土地全數脫標，兩
筆最受矚目的基地分別由興富發
建設與富邦建設以5.68億元以及
4.62億元得標，換算土地單價為
每坪81萬元及86萬元。另外，達
麗建設以及福懋建設本季都有參
與高雄土地標售，平均投標溢價
率約11%，顯示建商對於高雄地
區的房市基本面仍然充滿信心。

圖 3

2016年第二季全年商用不動產交
易產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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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場及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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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區位及投資類型偏好
因為高雄漢來新世界中心成交，
零售商場以及飯店兩種產品的占
比提高到56%，然而，除了該宗
交易案以外，並無其他大型商場
及飯店在本季成交。32%的辦公
室占比則是由大聯大南軟總部投
資案(65億元)以及元大金控總部
(29.3億元)所貢獻。本季大型廠
辦及廠房總成交金額分別為28億
元及5.5億元。另外，就投資區域
而言，本季出現北冷南回溫的現
象，包括壽險業與建商都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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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6年第二季全年度商用不動產交易投資人
分析

展望

其它
其它, 2%

隨著央行調降利率以及銀行貸款轉趨寬鬆，市
場資金找尋有效率投資標的的前提下，預期不
動產將再度重回投資人的評估名單之列。壽險
國內壽險業, 56%
國內壽險業

業資金部位充足與投報率門檻下調的加持下，
有機會在下半年扮演商用不動產的領頭羊。

科技業, 32%
科技業

金融業, 10%
金融業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南台灣的動作，高雄土地及商用
不動產市場單季共吸引218億元
的資金投入，比重達到51.3%。
觀察這一波資金南移的跡象，主
要是因為市場位於修正波段，
雙北市以外地區，由於單價及總
價較低，相對而言，跌價風險有
限，再加上租金投報率高，以及
新政府上台，均衡縣市發展的議
題升溫，多重因素交會下，吸引
買方持續關注。

投資人類型分析
壽險業罕見的再度成為最主要投
資人，比重達56%。其次，來自
於科技業的自用買盤占比為32%
，除了大聯大購置總部辦公室，
剩下的6筆交易以廠辦及廠房為
主，分別位於新北市、桃園市以
及高雄市。金融業的占比則來自
於元大證券將敦化北路的集團總
部部分樓層出售與關係人-大眾商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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