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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商用不動產交易動能曇花一現，本季交易量能回落至92.4億元，交易量僅剩前一
季的三成。

來台陸客觀光人數大減，前三
季累計減少24萬人次，嚴重衝擊
專營旅行團的旅行社、藝品店與
飯店業者。

第三季大型商用不動產交易
案共計10件，總金額僅有92.4
億元，年減率14.5%，季減率
69.4%。

最大筆交易為富邦人壽以
40.8億元購買內湖科學園區東京
企業總部，換算樓上層每坪單價
65萬元，預估租金投報率達3%。

本季投資性比重超越自用需
求，占比達55%，但若以交易件數
觀察，自用需求交易仍較為頻繁。

多項政府土地標售案市場反應
良好以及華碩斥資78億元購置北投
土地，第三季大型土地交易總額達
368億元，比前一季成長160%。

多數的建商仍採取減量保價
或者低價促銷的策略，興富發集
團則逆勢購地，本季北中南獵地
總額達76.2億元，占建商購地金
額半數。

“前三季交易累計不到
500億元，全年度要突破
900億元難度相當高，商用
不動產將面臨金融海嘯以
來交易量最低的一年。”                        
Er in Ting, 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

諮詢部

Savills World Research 

Taiwan

圖: 東京企業總部, 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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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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5
2015人均GDP: 
美金22,317

美金對台幣匯率 (2016年9月) 新台幣31.48 2015年平均31.90

出口年成長率 (2016年1~9月) -6.1% 2015出口年成長-10.6%

失業率 (2016年9月) 3.99% 2015: 3.45%

來台旅客人次 (2016年1-9月)
7,916,153

(年成長: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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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土地交易
金額

來源：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
台

幣
億

元
新

台
幣

億
元

Q4 Q3 Q2 Q1

經濟總覽
全球經濟復甦仍然緩慢以及中國

紅色供應鏈崛起引發的排擠效

應，影響台灣出口表現，第三季

出口總值年增率僅有0.1%，出口

衰退幅度小幅收斂，合計前三季

年減6.1%。雖然出口表現不佳，

但國內消費穩定成長，綜合商品

零售業以及餐飲業都有不錯的表

現，商業司統計，1月至9月綜合

商品零售業年增率為5.2%，餐飲

業前9個月年增率為2.8%，在內

需支撐下，第三季經濟成長率為

2.06%，略為高於8月底的預估。

新政府上台後，來台陸客觀光

人數大減，根據觀光局資料，

今年第三季陸客來台人數減少

28 . 4%，1月至9月累計陸客人

數為287萬人，比去年同期減

少24萬人次。整體來台人數方

面，在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觀

光人數增加的挹助下，今年前

三季來台觀光人數達到791 . 6萬

人，仍維持較去年同期正成長的

趨勢。這波陸客人數減少主要源

於團體旅客，因此專門承接旅行

團的旅行社、藝品店與飯店業者

產生嚴重客源流失。

2016年第三季重大不動
產交易案
商用不動產動能曇花一現，上一

季突破200億元的交易動能無法

延續，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統

計，第三季大型交易案共計10

件，總金額減少至92.4億元，年

減率14.5%，季減率69.4%，交

易量僅剩前一季的三成，也是近

10年以來第二低的第三季交易記

錄，僅高於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

62.5億元。

由於經濟前景不明，再加上未來

可能透過房屋評定現值以及公告

地價的調升，使得不動產持有成

本增加，因此即便央行四度下調

基準利率，資金面轉趨寬鬆，自

用與投資性買盤仍然疲弱，第三

季僅有10筆大型交易完成，最大

筆為富邦人壽以40 .8億元，向外

資公司-基匯公司(Gaw  Cap i t a l )

購買內湖科學園區西湖段廠辦

東京企業總部，做為收益性不動

產，換算樓上層每坪單價65萬

元，預估租金投報率可達3%，

高於金管會最低投報率門檻的

2 .345%。基匯公司是在2013

年以35億元購入甫完工的東京企

業總部，經歷3年的租戶管理，

成功將物業價值提升16 .6%。

本季投資型交易共有三筆，除了

東京企業總部，第二高價的交易

案為知名店面個人投資人出售民

權西路捷運站店面，總價5.2億

元，總面積286坪，目前租予零

售服飾品牌，預估租金投報率約

2 .7%。大型不動產買賣目的而

言，受到富邦人壽買進內科廠辦

的推波助瀾下，本季投資性比重

超越自用需求，占比達55%，

圖 1

2009年─2016第三季商用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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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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以交易件數觀察，自用需求

交易較為頻繁，仍為目前市場交

易主力。辦公室方面，隨著企業

著重成本考量及預期價格尚未落

底，以租代購的情況普遍下，辦

公室交易量萎縮，僅占6%，交

易量停滯引發價格修正，然以目

前的修正幅度與速度而言，仍不

足以吸引企業進場購置自用不動

產。

自用主導下，工業不動產仍是交

易主流，廠辦以及廠房別占58%

及31%，第三季自用型買方主要

為科技業、傳產業、製造業以及

食品業，最大金額的自用工業廠

辦交易為豐達科技斥資12.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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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桃園平鎮廠房；另外，連鎖

餐飲業瓦城以4.16億元購入中

壢工業區廠房，作為後勤研發中

心。就區位方面，前三季的自用

工業不動產交易有7成5的交易位

於北台灣，特別是雙北市、桃園

市以及新竹市，主要原因為工業

聚落發展完整、海陸空交通便利

以及臨近消費市場，其中又以新

北市買賣件數與金額最高，物流

業則集中於地價便宜及運輸便利

的桃園地區。

土地市場方面，受惠於多項政府

土地標售案市場反應良好，包

括五股區的新北知識園區、土

城暫緩開發區與國產署土地標

售，加上華碩斥資78億元購置

北投土地，第三季大型土地交易

總額達368億元，比前一季成長

160%，其中，建設公司購入土

地占44%，達160億元，為7季

以來新高，興富發集團即貢獻將

近半數金額，北中南獵地總額達

76 . 2億元。然而，普遍而言，

受到住宅交易冷淡，多數的建

商採取減量保價或者低價促銷策

略，擴大土地庫存意願不高。綜

觀去年前五大獵地建商之中，包

括潤泰、愛山林、華固及潤泰，

今年購地金額大減，僅有興富發

仍然維持動能，截至目前為止，

已購地達82億元，大幅超越去年

全年的57億元。

科技業本季購地125.7億元，排

名第二，其中，華碩斥資78億

元購置北投關渡平原工業區土地

1.1萬坪，鄰近華碩總部，未來預

計興建自用辦公室及研發中心，

擴大營業規模之用。新北市政府

7月初標售的新莊北側知識園區

也有不錯成績，由於鄰近新北市

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產業聚落

發展成熟，再加上貫穿園區的機

場捷運線通車在即，吸引先峰材

料、先鋒高分子及科定企業等公

司，分別以每坪90~98萬元的價

格購入產業專用區土地，土地價

格高於新北產業園區2~3成。

土城暫緩開發區於8月初辦理標

售，37筆土地全數脫標，包括

住宅區及商業區土地，共計吸引

123封標單，最後總價達74.9億

元，平均溢價率24.25%，銷售

市場熱度為近年罕見，得標人包

括聯邦商業銀行、宏璟建設、明

軒投資、新潤興業及台信醫院管

理顧問。

區位及投資類型偏好
廠辦及廠房仍為市場交易主力，

本季分別占58%及31%，工業

不動產交易量穩定，顯示當房市

修正階段，自用需求為主且單價

相對較低的廠辦與廠房，買家決

策速度相對較快。反觀價位水準

較高的辦公室以及零售店面，對

圖 3

2016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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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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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桃園市平鎮區頂倫企業廠房 桃園市平鎮區 12.9 6,637 19.4萬 豐達科技

2016年9月

楠梓加工出口區廠辦 高雄市 5.2 4,951 10.5萬元 日月光

訊倉科技苗栗竹南廠房 苗栗縣竹南鎮 5.66 6,462 8.7萬元 捷邦

東京企業總部 台北市內湖區 40.8 8,986
2樓以上:64.7萬元
1樓:130萬元

富邦人壽

民權西路店面 台北市中山區 5.2 286.4
1樓:434萬元
地下1樓:50萬元

榮軒有限公司

於投資人而言，價格下跌風險較

高，因此觀望的氣氛濃厚，本季

分別占6%。特別是零售店面，

受到最低薪資不斷上調，電子商

務崛起，陸客觀光人數減少以及

不動產持有成本增加等因素，使

得零售業者經營面臨不少挑戰，

也直接影響付租能力，因此對於

市區核心零售店面而言，投資人

考量未來出租收益的不確定風險

增高，影響買氣。區位方面，因

為內科東京企業總部成交(40.8

億元)，使得第三季台北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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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今年前三季的商用不動產交易累計達472億

元，除了去年第四季因房地合一節稅潮影響，

使得交易量大增，自2009年至2014年的過

往8年，第四季交易金額普遍介於250億元至

350億元，也就是說，即使第四季市場交易動

能回復正軌，全年度要突破900億元難度相當

高，商用不動產將面臨自金融海嘯以來交易量

最低的一年。

圖 4

2016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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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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達55%，桃園市與高雄市則

以20%及11%位居第二名及第三

名。 

投資人類型分析
東京企業總部單一交易案使得壽

險業成為第三季最主要投資人，

比重達56%，這也是壽險業今

年以來第二筆的收益性不動產

投資，累計總金額達到205.8億

元。其次，來自於科技業的自用

買盤占比為34%，包括豐達科

技、日月光以及捷邦都分別購入

桃園市、高雄市以及苗栗的工業

不動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