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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動產證券化可行性因素分析 

 

綜合國內外不動產證券化相關研究，以及國內過去類似證券化案例的經驗，

本章提出不動產證券化的可行性因素，這些影響因素將是未來實際運作不動產證

券化時的重要關鍵，分別從需求面影響投資者投資意願的因素，與供給面不動產

投資（開發）者運用證券化方式時所面臨的風險來源切入，分析不動產證券化的

可行性因素。 

 

第一節  需求面可行性因素探討 

 

從需求面探討不動產證券化的可行性問題，除了法令制度方面的配合，關鍵

在於不動產經過證券化之後，潛在投資者對於不動產受益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接受程度，其購買意願與考量因素，將是該制度是否實際可行的重要關鍵。因此

綜合國內外不動產證券化相關研究，以及影響國內投資者投資因素相關文獻，本

研究提出影響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的可行性因素，可歸納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

部分為證券化產品因素，也就是投資者對於新的不動產受益證券商品的主觀認

知，當中有六個面向，包含市場資訊、報酬性、分散風險性、流通性、優惠性、

安全性；第二部分為外在的總體因素，也就是大環境市場景氣狀況對於投資者的

影響，包含總體經濟、證券市場及房地產市場的整體情況；第三部份為投資者屬

性，也就是投資者本身投資偏好的影響，又可分為一般投資者屬性及法人投資者

屬性，一般投資者的屬性包含投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投資工具種類、

投資不動產經驗，投資證券市場經驗、股市投資金額、及風險利潤偏好；法人投

資者屬性則以公司法人為主體，包含該公司的主要投資工具種類、投資不動產經

驗、成立時間及可用投資金額。茲將各選取之變數內容詳細說明如下： 

一‧證券化產品因素 

(一)市場資訊 

不動產證券化制度運作過程繁雜，牽涉不動產、證券、金融許多相關專業

知識，以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而言，投資者若必須花費大量成

本來了解該項制度及商品相關資訊，隱含其投資該產品的可能性將愈低；雖然

國內不動產證券化制度尚未實際運作，但投資者若是對於目前市場上不動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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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化相關資訊的了解愈充分，所必須花費的資訊搜尋成本將愈低，預期未來購

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也將愈高。 

(二)報酬性 

對於理性的投資者而言，報酬是投資學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依照平均變異

數法則（Mean - Varience Criterion , MVC），在效率前緣線右側的投資均屬於無

效率的投資點，因此若在相同風險之下，投資者會選擇報酬率較高的投資點；

不動產受益證券對於不同投資者而言，其預期報酬率也不盡相同，但理論上若

是投資者對於該商品的預期報酬率愈高，表示此項商品對於該投資者而言，將

愈有可能落在效率前緣線左側，使得投資者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也愈

高。 

(三)分散風險性 

分散風險是投資學中的重要概念，依照投資組合理論（ Portfolio 

Theorem），最佳的投資策略是選擇不同投資工具，或者同種類但是不同類型的

投資工具，才能符合個人的期望利潤與風險。不動產受益證券能否成為投資者

眼中重要的投資工具，成為分散風險的投資組合，將視該投資者認為受益證券

商品分散風險的功能高低有所差異，其分散風險的能力，將影響投資者對於不

動產受益證券的投資意願。 

(四)流通性 

流通性主要是針對受益證券的交易市場而言，不動產證券化的一個重要目

的在於將原本變現不易的固定資產，透過證券型式使其流通性更強，資金運用

更加靈活；過去類似證券化案例的投資權益，因為市場流通性不佳造成失敗，

因此證券化實施初期的市場流通性將是重要關鍵，預期投資者對流通性重要程

度愈高者，其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將愈高。 

(五)優惠性 

優惠性主要是指受益證券對於投資者的誘因，足夠的誘因可刺激投資者對

於該項金融商品的投資需求；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對於投資者的優惠性項目也

有規定，主要為受益證券交易稅的減免，以及利息所得分離課稅，不併計受益

人之綜合所得稅總額或營利事業所得額8；因此對於投資者而言，認為該條例

的優惠性項目愈充分，其投資意願愈高，預期投資者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

率將愈高。 

                                                 
8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五十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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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性 

不動產受益證券的安全性，即是信用評等機構對於受益證券等級的評定，

有義務於公開說明書、投資說明書中詳細說明信用評等結果及信用增強方式
9，以保障投資者的權益；由於過去類似案例對於投資者的保障並不充分，因

此投資者若是對於該條例中信用評等的規定認為愈充分，表示受益證券的安全

性愈高，愈能夠完善保障投資者的投資權益，預期其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

率將愈高。 

二‧總體因素 

(一)總體經濟情況 

Chen , Hendershott ＆ Sanders（1990）認為 REITs的投資報酬高低受到不

預期的通貨膨脹風險影響甚大，而通貨膨脹因素跟總體經濟情況息息相關，且

大環境的經濟景氣也會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意願，預期投資者對於總體經濟情況

愈樂觀，其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將愈高。 

(二)證券市場情況 

不動產受益證券本身即是一種證券型式，會隨著證券市場情況好壞而有價

格上的起伏，並連帶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意願。Li & Wang（1995）的研究更

指出證券市場與 REITs市場間存在著密切關係，更可顯示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受

到證券市場情況好壞的影響，預期投資者對於證券市場情況愈樂觀，其購買不

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將愈高。 

(三)房地產市場情況 

房地產市場的景氣情況，將影響投資者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意願，而以

投資為主要目的的需求者因強調成本與獲利，更是受房地產景氣波動的影響較

大（花敬群、張金鶚，1997）。不動產受益證券在本質上即是投資不動產，將

同樣受到房地產市場景氣波動的影響，因此預期投資者對於未來房地產市場情

況愈樂觀，其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機率將愈高。 

三‧投資者屬性 

(一)一般投資者屬性 

投資者的考量因素除了證券化產品因素，以及外在總體因素之外，投資者

個人的屬性特徵及偏好，也密切關係著其是否願意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劉春

性（1994）、鮑聖玟（1997）針對一般投資者股票與基金的投資行為作實證分
                                                 
9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四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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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投資者之間，確實存在年齡、教育程度、投資金額以

及不同風險偏好的特徵差異；因此，本研究針對不同投資者的特徵偏好，選取

八項影響證券化可行性因素之投資者屬性，包括投資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投資工具種類、投資不動產經驗，投資證券市場經驗、股市投資金額與風

險利潤偏好，作為一般投資者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與否的影響變數。 

(二)法人投資者屬性 

法人投資者相較於一般投資者，其擁有較專業的市場分析判斷，較豐富的

投資經驗，以及較大的投資金額，投資策略較一般投資者理性，且國外相關研

究也指出，法人機構的投資者，將是不動產受益證券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因此

本研究選取主要投資工具種類、投資不動產經驗、成立時間、及可用投資金額，

作為法人投資者屬性的影響變數。 

綜合上述證券化產品因素、總體因素，以及投資者屬性的說明，本文架構

出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可行性因素關係圖如下（見圖 3-1）。 

 
 
 
 
 
 
 
 
 
 
 
 
 
 
 
 
 
 

圖 3-1  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可行性因素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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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供給面可行性因素探討 

 

不動產證券化制度要實際可行，除了需求面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之外，也需要

供給面的相互配合，所謂供給面的可行性，並非在於受託機構是否願意發行不動

產受益證券，因為只要法令制度允許，且投資市場有這樣的需求，受託機構僅是

扮演一個中介機構的角色，關鍵則是在於傳統的不動產投資者是否會運用不動產

證券化方式投資不動產，尤其是針對不動產的開發者而言，哪些因素將影響不動

產持有（開發）者願意運用證券化方式取代傳統舉債融資的自行開發方式，將是

不動產證券化供給面重要的可行性因素。 

以國外不動產證券化的經驗，幾乎同時具有收益型與開發型的證券化模式，

但由於國內目前房地產市場景氣低迷，市場上有意運用不動產證券化方式的實施

主體，大部分是以不動產開發者較多，或是作為募集開發資金的方法，因此比較

可能在市場上出現的不動產證券化形式，將可能是「不動產資產信託」模式；但

因為目前國內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僅允許已具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得以成為不動

產證券化標的10，因此在目前的法令制度下，僅有收益型的證券化模式得以實際

運作，開發型證券化運作模式則被排除在外。 

傳統的投資理論認為，承擔風險是可以獲得風險溢酬的補償，也就是投資案

的風險愈大，其潛在的報酬也將愈大；同樣道理於不動產投資，一個理性的投資

者，會謹慎評估不動產投資報酬與風險之間的權衡關係，不論是收益型或開發型

的證券化模式，當不動產投資者在選擇投資策略或方式時，會運用財務上的假設

試算，評估不同投資方式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來源對於投資報酬的影響，並

選擇報酬較高與風險較低的投資方式。 

因此本研究以不動產持有者為主體，將證券化方式與傳統舉債融資視為不同

的不動產投資方式，從不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的各項步驟切入（見圖 3-2），

觀察每個步驟所產生的風險來源，提出影響不動產持有者運用證券化與否的供給

面可行性因素。茲將各項風險來源詳細說明如下： 

 

                                                 
10 民國九十二年七月所通過的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為了避免圖利財團解套，並保障投資大眾
的權益，其內容只允許已有穩定收益之不動產及相關權利可運用不動產證券化方式，開發型之

不動產則被排除在外，等待未來不動產證券化產業發展成熟之後，則另定專法針對開發型不動

產證券化加以規範，因此本研究仍以不動產開發者的角度切入，分析不動產證券化的可行性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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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不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各項步驟風險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資金募集風險 

不動產持有者在選擇不動產的投資方式時，必須評估持有者本身的不動產經

營能力，以及自身資金週轉的能力，來決定是否運用不動產證券化方式，因此不

動產持有者首先面臨的便是資金募集的問題，主要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持有者本身所擁有的自有資金多寡，第二部分則是向金融機構融資貸款的利率水

準，以下分別就兩部分加以詳細說明： 

(一)自有資金問題 

不動產投資通常需要龐大的資金，但投資者受限於本身的財務結構，通常

沒有如此龐大的自有資金來支持，因此以往傳統的不動產投資方式，是不動產

投資者購地開發投資不動產，至於開發資金不足的部分，則必須透過金融機構

融資，如果無法順利募得，表示不動產投資者必須準備更多的自有資金，才能

使整個不動產投資案能夠順利進行；而運用證券化方式時，不動產投資者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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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購買土地進行開發，而是將所持有的土地信託移轉給受託機構，由受託機

構另外委託他人進行開發或經營。 

(二)融資貸款利率水準 

不動產持有者在選擇不動產投資方式時，接下來考量的是資金來源的成本

問題，以往僅能向金融機構舉債融資，必須負擔相當的資金成本，籌足資金自

行開發，而資金成本高低，取決於融資貸款的利率水準，若是利率水準較高時，

表示不動產持有者的資金成本將增加；運用證券化方式時，受託機構可以直接

從資本市場募集資金以減少利息支出，但受託機構日後則必須將不動產經營大

部分的獲益，分享給受益證券的投資者，因此不動產投資者當初在選擇運用舉

債融資方式或證券化方式時，融資貸款的利率水準將是決定資金成本大小的關

鍵因素，繼而影響不動產投資者決定是否決定自行開發不動產，或是運用證券

化方式將不動產信託移轉給受託機構。 

二‧委託成本風險 

不動產持有者想要運用證券化方式時，必須委託受託機構發行受益證券，因

此會有一些委託的手續費用與相關成本，可能必須由原先的委託人（不動產持有

者）來負擔，而受託機構本身在運用證券化時，也會有證券化相關費用，包括要

求保證銀行或信用評等機構予以保證的信用增強費用，透過證券商協助在集中市

場上市的證券承銷費用，以及委託專業機構經營的證券化管理費用…等，這些費

用原本應由受託機構負擔，但如果受託機構將這些費用轉嫁給原委託人（不動產

持有者）負擔，則這些費用將影響不動產持有者的投資報酬。 

三‧開發風險11（開發型個案） 

若是一個開發型的不動產投資個案，必須經過數年的開發時間，在開發期間

內不動產無法產生收益，因此不動產持有（開發）者將面臨相當程度的開發風險，

包含了開發期間內營建成本的變動，或是開發完成後不動產資產的銷售情況，以

及不動產的未來價值會有增值或貶值的情況，在傳統不動產投資的舉債融資方式

之下，不動產持有（開發）者自行進行開發，必須承擔全部的開發風險；運用證

券化方式時，由於不動產持有（開發）者已經將土地信託移轉給受託機構，受託

機構發行不動產受益證券，因此整個開發案的開發風險將由受益證券的持有者共

同承擔，而不動產投資（開發）者的自有資金若是以持有部分受益證券形式，就

必須承擔部份的開發風險，但相較於傳統舉債融資方式，其開發風險已經大幅降

                                                 
11 以國內目前的不動產證券化制僅允許有收益之不動產成為證券化標的，但以國外開發型之證
券化案例而言，其實背後包含了未開發不動產開發期間內之開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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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四‧營運風險 

不動產持有者針對其不動產可進行營運收益，而未來不動產的營運收入，將

可能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產生變動。傳統不動產投資方式可由不動產持有者本身

自行經營，雖然也可以委外經營，收取固定的租金收益，以及承租廠商部分的營

業收入抽成，但由於不動產投資者擁有不動產的土地所有權，實際上不動產投資

者承擔的是不動產營運的全部風險；運用證券化方式之後，不動產未來的營運收

益風險，將轉由該投資案受益證券的持有者共同承擔，相較於傳統舉債融資方式

承擔全部的營運風險，運用證券化方式時不動產持有者的營運風險已經大幅降

低。 

五‧股價變動風險 

傳統不動產投資者的利潤來源主要來自：(1)房地產本身增值獲取利潤。(2)

經營中獲取利潤。(3)貸款中獲取利潤。(4)稅捐抵扣（Tax Shelter）中獲取利

潤。不動產持有者運用證券化方式之後，在未來不動產經營收益的信託存續期

間，受託機構所發行的受益證券將會受到整體證券市場股價波動影響，而產生股

價的潛在增值獲利或貶值損失，使得受益證券持有者的投資報酬產生變化，這部

份股價變動的風險，將是傳統不動產投資方式所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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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 

 

一‧需求面實證資料來源 

在國內不動產受益證券是一個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過去並無相關報酬率與

實際投資資料，為了分析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的可行性，因此本研究透過問卷調

查潛在投資者的投資意願，從需求面潛在投資者的問卷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從投

資者購買選擇模型的建立，探討影響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的可行性因素中，哪些

因素對於投資者的投資意願會產生顯著影響，以及一般與法人投資者、不同受益

證券類型間考量因素的差異，可看出潛在投資者未來可能的投資行為，藉此分析

不動產證券化需求面的可行性問題。 

(一)調查方法與內容 

需求面分析是以問卷型式詢問潛在投資者獲得實證資料，問卷內容則以不

動產證券化可行性因素為主軸，分為證券化產品因素、總體因素、投資者屬性

三個部分作為主要調查項目，前兩部分九個題目之問項，以各影響因素的程度

高低區分為五個等級，投資者就自身認知針對各項因素的程度高低進行作答，

第三部份為投資者本身的條件與偏好，並調查其潛在購買意願與所購買之證券

型態，以及對於不動產標的「最優先」的考量因素，最後則是潛在投資者所願

意購買的不動產類型。 

(二)調查對象與回收情況 

本研究問卷對象為受益證券的潛在投資者，又可分為一般投資者與法人投

資者，其中一般投資者的調查係透過國票聯合證券公司全省 17 家分公司12，

針對一般證券投資散戶發出 2000 份問卷，透過證券營業員的訪問調查，經過

一星期的時間，回收份數為 1129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950份，有效回收率為

47.5%。 

法人投資者則以四種類型的公司機構為主要問卷對象，包括金融機構、證

券商、建設公司與人壽保險公司，作為法人可能購買證券化產品的潛在投資

者，以郵寄方式詢問其投資意願，總共郵寄份數為 465 份，其中金融機構 54

份，人壽保險公司 56份，證券商 105份，建設公司 250份，回收份數為 76份，

其中有效問卷為 71份，有效回收率為 15.3%。 

                                                 
12 17家分公司當中，北部地區 6家，中部地區 4家，南部地區 7家。 



第三章 不動產證券化可行性因素分析                                                          

 32

二‧供給面模擬資料來源 

國內不動產證券化制度剛起步，受託機構發行不動產受益證券的案例並不

多，缺乏詳細的受益證券發行資料，因此供給面可行性分析將以不動產持有者作

為主體，以不動產持有者財務上的可行性作為主要評估依據，透過真實投資個案

模擬，將該實際個案分別以傳統舉債融資方式與證券化方式兩種投資策略相互比

較，進行現金流量模擬計算，觀察兩種投資方式之各項風險來源對於投資報酬的

影響，分析其財務上的可行性。 

(一)個案基本假設條件與資料 

茲以甲公司某一購物中心開發案例做說明。該案例係於 2003 年開發，預

計 2006年開幕營運，開發期間為 3年，營運時間為 20年，整體開發案計畫為

23 年，由於該開發案具有高度收益性，因此甲公司評估該案例可使用證券化

的運作模式，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來進行開發計畫，以降低開發者本身的投資

風險，該個案的運作模式為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的「資產信託型」，也就是先

將不動產信託移轉給受託機構，再由受託機構針對該不動產向一般投資大眾發

行受益證券。以下是個案基本資料與相關假設條件（見表 3-1）： 

 

表 3-1  個案基本資料與相關假設條件 
影響變數 估計值 附註 

營業抽成收入 778,207,000元/年 第 2~4年每年成長 12% 
第 5~7年每年成長 8% 
第 8年之後每年成長 5% 

固定租金收入 123,206,000元/年 4%，第 3年之後每二年成長 4% 
花車收入 32,767,000元/年  
管理收入 89,716,000元/年  
停車收入 52,200,000元/年 1500個停車位 
土地價格 4,000,000,000元 土地成本：3,500,000,000元 

回饋金：500,000,000元 
營建成本 3,350,000,000 每平方公尺營建成本：67000元 
設備費用 650,000,000  
行銷管理費用 27,936,000元/年 每年成長 1% 
營運費用 252,666,000元/年 每年成長 1% 
土地貸款條件 每年償還額=每月償還額

×12 
利率：7.0%（依土地銀行基本放款
利率 6.9%加碼 0.1%） 
年期：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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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融資貸款條件 每年償還額=每月償還額
×12 

利率：8.0%（依土地銀行基本放款
利率 6.9%加碼 1.1%） 
年期：5年 

稅負(地價稅) 80,000,000元/年 
 

稅基：3,200,000,000元 
適用稅率：千分之二十五 

折舊額 67,000,000元/年 耐用年數 50年，直線法折舊 
(證券化：耐用年數縮短二分之一)

資產售價 240,000元/平方公尺 可售面積：5000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個案不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初步構想 

甲公司原本擁有一部分土地持分或自有資金，傳統上必須向銀行融資來取

得開發資金，並購買剩餘土地進行開發，但運用證券化的資產信託模式之後，

不動產持有者將土地信託移轉給受託機構，原本可領回相當的價金，但為了增

加整個開發案的信用保證強度，不動產持有者將依照其所擁有土地或自有資金

的價值比例，領回該資產信託案所發行之不動產受益證券。 

該開發案預估需募集的總開發成本為 80 億，並由保證銀行提供擔保，受

託機構發行有信用保證的權益型受益證券，對外向一般投資大眾募集資金，以

下為整個開發案的不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運作流程（見圖 3-3）。 
 
 
 
 
 
 
 
 
 
 
 
 
 
 

圖 3-3  甲公司不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運作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行 80億受益証券 

委託人 

證券化管理費用 

甲公司依自有資金的投入比

例取得一定比例受益證券 

受託機構 土地 投資大眾 

受益證券次級市場 

保證銀行 

土地開發者 委託經營 

甲公司 

(開發者) 

地主擁有不同持分土地

地主 

地主 

地主 
土地價格作價

轉為受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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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動產證券化的相關費用，根據國內目前證券基金手續費收取的項

目，有經理費、保管費、銷售費與贖回費，其中最大的是經理費用，但並沒有

一定的收取方式，依照國內證券基金過去的慣例，各項手續費所收取的費用大

約佔總開發金額的 2%，而保證銀行所收取的信用保證費用大約為總開發金額

的 2%；至於證券化之後每年所應分配給投資人的股利，則根據美國 REIT產

業的相關規定，以至少 95%的稅後現金流量收益將分配給受益證券的持有者作

為計算依據13，以下為該開發案實施證券化的相關變數說明。（見表 3-2） 

 

表 3-2  證券化相關變數說明 
影響變數 估計值 附註 

信用保證費用 160,000,000元 總開發金額的 2% 
證券化手續費用 160,000,000元/年 總開發金額的 2% 
權益型受益證券14每年收益分配 稅後現金流量的 95%收益分配出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3 根據美國 REIT的經驗至少應有 90%~95%的稅後收益應分配給投資者，因此本研究以 95%進
行試算。 

14 本個案將全部以權益型受益證券發行，並不考慮證券設計的影響。 



                                                           不動產證券化可行性之研究 

 35

第四節  實證與模擬模型 

 

一‧需求面實證模型 

消費者在面對選擇方案，首先面對的是買與不買的二項選擇問題，消費者在

選擇各種替選方案時，追求的是個人效用最大的原則，因此潛在投資者購買不動

產受益證券在本質上即是一種消費模式，不論潛在投資者各項的考量因素為何，

其追求效用最大的目標並不因此改變，因此眾多影響消費者選擇行為的因素所產

生的效用，即可建立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其效用函數模型如下： 

 

ijU  = ijV + ijε  , 其中 ijV = V（ ijp ） 

ijU ：選擇購買受益證券或不買對個人或法人 n的總效用；或是選擇資產信

託或投資信託型受益證券的效用 

ijV ：代表總效用中可解釋部分之效用 

ijε ：為誤差項，即不可解釋部分之效用 

 

投資者在面對購買與否是一個二元的選擇方案，雖然本研究問卷資料並非投

資者實際所做出來的選擇行為，但透過潛在需求者的問卷調查，仍可看出投資者

未來可能的選擇行為及其考量因素，本研究採用二項 Logit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以分析潛在投資者（一般或法人）是否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以及對於受益證券

型態的選擇，兩組迴歸式之應變數分別為是否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以及選擇投

資信託型或資產信託型受益證券，應變數為 Logistic分配的累積機率函數，以預

測是否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以及選擇受益證券型態之機率，自變數為前面所分析

之證券化可行性因素，資料來自於問卷調查，除部分屬性資料，多數自變數為虛

擬變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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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主要模式如下： 

i

k

j
ijjt XY εββ ++= ∑

=1
0    

 

X ij：解釋變數 

βi：迴歸係數 

εi：干擾項 

i：1 , 2 , 3 ,……, n 

 

')(
1

0 βββ ij

k

j
ijjt XXYE =+= ∑

=

  

Xij=(1, Xi1, Xi2,…….Xik) 

β’=(β0, β1, β2,……..βk) 

令事件發生的機率為 Pi，則 

Pi(Yi=1) = F(Zi) =
)exp(1

1
Z−+

 

可改寫成 

Pi(Yi=1) = F(E(Yi)) = F(-Xiβ’) = 
)'exp(1

1
βXi−+

 

可轉換成下式 

'
)1(1

)1(log βiX
YiPi

YiPi
=

=−
=

  

其中 Pi(Yi-1)/1-Pi(Yi=1)為賭倍比 

 

本研究以證券化產品因素、總體因素，投資者屬性為解釋變數，變數定義說

明詳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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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實證模型變數說明 
 變數項目 變數說明 

市場資訊充分程度 
（市場資訊性） 

非常充分=5，充分=4，不充分=3，非常不充分=2，不清楚
=1。 

預期報酬率區間 
（報酬性） 

21%以上=5，16%~20%=4，11%~15%=3，6%~10%=2，5%
以內=1。 

分散風險重要程度 
（分散風險性） 

非常重要=5，重要=4，不重要=3，非常不重要=2，不影響
=1。 

市場流通重要程度 
（流通性） 

非常重要=5，重要=4，不重要=3，非常不重要=2，不影響
=1。 

稅負優惠足夠程度 
（優惠性） 

非常足夠=5，足夠=4，不足夠=3，非常不足夠=2，不清楚
=1。 

證
券
化
產
品
因
素 

信用評等充分程度 
（安全性） 

非常充分=5，充分=4，不充分=3，非常不充分=2，不清楚
=1。 

總體經濟情況 非常樂觀=5，樂觀=4，不變=3，悲觀=2，非常悲觀=1。 

證券市場情況 非常樂觀=5，樂觀=4，不變=3，悲觀=2，非常悲觀=1。 總
體
因
素 

房地產市場情況 非常樂觀=5，樂觀=4，不變=3，悲觀=2，非常悲觀=1。 

 
性別 男性=1，女性=0。 

年齡 21~30歲=1，31~40歲=2，41~50歲=3，51~60歲=4，60歲
以上=5。 

教育程度 國小及國小以下=1，國中=2，高中職=3，大學(專)=4，研
究所以上=5。 

投資工具種類 1種=1，2種=2，3種=3，4種=4，5種=5，6種=6。 

投資不動產經驗 曾經投資不動產=1，其他則為 0。 

投資證券市場年期 一年以下=1，一至三年=2，三至五年=3，五年以上=4。 

投資金額 100萬以下=1，101~300萬=2，301~500萬=3，501萬以上
=4。 

投
資
者
屬
性 

風險利潤偏好 高風險利潤偏好=3，平均風險一般利潤=2，低風險利潤偏
好=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供給面模擬模型 

在選擇不動產投資方式時，從國內外不動產證券化相關研究，以及本研究所

提出供給面可性因素中可以發現，運用證券化方式之後，各項步驟中將面對不同

的風險來源，將影響不動產投資者的投資報酬，其面對的風險主要來自：(1)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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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募集風險，包含了不動產投資者本身的自有資金，以及融資貸款的利率水準；

(2)委託成本風險；(3)開發風險；(4)營運風險；(5)股價變動風險；因此本研究將

以現金流量折現模型來分析不動產投資者的投資報酬，先運用敏感度分析兩種不

動產投資方式面對資金募集、委託成本、開發與營運風險之個別風險來源對於投

資報酬率的影響，並以蒙地卡羅模擬與 CIR利率模型分別模擬股價變動風險中

受益證券股價的報酬率，以及融資貸款利率水準經常變動之利率值，衡量不動產

投資者將各項風險綜合考量之後，運用不同投資方式時投資報酬率之變動情況。 

(一)總資產報酬率（ROA）與自有資金報酬率（ROE） 

現金流量折現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是將各期不同的收益，

考慮經營成本、交易成本、稅賦等支出之後，依照不同的時間點予以折算現值。

總資產報酬率（ROA）跟自有資金報酬率（ROE）的差別，除了分子部分的收

入來源，主要在於不動產持有者所投入的自有資金比例，總資產報酬率左邊項

的投資成本為整個開發案總投資的成本，自有資金報酬率則是不動產持有者自

有資金的投入成本，其公式表示如下： 

 

1.總資產報酬率（Return of Asset , 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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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Cost：總投資資金 

          NOIn ：第 n期之資產淨收益 

          ROA ：總資產報酬率 

 

2.自有資金報酬率（Return of Equity ,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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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Cost：不動產投資者自有資金 

          ATCFn ：第 n期之資產稅後現金流量 

           ROE ：自有資金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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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IR利率模擬模型 

CIR利率模擬模型是用來模擬融資利率的變動，由於傳統的舉債融資方式

之下，金融機構的放款利率是採取變動利率，其利率並非一成不變，會隨著市

場趨勢與各期利率水準而升降；因此本研究透過過去文獻的參數估計，模擬該

開發案未來 20 年可能的融資利率水準變動，並反覆試驗數次，來取得該開發

案的融資貸款利率數值。CIR模型公式表示如下： 

 

dwrdtrkdr σµ +−= )(  

κ(μ－γ)代表即期利率的變動是隨機而彈性地推向長期的均值μ 

其中 dr：第 n期的利率變動 

    κ：代表調整的速度 

    dt：各期利率水準 

σ√r：代表即期利率變動的干擾項 

參數估計為：k=0.05、μ= 0.08、σ= 0.005 

 

(三)蒙地卡羅模擬分析 

蒙地卡羅風險模擬模型（Monte Carlo Risk Simulation Model），又可稱為

風險分析模型，或機率型模型。由於不動產投資所面臨的情況是瞬息萬變的，

影響投資之經濟因素無法有效掌握，故可以假設這些不確定之影響因素為隨機

變數，再由這些變數的機率分配函數隨機取樣，經由基本模型的操作而決定不

同的投資方案在各種情況下產生的報酬率，如此反覆操作數百次或數千次，即

可以找出結果變數的分配型態，並找出最佳之投資策略。蒙地卡羅模擬主要包

括三個部分，分別為決定投入變數之型態與機率分配、運作過程和結果分析，

詳細敘述如下： 

1.決定投入變數之型態與機率分配 

本研究在運用蒙地卡羅模擬時，假設各投入變數之間相互獨立，主要可

分為狀態變數與控制變數，所謂狀態變數及具有不確定性而必須估計其機率

分配的變數，也可稱為機率性變數（Probabilistic Variable），控制變數則為具

有高度確定性之變數，或雖為不確定性變數，但其變動結果不足以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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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也可稱為確定性變數（Deterministic Variable），結果變數則是開發者

自有資金報酬率（ROE），表 3-4為不同風險來源蒙地卡羅模擬各項變數型

態與說明。 

 

表 3-4  不同風險來源蒙地卡羅各項變數型態與說明 
風險來源 變數項目 變數型態 變數說明 

開發者自有資金 確定性變數 以敏感度觀察不同自有資金

比例之情況。 
資金募集風險 

融資貸款利率水準 機率性變數

(CIR模擬)
其各期利率水準透過 CIR模
型模擬。 

委託成本風險 證券化委託費用 確定性變數 其費用變動幅度很小。 
營業抽成收入 機率性變數

(均等分配)
假設營業抽成收入成長率之

機率分配型態為均等隨機分

配。 
固定出租金收入 確定性變數 租金變動成長率較小。 

營運風險 

管理、停車與其他收

入 
確定性變數 該項收入變動幅度較小。 

營建成本 確定性變數 營建成本的變動幅度較小。開發風險 
資產出售價格 機率性變數

(常態分配)
根據過去房價變動之數據資

料，假設其出售價格符合常態

分配。 
股價變動風險 股價變動 機率性變數

(常態分配)
根據美國REIT股價月報酬率
資料，以及台股大盤股價月報

酬率資料，假設其報酬率符合

常態分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運作過程 

運作過程將以 Excel程式的亂數產生器產生各項變數亂數，其產生原則

為各變數互相獨立且符合常態分配或均等分配，不同變數其機率分配型態也

將略為不同。本研究蒙地卡羅模擬的運作方式，傳統舉債融資自行開發方式

所面臨的風險來源為資金募集風險、開發風險與營運風險，分別以融資貸款

利率水準、資產出售價格與營業抽成收入成長率三項因子作為機率性變數；

證券化方式則是面臨開發風險、營運風險與股價變動風險，分別以資產出售

價格、營業抽成收入成長率與股價變動三項因子作為機率性變數，其他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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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確定性變數，分別模擬不同投資方式之下，綜合考量各項風險來源對於

不動產持有者投資報酬 ROE的影響。 

3.結果分析 

結果分析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經過一百次的蒙地卡羅模擬之

後，將模擬結果之 ROE 平均值視為理論值，並觀察模擬結果之標準差，來

衡量投資報酬與風險，藉此判斷何者為較佳之不動產投資方式。 

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在不同自有資金比例之下，將模擬結果採用風險輪廓

法（Risk Profile Approach），以結果變數之機率分配中大於或小於等於某個

數值的累積機率作為決策依據，可直接找出開發者最佳之不動產投資方式，

適用於不動產投資者欲得到某個報酬水準之上，或是強調某一程度損失可能

性的時候。 

 

 

 

 

 

 

 

 

 

 

 

 

 

 

 

 

 



第三章 不動產證券化可行性因素分析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