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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實証結果與分析實証結果與分析實証結果與分析實証結果與分析 

  本章首先分別針對本實證模型之變數作敘述性之分析，接著再利用 CAPM 模型分

別分析美國與台灣 REITs 的系統性風險，最後加入信用擴張程度與貸款違約率兩變

數，以了解 REITs 風險溢酬對解釋變數的反應程度。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實證變數敘述性分析實證變數敘述性分析實證變數敘述性分析實證變數敘述性分析  

此次次貸危機異於以往處是，象徵信用擴張時代告終。盛衰過程通常圍繞信用問

題發展，而且往往牽涉到某種錯誤觀念。由於忽略了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的相

互拉抬關係，貸款容易取得，會帶來需求，需求推高房地產價值；房價上漲又增加可

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一般人置產的時候期待能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產生。

以下將分別針對美國與台灣實證選取之資料，來說明在本研究期間房貸市場的信用擴

張及違約情形及兩國 REITs 報酬等狀況。 

一一一一、、、、美國實證變數美國實證變數美國實證變數美國實證變數 

（一）房屋放款情形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主要是由於次級房貸市場信用擴張問題，但由於次級

房貸市場的資料取得不易，本實證取用的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的官方網站所

記錄的房屋放款金額歷史季資料，透過方法預估之房屋放款月資料來作為觀測美國房

貸市場的放款情形的變數。由於估計之月資料較無法看出在研究期間該變數之變化。

因此採用原始季資料來探討。 

  從圖 6-1 可以看出，美國 2005 至 2007 年的房屋放款金額呈現緩慢遞增的趨勢，

但成長率從 2006 年第二季開始有下降的情況。圖 6-2 為房屋放款的成長率與 GDP 成

長率及其兩者之差額，圖中清楚的看出房貸房款金額的成長率遠高於 GDP 的成長率，

顯然美國房屋市場有過度擴張的情形，但兩者之差額至 2006 年底有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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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美國 2005－2007 年房屋放款金額（季資料） 

資料來源：Federal Reserve Board 

 

圖 6-2 美國 2005－2007 年房屋放款金額季成長率與 GDP 季成長率 

資料來源：Federal Reserve Board、台灣經濟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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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貸違約率 

  圖 6-3 可以看出，美國從 2005 年至 2007 年止，房屋貸款違約率成遞增的趨勢，

這個現象顯示，在實證的這段期間裡，借款人的違約情形是越來越多的，尤其是從 2006

年下半年開始，違約率增加的速度呈現加速的情形。雖然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與次級

房貸的違約情形有相當的關係，但由於資料取得不易，無法得知次貸違約率對美國抵

押型 REITs 風險溢籌的影響。但是由於美國抵押型 REITs 投資的標的裡，包含了不動

產抵押貸款，因此房貸違約率若影響到房貸的債權，則也將會影響到抵押型 REITs 的

報酬，而影響到其風險溢籌的情形。 

 

圖 6-3 美國 2005－2007 年房貸季違約率 

資料來源：Federal Reserve Board 

（三）抵押型 REITs 報酬率 

  由圖 6-4 及 6-5 顯示，2007 年年初迄今，美國抵押型 REITs 指數呈下挫趨勢，報

酬率也呈現波動起伏的狀況。根據資料顯示，會有這樣狀況的發生，來自於美國次級

房貸的遞延遲繳及違約率的急速上升的情況，同樣也發生在美國部份抵押型 REITs 的

放款對象上，即便多數美國房貸屬 Alt-A 等級的業者，也因流動性緊縮而不易取得營

運資金（美國住宅抵押投資公司（AHM）即是明顯例子）。由於過去幾年的大量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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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至浮濫，為擴大貸款案件來源以獲取可觀利潤，部分抵押型 REITs 在審核借款人資

格條件時同樣寬鬆，甚至不需提供財力證明或收入證明，便可獲得貸款，以致種下危

機。因此，這也是為什麼當次級風暴發生後，抵押型 REITs 的報酬率會呈現下滑的趨

勢。 

 

圖 6-4 美國 2005－2007 年抵押型 REITs 指數 

資料來源：NAREI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圖 6-5 美國 2005-2007 抵押型 REITs 指數月報酬率 

資料來源：NAREI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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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台灣實證變數台灣實證變數台灣實證變數台灣實證變數 

次級風暴橫掃全球，雖然台灣受創相對微小，但另一方面，儘管國內金融機構本

身沒有承作次級房貸，不過，為了防患未然，了解銀行房貸業務是否有信用過度擴張

的情形是相當重要的。房貸信用過度擴張必須從各個層面來觀察，若是連續數年，相

對成長過快，則可能會有信用擴張的疑慮。 

（一）房屋放款情形 

在本實証中，我們利用房貸放款的月成長率與估計 GDP 月成長率的差額來作為

衡量房貸市場信用擴張程度的衡量變數。圖 6-6 顯示了台灣全體銀行在實証期間，房

屋貸款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之情形，由於本研究以月資料來表示，無法經由連續數年

資料的概況切確得知是否有房貸市場信用擴張的情形，但從圖中可知，在 2005 年 3

月至 2008 年 1 月期間，房屋放款的月成長率在絕大多數月份的時候皆高於 GDP 的月

成長率，所以可得到一個現象，就是台灣的房貸市場信用擴張的速度有較 GDP 成長快

速度的可能性。 

 

圖 6-6 2005 年 3 月－2008 年 1 月台灣全體銀行房貸放款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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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貸違約率 

  在前一章中，我們說明了利用房貸逾放比來作為房貸違約率之替代變數。由於銀

行的獲利主要來自各種類型的放款業務的利息來源，而逾放比代表銀行逾期放款占總

放款額之百分比，若銀行逾放比過高，借款人又不如期償還借款金額時，將會導致銀

行的呆帳過高，對銀行本身將會非常不利。從圖 6-7 可知台灣在實證期間房貸違約率

大致在 2%至 3%之間。 

 

圖 6-7 2005 年 3 月－2008 年 1 月台灣預估房貸逾放比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三）REITs 報酬率 

  由圖 6-8 可看出，由台灣八檔 REITs 所建構出的 T-REITs 指數從第一檔富邦 R1

上市開始到 2008 年 1 月為止之走勢狀況，在 2007 年 5 月底前指數整體呈現上升的趨

勢，但是由於國內發行的案例少，因此從 2005 年 3 月到 2005 年 10 月之指數，僅代表

當時國內唯一的 REIT 案例「富邦一號」之股價走勢。爾後隨著國泰一號、新光一號、

富邦二號等各檔 REIT 陸續上市，使得 T-REITs 指數持續走升。但在 2007 年 6 月左右，

台股各大類股同步走揚，惟獨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REITs 逆勢下挫，因當時公債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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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高，使得固定收益商品吸引力降低，再加上國內商用不動產漲幅不如預期，導致原

本停泊在 REITs 的資金出走，同時原本在 2006 年底曾點名推薦「富邦二號」、「新光

一號」之瑞士信貸在此時看法翻空，亦導致國內八檔 REITs 烏雲罩頂，股票連日下跌

有關。因此，從 2007 年 5 月之後開始，T-REITs 指數開始出現下滑的趨勢，報酬率也

一度下跌至-5%左右。 

 

圖 6-8 台灣 T-REITs 指數 2005/03-2008/01 走勢圖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圖 6-9 台灣 T-REITs 月報酬率 2005/03-2008/01 走勢圖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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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REITs 系統風險系統風險系統風險系統風險衡量衡量衡量衡量 

  當證券市場之大盤受政治、總體經濟、氣候、社會等市場因素影響而波動時，不

動產相關證券價格也將遭受波及，此即所謂「系統風險」或「市場風險」或「策略風

險」。REITs 資產的預期報酬因受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影響，導致實現的報酬不穩

定；在多角化的投資組合時，非系統風險已被分散，但系統風險β值則是難以規避。

若將證券市場上所有資產的投資組合，以每個資產的總市值占市場總值的比例組成權

數，則市場投資組合就如同是整個市場的縮影；而系統風險的表現就是在整個證券市

場的報酬上。即在屬於個別資產的平均風險值已完全被分散，但平均共變數仍將餘留

無法經由多角化分散。 

  根據 1960 年代 Sharpe、Treynor 與 Mossin 等人提出的 CAPM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中的β概念說明。β的數值表示個別資產受到系統風險影響的大小，即當市場報酬率

變動時，個別資產的預期報酬率同時發生變動的程度，稱為市場模式( Market Model )。

REITs 在交易市場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每單位淨值或發行價格，每個交易也會隨大盤

漲跌產生波動。 

  β表示在市場報酬變動時，個別投資計畫或資產之預期報酬率同時發生變動的程

度。系統風險源自總體經濟或政治環境，對所有金融商品共同影響因素，如 CPI 消費

者物價指數、失業率、貨幣供給額成長率等等。β值可能是正值或是負值，可能大於、

等於或小於 1；當β＝0 時，表示系統風險不會對相對應的該資產或投資計劃在報酬上

產生影響。同理，當β值愈大，該資產或投資計劃反應的幅度愈大；例如，β＝1 時，

代表該特定證券報酬率之波動大致與市場報酬的波動一致；當β＞1 時，表示該特定

證券報酬率波動較市場為大，故有較大的風險溢酬；當β＜1 時，表示相對於市場報

酬的變動，該特定證券報酬率擁有較小的波動率，故代表風險也較小。所以，透過β

值風險指數高低可以來衡量金融商品的報酬波動率大小。 

  本節將使用 Sharp 所提出之單一指數模型來估算出美國抵押型 REITs 指數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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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ITs 指數之β值。 

一、美國抵押型 REITs 之系統性風險 

表 6-1：求算美國抵押型 REITs 之β值所採用之變數說明 

被解釋變數 A
REITP  REIT 風險溢酬 

註： 

REIT 風險溢酬＝REIT 月報酬率－十年期公債月利率 

解釋變數 A
SRP  市場風險溢酬 

＝S&P 500 股價指數月報酬率－三個月國庫券利率 

樣本數：36 筆(2005/01~2007/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2：估計美國抵押型 REITs 之β值實證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t 值 P-Value 

截距 -2.792 -3.129 0.004 

市場風險溢酬 1.607** 4.115 0.000 

判定係數＝ 33.3% 

調整後判定係數＝ 31.3% 

              註：***表 P＜0.01  **表 P＜0.05  *表 P＜0.1 

實證結果分析如下： 

  由結果可以看出，美國抵押型 REITs 指數在研究期間所估算的β值為 1.607 大於

1 且為顯著的，表示抵押型 REITs 受到市場因素影響程度(波動度)非常大，受到大盤漲

跌的影響反應也相當大，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抵押型 REITs 是將募集的資金以金融

仲介的角色透過借予房地產開發商或經營者貸款來賺取利息收入，有時亦會向其他銀

行購買不動產貸款或不動產貸款抵押受益證券放入其投資組合貸給房地産開發經營

者，類似於抵押貸款，因此其主要的收入是以利息為主，受利率的影響相當大，例如

當政府宣佈利率加碼或貨幣政策改變時，對抵押型 REITs 之收入皆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當受到經濟面因素影響的時候，抵押型 REITs 報酬波動的幅度會遠大於市場變動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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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根據 Ibboston 統計，1972 年至 2001 年，REITs 與美國股市的β值僅有 0.5，

2001 年至 2005 年 REITs 與美國 S&P 500 大盤β值也只有 0.2 左右。所以若單獨探討

美國抵押型 REITs 之β值，其比美國整體 REITs 市場的β值來得大。 

二、台灣 REITs 之系統性風險 

表 6-3：求算台灣 REITs 之β值所採用之變數說明 

被解釋變數 T
REITP  REIT 風險溢酬 

註： 

REIT 風險溢酬＝REIT 月報酬率－十年期公債月利率 

解釋變數 T
SRP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月報酬率－十年期公債月利率 

樣本數：35 筆(2005/03~2008/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4：估計台灣抵押型 REITs 之β值實證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t 值 P-Value 

截距 -0.247 -0.666 0.51 

市場風險溢酬 0.146** 2.047 0.048 

判定係數＝ 11% 

調整後判定係數＝ 8.3% 

              註：***表 P＜0.01  **表 P＜0.05  *表 P＜0.1 

實證結果分析如下： 

  由表 6-4 得知，台灣 T-REITs 之β低於 1 為 0.146，表示 REITs 受到的市場因素影

響程度(波動度)非常小，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 REITs 的主要投資人以法人為主，且

實證資料所採用台灣發行的 REITs 皆是權益型，投資標的主要為建物本身，其兼具資

本利得與收益穩定之特性，另根據研究顯示，權益型 REITs 與股市和債市的相關性也

較低，因此其股價波動性較低，受到的影響程度會比全體市場小。由此可知，投資權

益型 REITs 可以強化投資組合的效率性並降低風險（分散風險及提高效益）。 

 



 81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信用擴張程度與信用擴張程度與信用擴張程度與信用擴張程度與 REITs 風險溢酬風險溢酬風險溢酬風險溢酬 

  所謂的風險溢酬（risk premium），係指投資者對投資風險所要求的較高報酬率，

以彌補投資者對高風險的承受，這種額外增加的報酬率，稱為風險溢酬。在投資學裡

有所謂的『無風險利率』，通常標的為政府公債或國庫券之利率。因為這些投資標的的

風險幾近於零，因此除了這些標的以外的投資，報酬都必須高於無風險利率，否則投

資者將不願無條件地承受較高風險。而高於無風險利率的額外報酬，就是所謂的『風

險溢酬』。本節主要將利用房貸信用擴張程度及其違約率對於 REITs 風險溢酬的實證

結果與以分析說明。 

一一一一、、、、    美國信用擴張程度與抵押型美國信用擴張程度與抵押型美國信用擴張程度與抵押型美國信用擴張程度與抵押型 REITs 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 

茲將美國實證數據列表如下： 

表 6-5：美國抵押型 REITs 實證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t 值 P-Value VIF 值 

截距 0.122 0.034 0.973  

A
SRP  1.566* ** *** 3.959 0.000 1.008 

A
LMG  0.416 0.703 0.487 1.043 

A
DR  4.266 0.797 0.431 1.048 

判定係數＝ 36.1 % 

調整後判定係數＝ 30.1 % 

註： ***表 P＜0.01  **表 P＜0.05  *表 P＜0.1 

  根據 Menard（1995）及 Myers（1990）所述，當 VIF 值大於 10，則該自變數具

有高度共線性。透過 SPSS 計算各解釋變數之 VIF 值，發現三個解釋變數之 VIF 值皆

小於 10，表示此三個解釋變數之間並無高度共線性的問題，因此可將變數放入實證模

型中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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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6-5 實證結果所示，可知美國抵押型 REITs 風險溢酬可表示為： 

A
REITP ＝ 0.122 + 1.566 ( A

SRP ) + 0.416 ( A
LMG ) + 4.266 ( A

DR )    (A) 

  實證結果可見抵押型 REITs 的風險溢酬為不顯著正的反應信用擴張程度和房貸違

約率的大小。另一方面，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能力有約 30 %，表示其實還可以考慮其

他相關影響抵押型 REITs 風險溢酬的因子。 

  根據此次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發生原因來看，可以得知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因之

ㄧ就是由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用審核標準過於寬鬆，導致次級房貸市場信用過度擴

張，進而當利率不斷上升，導致借款人陸續爆發違約的情形趨於嚴重；另外，市場研

究顯示，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直接衝擊次級房貸業者，抵押型 REITs 則為最大間接受害

者，因為抵押型 REITs，是指將資金向銀行購買不動產貸款抵押受益證券（MBS）等

與不動產債權相關的金融商品，並收取放款利息或相關手續費，發放給投資人。一旦

房貸族沒按時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抵押型 REITs 投資人就可能面臨損失。 

  因此，可以得知房屋市場的信用擴張程度對於抵押型 REITs 來說，是一個隱含的

風險，但投資人往往不會發現這層隱含的危機。因為投資人並非放款的金融機構，他

無法得知此項貸款的所有相關資訊，從而在評估 REITs 的過程中，會發生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現象。當信用過度擴張而導致違約率上升的情形，最後

投資人是無法在事前正確的將此一風險考慮進去，導致在評估資產的時候並不會要求

更多的預期報酬率。 

  如同在 Allen 和 Gale（2000）17所述，房屋市場的過度擴張，提供了房屋價格泡

沫化的的動力來源，房屋價格的攀升帶來的是更進一步的信用擴張加速與房屋價格的

上升，一旦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突然發生劇烈的變化，如房屋價格猛跌，則危機就此發

生，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就是因為這樣而發生的，而發生之後連帶影響的層面便加速進

                                                
17

  詳見本研究第五章第一節研究理論基礎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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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是這樣的發生過程是無法被預知的，因此，投資人當然無法得知此一金融商品

的風險源頭會發生如此的變化，因而在考慮資產價值的時候，而低估的所應要求的報

酬率，同時資產的風險溢酬當然就會被低估了。 

  此外實證結果也驗證了在經過層層包裝的金融商品後，發行機構或是大型投資

人，因為對這些商品有足夠的能力去評估，也知道商品的包裝內容是什麼，可是一般

散戶搞不清楚這些衍生性商品的組成內容，以及中間複雜關係的情況下，一旦投資下

去之後，才發現原來這項商品的風險比預期來的還要大，投資 REITs 也是一樣，尤其

是美國這類的抵押型 REITs 的風險一定來的比其他類的 REITs 還要大，房貸信用擴張

越大，一旦違約率上升，影響的範圍更廣，抵押型 REITs 報酬勢必受到嚴重的傷害。 

  另一方面，在貸款的過程中，由於借款人通常對投資計劃有關的潛在報酬與風險

較金融中介機構（放款者）或是投資者擁有更多的資訊，這種資訊不對稱將導致金融

市場面臨逆選擇或是道德風險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發生進而導致市場失靈，而使資

源的配置缺乏效率。當在金融交易中發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時，代表積極尋

找貸款的人往往有著潛在不良的信用風險，其通常具有隱瞞本身缺點，以順利獲得貸

款的傾向。但由於其願意承擔高利率，放款者極可能將資金借給這些信用不良、風險

較高的借款者，而信用風險較低的借款者反而可能無法借得資金。 

  綜合上述，除了在放款過程當中借款人與放款者之間發生了訊息不對稱的現象，

同時，投資以貸款為標的的金融商品投資人與販賣這類商品的金融仲介機構之間亦存

在著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當金融商品經過聰明的金融機構完美的包裝之後，投資

人已經無法抽絲剝繭，逐一的找出可能的風險來源，此時已經無法正確的做出判斷，

而錯誤的評價了金融商品實際真正的價值。不過，抵押型 REITs 報酬的影響因子還有

很多，如市場利率、相關證券流動性等等，且本身較權益型 REITs 風險來的大，所以

投資人在選擇是否該進入抵押型 REITs 市場的時候，必須再多做更審慎的評估與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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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台灣信用擴張程度與台灣信用擴張程度與台灣信用擴張程度與台灣信用擴張程度與 REITs 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風險溢酬之關係 

台灣實證數據列表如下： 

表 6-6：台灣 REITs 實證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t 值 P-Value VIF 值 

截距 -0.95 -0.269 0.791  

T
SRP  0.118 1.508 0.142 1.042 

T
LMG  0.07031 0.894 0.378 1.134 

T
DR  0.141 0.092 0.927 1.116 

判定係數＝ 8.6 % 

調整後判定係數＝ 0.2 % 

註： ***表 P＜0.01  **表 P＜0.05  *表 P＜0.1 

  透過 SPSS 計算各解釋變數之 VIF 值，發現台灣實證模型中的三個解釋變數之

VIF 值皆小於 10，表示此三個解釋變數之間並無高度共線性的問題，因此可將變數放

入實證模型中進行迴歸分析。 

  根據表 6-6 實證結果所示，可將台灣 REITs 風險溢酬表示為： 

T
REITP ＝ -0.95 + 0.118 ( T

SRP ) + 0.07031 ( T
LMG ) + 0.141 ( T

DR )    (B) 

  由此實證可以得知，兩變數 T
LMG 與 T

DR 皆為不顯著且正的反應在 REITs 風險溢

酬裡。另一方面，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能力只有約 0.2 %，解釋變數對於 REITs 風險

溢酬的解釋能力相當的薄弱。 

  上述的實證結果的理由，可以有以下幾種解釋： 

解釋 1.  在台灣的實證研究裡所採用的資料主要為『權益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根據第四章對台灣八檔 REITs 的介紹中可以得知，此八檔的投資標的主要是以辦公大

樓、零售商場、觀光飯店、商務住宅、倉儲物流、廠辦等不動產本身，主要的收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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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租金和部份的買賣交易利潤，因此報酬主要是來自租金收入和買賣利差。所以權

益型 REITs 的風險來源主要就是深受房地產及整個租賃市場的景氣和經營團隊的影

響，一旦房地產猛跌，除了租金收入跟著下跌，買賣的資本利得減少，投資報酬率也

將會回歸到原本屬於抗跌型的產品特質。所以，很明顯的投資人在評估權益型 REITs

風險溢酬的時候，自然就不會考慮到房貸的信用擴張程度及其違約率，因為權益型

REITs 本身就與房貸市場的無直接的關連，所以實證模型中的兩個變數對於 REITs 風

險溢酬的解釋能力自然就相當的薄弱，或者可以說兩者影響權益型 REITs 的程度相當

的微小。 

解釋 2.  由此次美國次級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可以看出，全球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在次貸危機暴發後呈現疲軟的狀態，雖然抵押型 REITs 與次貸關聯性較高，因此受到

的影響較大而跌幅較深，但是對於是直接持有並經營不動產的權益型 REITs 來說，雖

然基本面相對而言較不受到影響，但在發生次貸風暴這段期間也依然發生跌幅的現

象，這樣的狀況顯示流動性趨緊（尤其是不動產相關放款）導致非專業的不動產投資

人競相撤出此一市場。所以由此一觀點可以看出，不動產市場信用擴張程度也可能會

影響到權益型 REITs 的報酬率。 

  再進一步來說，當貸款違約率過高時，銀行或是政府為了防止違約率會有進一步

惡化的現象，就會開始採取一些措施來預防，而導致信用開始緊縮，此時，投資人對

於未來 REITs 的表現將會有所遲疑，而改變對 REITs 價格的評估，因此投資人的心理

因素也是會間接影響到 REITs 報酬的表現。此外，房貸信用過度擴張及其違約率如果

攀升的話，所造成的影響雖然不會直接衝擊到權益型 REITs 的基本面，但是後續所產

生的景氣衰退、導致民間消費減少、企業營運成本增加、獲利衰退、進而裁員使失業

率升高，再讓消費進一步疲弱...等惡性循環的發生，仍舊會對權益型 REITs 產生一定

程度的影響。 

  只不過往往投資人並不會如此全面性的考慮某一金融商品，而忽略了許多可能連

帶影響風險的因素，訊息不對稱的行為就是這樣發生的，只是訊息不對稱的程度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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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而已。當資訊無法充分揭露的時候，能取得的資訊越少的時後，使得投資人無法進

行客觀的衡量，就會影響投資人的決策。尤其是當該項商品為不動產證券化商品的時

候，如果資訊揭露不完全，增加市場資訊的不對稱，商品的評價一定會偏離其基本面

價值更多。 

  另外，自從次級房風暴後，美國的房價泡沫已經破滅，然而台灣的房市卻呈現不

同的格局。自從 SARS 以來，房價可說是節節高漲，一般研判目前的房價已經來到高

點，然而樂觀人士認為在原物料上漲因素下，未來房價可望持續走揚。加上三通、直

航、開放陸資來台等政策若鬆綁，將首先帶動商用住宅、豪宅等稀有商品買氣，一旦

豪宅房價起漲，就會拉抬預售屋售價，預售屋價漲，將進一步刺激新成屋、中古屋房

價，影響力一層層擴散。但市場上亦有警訊發出，認為近幾年全台房價急速走揚，三

通等兩岸經貿開放，對台灣直接效益仍有待觀察，台灣房價是否也會有泡沫的情形發

生值得注意。所以雖然房價的高漲可能可以帶動不動產的價格攀升，而使得權益型

REITs 的表現頗佳，但是一旦台灣房價如美國一樣發生泡沫化的情形的話，不動產價

格續升的表現，卻是個警訊的出現，因為當房地產或不動產的價格猛跌的時候，權益

型 REITs 買賣的資本利得減少，投資報酬率自然就會減少。 

  所以投資人在投資 REITs 的時候，應該要先行了解自己投資的 REITs 所連結的標

的為何，主動的檢視其投資組合的內容後，再行決定是否有必要進入該項金融商品市

場或進行加碼的動作，以確保投資人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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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美國與台灣美國與台灣美國與台灣美國與台灣 REITs 之相關係數之相關係數之相關係數之相關係數 

  本節將透過實証美國抵押型 REITs 指數報酬率與台灣 T-REITs 指數報酬率之間之

相關係數來探討兩國 REITs 之關係。為了使各市場研究樣本數相同，研究期間為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12 月止，樣本數資料共 34 筆。表 6-7 為美國抵押型 REITs 指數與台

灣 T-REIT 指數原始數列與報酬率的相關係數表： 

表 6-7：美國與台灣 REITs 指數與指數報酬率相關係數表 

 美國 台灣 

美國  0.487** 

台灣 0.256  

備註:左下角數字為指數相關係數，右上角數字為指數報酬率相關係數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達到顯著相關。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達到顯著相關。 

  由上表可以得知，美國抵押型 REITs 與台灣 T-REIT 指數報酬率的相關係數為

0.486，在顯著水準為 0.01 的信賴水準下達到顯著相關，可知兩者指數報酬率之間為顯

著正相關，雖然相關係數小於 0.5；而在兩國 REITs 指數相關係數方面，美國與台灣

之間沒有顯著相關，且相關係數小於 0.3。由實証結果可知，若將資金分散投資在兩國

不同的 REEITs 市場將可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 

  並非所有 REITs 皆與房貸市場有關，其中，權益型 REITs 更是與房貸無直接關。

且房地產主要受地區性的影響，與其他資產的相關性低，且與他國地產的相關性不高。

權益型 REITs 是指以持有房地產物業為主，一般房地產基金投資的是此種 REITs；房

貸型 REITs，則以持有房貸為主，可能是住宅房貸，也可能是商業房貸，因此美國的

抵押型 REITs 與台灣權益型 REITs 的相關程度才會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