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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場現況與相關理論文獻回顧 

第一節  市場現況分析 

國內第一檔 REITs 上市至民國 96 年 5 月底截止，國內共發行八檔

REITs，市場規模達新台幣 584.22 億元，各檔 REITs 資料詳如表 2-1 所示。 

由目前發行的 REITs 中，創始機構大致上可分為兩種類型，一為集團

型，另一為非集團型。其中，富邦、國泰及新光屬於集團型，其餘幾檔 REITs

則為非集團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三鼎為外商所發行的 REITs。 

在各檔規模大小方面，國泰一號規模最大，達 139.3 億元；其次為新光

一號，規模達 113 億元；另外，富邦一號初始發行金額為 58.3 億元，但在

民國 94 年 8 月時，新購潤泰中崙大樓商場部分，使得基金規模達 80.9 億元；

而規模最小的 REITs 為基泰之星，規模僅 24.7 億元。 

國外文獻探討REITs之規模經濟方面，Chan等人(2003)指出REITs成長

至規模經濟的話可能會帶來某些好處，然而REITs若太大，將會使決策者間

溝通困難，則規模經濟的好處會消失。且有證據顯示不動產是地區性的交

易，這與REITs越大越好的哲學相違背，當REITs與股票市場的一般標的相

比，規模是很小的。另外，沒有確定證據顯示小型的REITs成長會優於大型

REITs，卻有證據顯示投資人會為了大型REITs所擁有的資產而願意付更多

的資金。Anderson, Fok, Springer and Webb (2002)等亦發現大部分REITs具有

規模經濟，並發現內部管理與效率呈現正相關，與借貸比例呈負相關，而

REITs在不同不動產類型中作分散投資策略增加了規模效率。Ambrose, 

Highfield and Linneman (2005)研究檢視了成長期望、收入與費用的衡量、收

益率、系統性風險以及資本成本的衡量，來測試REITs的規模經濟，結果顯

示，小型REITs在成長的地區依舊可以獲利，而較大型的REITs則可以有效

地降低成本並增加利潤，所以這可說明公司的大小與獲利性具有直接的關

係，但是並不能誤解成：愈大的REITs愈好，因為有些”管理良好的小型

REITs＂比起＂管理較差的大型REITs＂仍保有競爭優勢。 

在國內文獻方面，何宗益(2003)評估我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規模經

濟，採用 1987 至 2001 年間營建業股票上市櫃公司的資料，分別利用

Translog、Semi-log 及 Quadratic 等三個成本函數模型進行對成本與資產、

股利及負債比率間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以自變數股利及負債比率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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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規模經濟的指標所得到的效果顯著性並不高，而影響規模經濟的最主

要因素為成本及資產。另外，其結果顯示出我國最適個別公司規模約為 125

億至 150 億元之間。反觀目前市面上的幾檔 REITs，發現僅有國泰一號達

到此研究的結果。 

在信用評等方面，大多數 REITs 的評等結果都屬「穩定」範圍，而其

中新光一號信用評等最好，而基泰之星信用評等則較差，可能是因為新光

一號的投資標的組合有做地理上的分散，然而基泰之星發行金額較小，僅

能集中投資於兩棟標的物上所致。 

在投資標的類型與棟數方面，大部分的 REITs 都投資三棟以上標的

物，僅有基泰之星投資兩棟；而 REITs 投資的不動產類型大多為商辦大樓，

其餘小部份投資於旅館、住宅、百貨公司、物流中心及廠辦大樓類型。在

地理位置方面，大多數的 REITs 投資標的物位居大台北地區，僅有新光一

號及三鼎兩檔 REITs 有地理位置分散投資策略，綜上所述，可發現國內大

多數 REITs 不動產投資組合存在地理與資產集中性之風險。 

在不動產管理機構方面，就目前國內各檔 REITs，我們可發現大多

REITs 的管理機構通常與創始機構有密切關係。而根據信評公司指出，有

些 REITs 本身雖然有集團背後的隱性支持，但可能有管理上的道德風險。

由於我國 REITs 實施信託制，如張金鶚、徐驊彬、廖仲仁、江穎慧(2004)

指出，我國信託法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資

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理。對於信託關係層面而言，存在信託業者（委

託人）應該採取內部管理或專業委外（代理人）之代理問題，由於信託財

產之不動產的經營管理涉及專業的知識，目前以銀行信託部門為主的信託

機構似乎無法直接介入經營管理，而須仰賴外部管理機構或委託原來的管

理機構進行物業的管理工作。而通常不委外管理的論點為自己的經營自身

最瞭解，並且可以提升服務及收益的方式，將賺得的利益分給股東，但有

道德風險問題存在，無代理問題的產生；而委外管理則是需要小心代理問

題的發生。目前台灣 REITs 較為人詬病之處在於從信託到內部營運等環

節，幾乎由自家集團所操控，受託機構的中立角色似乎不夠明確，故投資

人及受託機構需更注意道德風險及代理問題。 

在借入款項方面，國內 REITs 債務政策之上限，大致介於基金總資產

價值 25%~35%，比起新加坡、香港、日本及美國而言，國內的 REITs 在財

務槓桿操作上，似乎較為保守。Chan 等人(2003)指出 REITs 比起不動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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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投資人而言有較低的債務比率，但比起其他股票市場上的公司則較

高，實證顯示 REITs 市場有正面的槓桿效應，債務的使用會增加投資人報

酬。而目前市面上 REITs 中，僅有富邦一號舉債融資增購，於發行五個多

月後購入潤泰中崙大樓商場部分，負債比約 28%，而此舉也使得 95 年全年

之基金淨收益率提升 0.78 個百分點，由 3.85%提升至 4.63%5。 

                                                 
5 詳見台北富邦銀行網站 94 年 7 月 25 日新聞稿

http://www.taipeifubon.com.tw/sub_html/news_page/940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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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各檔 REITs 基本資料表 

 富邦一號 國泰一號 新光一號 富邦二號 

受益證券代號 01001T 01002T 01003T 01004T 
受益證券洽 
掛牌處所 上市 上市 上市 上市 

上市日期 94.03.10 94.10.03 94.12.26 95.04.13 

創始機構 富邦綜合證券 國泰人壽 新光人壽 富邦綜合證券

受託機構 臺灣土地銀行 臺灣土地銀行
兆豐國際 
商業銀行 臺灣土地銀行

基金規模 80.9 億 139.3 億 113 億 73.02 億 

信用評等 TWA+/穩定

/TWA-1 
TWA-/穩定

/TWA-2 
TWAA/穩定 

/TWA-1 
TWA+/穩定

/TWA-1 

組合內容 
(投資金額 
比例) 

 

1.富邦人壽大 
樓(55.1%) 

2.富邦中山大 
樓(10.1%) 

3.富邦天母大 
樓(6.8%) 

4.潤泰中崙大 
樓(27.9%) 

1.台北中華大 
樓(12.1%) 

2.台北西門大 
樓(12.6%) 

3.喜來登飯店 
(76.3%) 

1.台南新光三 
越(27.8%) 

2.天母傑仕堡 
(51.6%) 

3.新光國際大 
樓(10%) 

4.台證金融大 
樓(10%) 

1.潤泰中崙大 
樓(51%) 

2.富邦民生大

樓(24.2%) 
3.富邦內湖大

樓(24.6%) 

投資標的類型 

商辦大樓； 
商務住宅 

觀光飯店 
百貨商場 
商辦大樓 

商辦大樓； 
百貨商場； 
住宅+百貨商

場 

商辦大樓； 
廠辦大樓 

不動產區位 大台北地區 大台北地區 大台北地區 
台南 大台北地區 

不動產 
管理機構 

富邦建築經理

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建築經理

股份有限公司

新昕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富邦建築經理

股份有限公司

預估報酬率 約 3.8%~4.03% 約 4.15%~4.19% 約 3.93%~4.07% 約 4.33%~4.27%

借款上限（%）  35% 25%  35% 35% 
資料來源：各公開說明書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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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各檔 REITs 基本資料表(續) 

 三鼎 基泰之星 國泰二號 駿馬一號 
受益證券代號 01005T 01006T 01007T 01008T 
受益證券洽 
掛牌處所 上市 上櫃 上市 上市 

上市日期 95.06.26 95.08.14 95.10.13 96.05.15 

創始機構 美商雷曼兄易 寶來證券 國泰綜合證券 台灣工業銀行

受託機構 台新國際 
商業銀行 臺灣土地銀行

兆豐國際 
商業銀行 

兆豐國際 
商業銀行 

基金規模 38.5 億 24.7 億 72 億 42.8 億 

信用評等 TWA-/穩定 
/TWA-2 

TWBBB/穩定/ 
TWA-3 

F1/穩定/A tw A/穩定 
/tw A-2 

組合內容 
(投資金額 
比例) 

 

1.前瞻 21 大樓

(43%) 
2.香檳大樓 

(40%) 
3.誠品物流大

樓(17%) 
 

1.世紀羅浮大 
樓(52%) 

2.大湖商旅大 
樓(48%) 

1.民生商業大 
樓(51%) 

2.世界大樓 
  (29%) 
3.安和商業大

樓(21%) 
 

1.國產實業大

樓(46%) 
2.中鼎大樓 
  (34%) 
3.漢偉資訊大

樓(20%) 
 

投資標的類型 

商辦大樓； 
百貨商場； 
物流中心 

商辦大樓； 
商務旅館、辦

公店面混合大

樓 

商辦大樓 
 

商辦大樓； 
廠辦大樓 

不動產區位 大台北地區 
桃園 大台北地區 大台北地區 大台北地區 

不動產 
管理機構 

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 

宜陸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國泰建築經理

股份有限公司 
台嘉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預估報酬率 約 4.03%~4.6% 約 4.06%~4.15% 約 4.19%~4.22% 約 4.05~4.3% 

借款上限（%）  25%  25% 35% 35% 
資料來源：各公開說明書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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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理論文獻回顧 

根據貨幣銀行學的資產需求理論，影響投資人將其儲蓄分配於某些特

定資產的因素，將視資產的預期報酬、風險、流動性、財富以及訊息取得

成本而定。爾後，馬克維茲(Harry M. Markowitz)於西元 1952 年提出現代資

產選擇理論，主張應多元化投資，選擇有效率6的投資組合，並以效率前緣

線(Efficient frontier)說明。可知投資者在面對 REITs 投資商品，是否選擇要

將其納入投資組合，其投資考量及意願將受以上所述的幾點因素所影響。 

在國外相關研究部分，如 Sowden and Young(1997)指出 REITs 與股票相

關性很低，此說明了 REITs 是一個加入投資組合很吸引人的避險投資工

具；Glascock , Lu and So (2002)則檢視了 REITs 報酬、通膨率、產業生產力

與貨幣政策的關係，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對 REITs 價格變動有重要的影響效

果，REITs 與通膨呈反向關係僅是一個表象，此結果支持了 REITs 在多樣

投資組合裡，長期而言是一個相當有用的通膨避險工具。Chan 等人 (2003)

指出 REITs 股價上下波動的趨勢與 CPI 指數走勢相似，亦即在某種程度上

跟隨著幣值波動(即通貨膨脹)而變動，表示 REITs 與其他股票相比相對保

值，且大部分時間優於 CPI。Waggle and Johnson(2004)研究則指出，在投資

組合裡加重 REITs 的比例，可以促使投資組合更有效率，而 REITs 的報酬

相當於投資組合佔有 60%債券以及 40%小型股票，在包含 REITs 的投資組

合裡，可以使得年度報酬增加 0.1%~0.4%，卻不會增加額外的風險。Lee and 

Stevenson(2005)亦研究了 REITs 在資本市場投資組合裡的吸引力，結果指

出 REITs 可以提供改善投資組合的能力，且當投資 REITs 的期限愈長，利

益愈多，此乃因為 REITs 與不動產市場的相關度愈高，更能展現 REITs 的

多角化利益的特質；而投資 REITs 的利益，是由於可以同時增加報酬和降

低風險，在低報酬或低風險的投資組合裡，增加報酬的程度大於降低風險

的程度。由以上幾篇國外研究文獻可發現，將 REITs 加入投資組合將使投

資組合更有效率，主要是為了提升報酬與分散風險，而此兩個因素是否影

響投資人對於 REITs 需求的影響因素，這將是本研究探討的問題之一。 

在法人的相關研究部分，Below, Stansell and Coffin(2000)指出法人於

REITs 投資市場裡的重要性日益增加。Chan, Leung and Wang(1998)研究了

法人機構投資 REITs 的行為，研究結果發現，在 1990 年之前法人多投資於

                                                 
6 所謂的有效率係指是極大化長期報酬，極小化風險。亦即在同一風險水準下，選擇較高

報酬的投資組合；在同一報酬水準下，選擇風險較低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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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而 1990 年之後投資 REITs 的比例大大提升，原因在於那時 REITs

表現相當好，且大部分的法人投資 REITs 主要是為了分散風險。Ciochetti, 

Craft and Shilling(2002)利用退休基金、共同基金、保險公司、銀行的信託

部門及基金會從 1993~1998 年對 REIT 的持股，利用 Tobit 模型做實証分析，

以了解這些法人機構對 REITs 的不同偏好，實證顯示法人機構投資者對公

司市值較大且流動性較高的 REIT 有強烈的偏好。Chan 等人(2003)則回顧了

法人機構投資者在 REITs 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法人機構投資者會監

督 REIT 的管理決策，使得 REIT 中代理問題得以減少；法人機構的交易活

動使得更多 REIT 相關資訊得以產生，因而使 REIT 流通性增加、交易成本

下降。因此，他相信法人機構參與的增加對 REIT 市場來說是最正面的發

展。且近年來資料顯示，他們對 REIT 的關注程度已經超越一般股票了，法

人機構投資者的增加進而造成財務分析師的增加，結果增進了資訊的流

通，使得 REITs 市場更透明更有效率。Downs(1998)提出了 REIT 市場是否

具有吸引法人投資者之價值的問題，結論是法人持有對於 REIT 價值有所貢

獻，儘管法人投資者的絕對水準並非決定 REITs 報酬的重要因素，這表示

REITs 中法人持有的增加將表現得更好。Downs(2000)更確認他在 1998 年

的結果，發現法人持份是影響 REITs 報酬的重要因素。 

在國內相關需求研究方面，翁偉翔、張金鶚、陳明吉(2003)從需求面角

度切入，透過投資者問卷調查資料，運用 Logit 模型探討證券化可行性因素

對於投資者購買不動產受益證券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一般投資者認為

受益證券的市場流通性、分散風險的功能愈重要、預期報酬率愈高，對於

未來股票市場情況，以及房地產市場情況愈樂觀，其購買受益證券的機率

愈大。法人投資者則認為分散風險的功能愈重要，以及投資者屬性中主要

投資工具的種類愈多，其購買受益證券的機率愈大。吳明哲(2004)則利用複

迴歸模式來求出影響不動產證券化潛在投資需求之顯著變數，結果顯示通

貨膨脹風險與投資不動產證券化商品是呈負向影響，而稅負優惠性及次級

市場流動性與投資不動產證券化商品是呈正向影響。 

由上可知，國內對於需求面的相關研究僅限於 REITs 尚未發行前的潛

在投資需求，本研究為了解國內發行 REITs 後投資人的行為是否發生變

化，於是將利用問卷調查方式進行研究。由於投資選擇屬於個體的不連續

選擇，不太適宜採用複迴歸方式分析，因此在選擇行為的研究中常利用不

連續選擇理論(Discrete Choice Theory)中的 Logit 模型進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