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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近年來「不動產證券化」陸續於全球金融體系中蓬勃發展，學術上對於不動

產證券化，特別是不動產投資信託1方面，於各國均有廣泛的討論，尤其是將不

動產證券化納入資產配置方面之實證研究（Booth,2002；Glascock ,2002；Lee and 

Stevenson,2005；Waggle et al.,2004）。台灣第一件不動產投資信託案件「富邦一

號」於 94 年 2 月募集完成，並於同年 3 月 10 日上市，台灣不動產投資信託商品

（以下簡稱 REITs）發行至今已屆兩年，從 REITs 上市所造成大量的超額認購2的

盛況顯示，一般社會投資大眾3與法人機構4對於投資 REITs 的需求逐漸興起5，

REITs 顯然將成為一項重要的投資工具。國外不動產投資信託制度推動已久，研

究面向相當廣泛，從制度法令、組織架構、投資組合、預測能力、規模大小、投

資績效，都有相當豐富之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國內針對 REITs 的相關討論中，於

法令面、制度面討論者甚多，針對市場實際表現之討論則顯相當缺乏，少有以投

資人的觀點出發之研究。就投資觀點而言，資訊的取得是影響投資需求以及資產

                                                 
1不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構想源自共同基金（Mutual Fund），以證券化

方式來表彰不動產的價值，證券發行後可以在次級市場上交易流通，投資者可隨時在集中市場上

或店頭市場上買賣證券，有助於資金的流通，消除了過去不動產流動性及變現性不佳的問題。其

證券化形式主要為股票或受益憑證，依組織方式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募集而來的基金本身非

課稅之主體，然其機構之組織方式、資產內涵、收益來源、收益分配等需符合嚴格規定，而投資

人則可依本身之條件，於證券市場選購合適之證券參與不動產投資。 
2回顧 2005 年台灣的 REITs 發展，從國內第 1 檔 REITs-富邦一號、10 月初上市發行的國泰一號，

乃至於今日甫上市發行的新光一號，無不造成投資人的申購熱潮與話題。(新光人壽新聞稿 )。 
3新光一號自 11 月 23 日開始公開募集後，造成投資人熱烈認購。其募集完成後投資人總數達 1
萬餘人，其中 10 萬元以下散戶投資人就占了 6 成以上，100 萬元以下的投資人更高達 9 成。(新
光人壽新聞稿 ) 
4聯發科董事會通過以五億元向兆豐商銀取得國泰二號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REITs）五千萬單

位，每單位十元，取得目的為短期投資。 (工商時報，2006 年 9 月 20 日) 
5富邦一號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宣佈募集成功，超額認購金額高達 5 倍，個人與法人投資者的

比重約為 6：4。富邦二號 REIT 宣佈募集成功，超額認購金額達 3 倍。根據富邦集團不動產證券

化小組的統計，法人投資者的比重約為 55%，個人投資者的比重為 45%，顯見收益、投資風險

相對穩定的 REIT 不僅大受散戶的青睞，也是深獲國內外專業法人肯定的投資工具。（富邦 REITs
網站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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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關鍵因素6，惟目前針對不動產證券化市場實際狀況之研究實為少數，並

且現今有關不動產證券化之相關資料分析稍嫌零散，而缺乏統一且宏觀之指標或

數據。因此，造成一般大眾投資者不容易直接且深入瞭解其運作狀況，而無法以

有系統且明確之思維分析此產品。據此，不論自學術抑或實務上之角度而言，針

對不動產證券化於國內施行的狀況進行研究，均有其必要性。 

REITs 市場的報酬風險表現關係著投資者的購買意願，而且國內各檔 REITs

是否具有競爭能力不僅對於投資者是為重要，對整個不動產投資信託市場的成功

與否更是關鍵。有鑑於此，本研究針對國內發展情形來進行研究，歸納不動產證

券化市場目前的重要課題為，台灣目前已上市的各檔 REITs 之表現情況為何？台

灣 REITs 市場的整體表現情形為何？但均未被加以深入討論，因此本文認為對於

目前上市之各檔 REITs 以及整體 REITs 市場進行實質上的分析研究，有其相當之

必要性。 

另外，某股票漲或跌等類似之資訊於股票市場中所常見，此乃表達個別股票

或各檔 REITs 之股價變動狀況，但欲瞭解整體市場的走勢與概況，則必須透過一

個綜合性且能代表整體股價水準變動情形的指標來表達，如美國 NAREITs 指

數、日本東證 J-REITs 指數等，均可正確地反映該國 REITs 市場之情況。台灣除

上述富邦一號外，尚有多檔 REITs 發行，截至 96 年 2 月共計七檔 REITs 掛牌上

市，惟如前述，目前仍缺乏 REITs 相關整體市場性之指標，使得投資人不易明確

掌握國內整體 REITs 之市況，而無相關投資參考之據，因此，建立能反映台灣

REITs 市場之指標，顯然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7，故本研究欲編制 T-REITs 指數，

盼能提供投資者參考8，進而降低資訊取得成本，促進市場之效率。 

    台灣 REITs 的發展除了受政府推動之原因外，主要更由於其他投資商品吸引

                                                 
6翁偉翔、張金鶚、陳明吉（2003）指出有相當比例的投資人者，對於市場上不動產證券化之市

場資訊認為不夠充分，並指出提供更詳細的產品介紹，以及證券化相關知識，將是刺激潛在需求

的方法。 
7外資法人表示，台灣 REITs 市場應有機會組成 T-REITs 指數，讓台灣 REITs 市場更國際化，注

入更多海外資金。（經濟日報 2007 年 2 月 28 日） 
8台灣應有自己的 REITs 指數，可以在營建類股指數、國泰不動產指數之外，提供另一個衡量不

動產市場發展與投資操作參考的指標。因此新壽證券除了繼續鎖定 REITs 主辦承銷外，也將在

未來編列 REITs 指數，廣泛提供各種相關資訊，讓投資人能有更完整、透明的資訊。（經濟日報

2006 年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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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不足之需求面因素，而促使台灣 REITs（以下簡稱 T-REITs）市場的發展。因

此，本文欲瞭解 T-REITs 納入投資組合資產配置之可行性，於投資組合理論之基

礎下，針對目前台灣發展狀況，探討 T-REITs 與其他股票表現之差異及互動關

係，並分析 T-REITs 是否可以降低投資組合風險，而獲得多元化投資效益。 

二、研究問題 

綜合上述，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歸納如下： 

(一) 台灣目前上市之各檔 REITs 之表現情況為何？ 

(二) 台灣 REITs 市場的整體表現情形為何？ 

(三) 於投資組合理論之基礎下，將 T-REITs 納入投資組合資產配置之可行性為

何？並以共整合理論為基礎，探討 T-REITs 與其他股票表現之差異及互動關

係，分析投資 T-REITs 是否獲得多元化投資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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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一) 理論與文獻回顧 

首先整理各國不動產投資信託表現等相關文獻，歸納出與本研究相關部分作

為說明本文的研究主軸，其次回顧國內外關於不動產投資信託指數之編製情形，

作為本文之參考基礎。其中透過投資組合理論以及相關文獻之回顧，作為本文討

論將不動產投資信託納入投資組合可行性之理論基礎。 

(二) 實證分析 

將資料樣本進行基本的敘述統計，並依據相關文獻及理論建立實證方法。於

本文 T-REITs 與其他股票表現之互動關係方面，乃採用共整合方法作為本研究之

模型，並運用統計軟體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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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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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範圍 

ㄧ、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緒論，包含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以

及架構；第二章為理論與文獻回顧；第三章為研究資料與國內各檔 REITs 表現分

析，說明資料來源並進行分析；第四章為台灣不動產投資信託（T-REITs）指數

之建立與表現；第五章為 T-REITs 納入投資組合之可行性；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 

二、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資料時間選取為從 94 年 3 月 10 日至 96 年 2 月 28 日。以 94 年 3 月

發行的富邦一號、9 月發行的國泰一號與 12 月發行的新光一號、95 年 3 月發行

的富邦二號、6 月發行的三鼎、8 月發行的基泰之星與同年發行的國泰二號，共

計七檔 REITs 為研究對象。由於台灣不動產投資信託商品迄今發行時間為兩年，

本文主要的研究限制為於資料時間尚短之情況下，就現有資料進行檢驗，而使目

前研究之成果有所不足；雖然如此，投資者在面對 REITs 這項新的投資商品選

擇時，必定關心從發行至今這段期間之下的市場表現情況，因此本研究雖囿於資

料時間尚短之限制，但仍無損研究結果所反映出市場概況之意義。 

三、資料來源 

    本研究之各檔 REITs 基本資料乃取自各檔 REITs 之公開說明書。而各檔

REITs 之股價報酬率、市值與收盤價之資料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之「台

灣財經資料庫」；營建類股股價指數、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亦取自「台灣經濟新

報資料庫」之「台灣財經資料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