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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績效表現衡量 

    投資人於投資決策過程及投資績效之自我評價時，所關切的不僅是投資所獲

取之報酬，同時也在意欲獲得該報酬所必須承受之風險。最簡單的績效衡量方式

乃是以報酬率來表示，但此種方式缺乏風險之考量，較無法正確反映該投資之績

效表現，更無助於投資人選擇合適的投資組合。因此，有學者提出各種不同的績

效衡量方式（Treynor,1965；Sharpe,1966；Jensen,1968），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1為

基礎，用風險對報酬率作調整，故稱風險調整績效（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傳統上，以 Treynor Ratio、Sharpe Ratio 和 Jensen alpha 三種指標為主，Sharpe Ratio

表示承擔每單位風險（標準差）所得到的超額報酬，指標值越大代表績效越好；

Treynor Ratio 表示承擔每單位市場風險所得到的超額報酬，指標值越大表示績效

越好；Jensen alpha Index 表示績效表現超越其所承擔的市場風險所應得報酬的額

外部分，當其值大於 0，表示該投資組合有超越市場投資組合的優異績效。 

    Chan, Hedershott and Sander（1990）、Glascock（1991）、Matysiak and Brown

（1997）、Wang and Erickson（1997），運用Jensen alpha方法分別衡量REITs與不

動產類股，研究結果分別指出REITs或不動產類股無法提供優於市場組合的報

酬；Redman and Manakyan（1995），以Sharpe Ratio指標衡量48檔REITs之績效；

Howe and Shilling（1990）、Joseph et al.（2004）更以Jensen alpha、Sharpe Ratio

及Treynor Ratio等三種方法來衡量REITs之績效表現；Graeme et al.（2005），也以

此三種指標來衡量REITs與不動產類股表現。上述文獻均將風險調整後之績效衡

量方式，應用於REITs或不動產類股之討論上。 

    此外，Ibbotson（1975）指出初次上市發行股票（IPO）上市後通常享有顯著

異於零短期超額報酬之實證結果，自該篇論文問世後，IPO短期超額報酬現象及

其成因，乃受到世界各國學者廣泛的注意與重視。IPO出現超額報酬的反常現象，

在學術的財務金融文獻中已有相當的引證，然而過去亦有研究認為，IPO出現超

額報酬的現象，在REITs這項資產中並無被發現（Wang,Chan and Gau,1992；Balogh 

                                                 
1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乃是用來說明市場上的價格是如何被

決定的，模型的主要貢獻在於界定個別資產和市場報酬之間風險與報酬之替代關係。（鍾惠民、

吳壽山、周賓凰、范懷文，2006，財金計量，臺北市：華泰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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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rgel,1992）。而本文欲針對台灣目前上市公開發行之7檔REITs IPO進行檢

驗，驗證其與過去研究結果異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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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不動產投資信託指數 

    美國國家不動產投資信託協會（NAREITs）建立 REITs 指數，該指數是目前

唯一包括全部在紐約證券交易所、納斯達克和美國證券交易所上市交易 REITs

的綜合指數。NAREITs 除了提供綜合的 REITs 指數之外，也提供權益型(Equity 

REITs)、抵押型(Mortgage REITs)及混合(Hybrid REITs)的 REITs 指數，上述指數

均以 1971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期，基期指數設定為 100。另外，於 2000 年 1 月，

NAREITs也選出50檔REITs，運用此50檔REITs之股價編製NAREITs Real Estate 

50 指數。其中，NAREITs 指數之計算方式為： 

)1(1 ttt RIndexIndex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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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公司數目， tR ：當日收益率， 1, −tiP ：公司在前日之股價，  

    1, −tiN ：公司在前日之股數。 

    在亞洲方面，日本東京證券交易所於 2001 年 3 月開設 J-REITs 市場，日本

的 REITs 相關指數，有由日本住友信託基礎研究所建立的 STBRI J-REITs 指數，

此指數乃以 J-REITs 全部之股票為對象，於 2004 年 10 月公布。基本上，其與美

國 REITs 代表之指數－NAREITs 指數算出之方法相同。除此之外，最能代表

J-REITs 市場的指數應為東京證券交易所於 2003 年 4 月公布東證 REITs 指數

（J-REITs 指數），就上市於東京證券交易所之全部 REITs 股票為對象，J-REITs

指數的建立與東證股價指數（TOPIX）採相同之算出方法2，均使用為資本加權

的方式計算。J-REITs 指數以 2003 年 3 月 31 為基期，基準時的市價總額為依 2003

年 3 月 31 日之收盤價算出之市價總額為準，基期指數設定為 1000，於 2003 年 4

                                                 
2 東證股價指數，表示東證市場第一部市價總額動向之股價指數，以於東證市場第一部中所交易

之全部商品為計算對象，其計算公式為：TOPIX=（本日東證市場第一部之市價總額 ÷ 基準市價

總額）× 100。資料來源為東京証取引所，http://www.tse.or.jp/market/topix/calcu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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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首次公布。計算方式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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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公司數目， tiP , ：公司在該日之股價， tiN , ：公司在該日之股數， 

0,iP ：公司在基期之股價， oiN , :公司在基期之股數， ( )∑
=

×
n

i
ii NP

1
0,0, ：基值。 

美國 NAREITs 指數、日本東證 J-REITs 指數，均可準確的反映該國 REITs

市場之情況。台灣目前亦有多檔 REITs 發行，但是卻仍然缺乏此類指標，國內過

去在討論 REITs 表現方面，大致以台灣營建類股資料作為 REITs 資料之替代，或

以美國 REITs 資料為研究檢定的客體，作為台灣 REITs 表現之參考指標，亦即由

於國內缺乏此類指標之情況下，造成過去學術上研究有不足之處。因此，本文參

考美日之 REITs 指數以及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之編制情況，進行編制

T-REITs 指數，並透過指數的建立，衍生更廣泛之討論與研究。 

 

 

 

 

 

 

 

 

 

 

 

                                                 
3 資料來源為東京証券取引所，http://www.tse.or.jp/market/topi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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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投資組合理論與相關研究 

ㄧ、現代投資組合理論 

馬可維茲（Markrowitz,1952）提出現代投資組合理論的主要意涵為，透過資

產間的組合，使相同的報酬水準下降低投資風險，或相同的風險下提高投資組合

報酬，亦即認為投資者可以藉由增加投資相關係數較低之標的，以降低投資組合

風險，獲得多元化投資效益。可利用平均數－變異數準則（MVC）進行投資分

析，MVC模型之意涵為「同一風險水準下，投資者希望期望報酬率愈大愈好；

而在同一期望報酬率下，則希望風險愈小愈好。」，符合條件之效率投資組合，

即構成投資機會集合，且此集合所構成的曲線稱為效率前緣（Efficient Frontier）。

而效率前緣之曲度，會隨著投資組合中標的報酬率標準差及標的間之相關性不同

而有所差異。投資人利用代表其偏好之效用函數與效率前緣，來決定最適的投資

組合，且最適投資組合是在效率前緣上。而多元化投資乃是為了降低不必承擔的

風險，若是資產之間的相關係數太高時，表示投資組合並沒有發揮降低風險之效

果，因此在進行投資組合分析時，應慎選彼此之間相關係數愈小之資產，以達到

多元化投資的利益（diversification benefits）。 

二、REITs 商品特色 

在 REITs 的商品特色方面，Lowy(1999)認為 REITs 相較於傳統方式投資

不動產，其優勢主要在於 REITs 的市場流動性高且具有多樣化的產品選擇，

提供小額不動產投資者作為投資組合工具，分散不動產投資風險以及具有穩定

並定期的收益分配。Hudson Wilson、Fabozzi、Gordon（2003）認為將不動產

加入投資組合有助於提升投資組合績效。個人投資人對於投資不動產往往有所

遲疑，乃因投資不動產須經歷複雜且冗長評價過程以及不動產流動性不佳等問

題，然而因為 REITs 的興起，從此投資人得以毋須面臨投資實質不動產之困

擾，藉由投資 REITs 參與不動產市場投資，以擴大其投資範圍，獲取提升投

資績效機會。另外，張金鶚（2004）討論 J-REITs 報酬和風險，指出若依據東

證 REITs 指數、東證マザーズ指數、東京日經 TOPIX 指數、不動產業股票指

數等各家指數相比，得到結果為東證 REITs 指數的標準偏差最低，得到 J-REITs
為一有穩定收益及低風險的投資商品。上述研究均指出 REITs 確實存在著產

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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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EITs 市場與其他市場之互動 

    REITs 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是否有互動關係，對於一些投資人的投資決策而

言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Li and Wang（1995）利用共整合檢定方法討論 REITs

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關係，並指出二市場間有共整合關係，Ling and Naranjo（1999）

針對美國不動產市場與股票市場之間是否具有關係作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REITs 和股票市場之間是具有整合關係的，且整合程度在 1990 年代大幅增加。

Wilson and Okunev（1997）研究 REITs 與 S&P500 之間的關係，結果指出兩者具

有共整合的關係存在。John et al.（2000）利用共整合方法檢驗 REITs 和其他股票

之間的長期經濟關連性，實證結果顯示自從 1990 之後， REITs 的行為愈來越像

股票，越來越不像債券，並且指出將 REITs 加入投資組合的多角化利益在 1992

年以後已經漸漸減弱。而陳彧如（2005）檢驗 2003 年 4 月到 2004 年 9 月間美國、

澳洲、日本以及新加坡的不動產投資信託對於投資組合多角化的影響，利用共整

合方法來檢驗其各市場間長期經濟上的關連性，研究結果指出，在研究期間內此

四國的 REITs 市場與股票市場，均不具有共整合關係，並說明將 REITs 加入投

資組合中，可以獲得多角化利益。 

四、REITs 加入資產配置 

    在將 REITs 加入資產配置方面，有不少相關研究皆證實 REITs 能夠提供多

樣化的利益，當 REITs 被納入一個資產混合的投資組合，能夠改善投資組合的

風險及報酬條件。NAREITs4指出 REITs 提供吸引人的風險/報酬，REITs 的收益

與其他投資商品的關聯在過去 30 年已經減弱，將 REITs 加入投資組合中不僅可

以增加投資組合的多樣性，並且可以增加報酬或降低風險。 

      Sowden and Young(1997)認為 REITs 相對於股票市場的波動性較小且法定

配息高，故能在資本市場佔有一席之地，而且由於 REITs 與其他股票相關性很

低，對於加入投資組合來說，是一項很吸引人的投資工具；此外，雖然 REITs

與股票市場是低相關，但是呈現正相關，這代表當股票市場下跌時，REITs 亦會

                                                 
4參考 NAREIT－Diversification Benefits of REITs，http://www.investinreit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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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跌，但股票市場上漲時，REITs 可能會上漲。Chen and Peiser (1999)利用

REITs 和 S&P 500、S&P Mid-Cap 400 指數，比較 REITs 和大盤指數的變化，指

出所有 REITs 的 Beta 值都很低，顯示受大盤的影響程度很低。Rosen（2001）指

出而 REITs 和 S&P500 的相關係數很低，僅約為 0.2。Chen, Erickson, and 

Wang(2003)從歷史經驗以及過去的數據資料來看 REITs 報酬與風險，均顯示

REITs 有收益穩定、具對抗通貨膨脹的功用，且納入投資組合時，可明顯的提高

利潤降低風險，因此 REITs 在美國是一件值得投資的標的，並指出多數的研究

均表示 REITs 與股票市場的相關性極低。Lee and Stevenson(2005)研究了 REITs

在資本市場投資組合裡的吸引力，研究指出 REITs 可以提供改善投資組合的能

力，當投資 REITs 的期限愈長利益愈多，投資 REITs 的主要利益乃是 REITs 能

展現多角化利益的特質，增加投資組合的報酬或降低風險。 

    Hendershott and Sanders(1990)發現REITs的投資報酬高低受到通貨膨脹風險

影響甚大，而不同 REITs 類型之間其避險程度也不同，但整體而言 REITs 的投

資風險，相較於其他股票投資則顯得較低。Glascock (2002)也檢視了 REITs 報酬

與通貨膨脹率的關係，結果顯示 REITs 與通膨呈反向關係僅是一個表象，支持了

REITs 在投資組合裡，是一個相當有用的通膨避險工具。Zietz, Sirmans and Friday 

(2003)認為多樣化投資可提供不動產投資組合配置之彈性，並建立投資決策中，

風險與報酬抵換之關係，而 REITs 與股票間之轉換，能改善風險與報酬，達到

分散風險的效果，研究亦指出以正面報酬來看，不論是 REITs 之高風險與低風

險報酬，都高於國庫券利率，另外關於美國 REITs 的避險能力，研究發現投資

REITs 有收入穩定性與規避通貨膨脹風險的好處，亦即證據顯示 REITs 能規避長

期通貨膨脹風險，相對於股票提供較佳的避險能力。張金鶚(2004)指出美國 REITs

與其他投資工具相關性低，且與總體經濟指標 CPI 趨勢同步變化，可見在通貨膨

脹避險及投資組合避險選擇時，REITs 都是良好避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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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前節文獻，分別討論了不同國家以及不同時間之下 REITs 在市場上的表現，

也比較 REITs 與一般股票、 REITs 與其他證券形式不動產的表現，由上述相關

文獻之歸納，我們得知雖然 REITs 的報酬並不特別優於一般股票或其他投資工

具，但是它是可以放入投資組合裡面，以達到分散風險的作用之投資工具。 

    此外，由上述相關文獻可知，REITs 市場與股票市場間是否具共整合關係，

文獻並無一致的實證結果，歸納其背後原因，推測乃因研究地區特性、資料限制

等不同而出現相異的結果。但若 REITs 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確有關係存在，則各

資產之間將產生替代性，且各資產的價格也會彼此交互影響，造成相關市場的價

格波動，此時若投資人同時投資於此二市場，其所能獲得的分散風險效果將會相

當有限；但若此二市場之間並沒有關係存在，亦即分散資金投資於不同市場，將

可為投資人帶來顯著的分散風險效果。 

    綜觀上述各國過去對於不動產證券化的相關研究，討論甚廣。其中有針對

REITs 商品特性進行研究者，亦有將現代投資組合理論（MPT）運用於資產配置

的議題，包括將 REITs 加入各種有價證券、債券等固定收益商品之組合，討論風

險分散效果者。由以上國內外相關文獻可發現，將 REITs 加入投資組合將使投資

組合更有效率；然而在國內 REITs 是否會得到與國外相同的結果，這也將是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之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