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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投資市場交易額達276.9億元，較上季大幅成長近68%，以辦公及工業廠房交易最熱
絡。

• 本季交易以台北市精華區辦公大樓為主，其中最大額交易為國票金控以51.3億元購入華固亞
太置地商辦大樓。

• 土地市場交易熱絡，上半年交易額達1,431.1億元，已達去年全年土地交易額之80%。本季
最受矚目土地交易為台北市信義計畫區D3地塊，由元利建設以112.6億元取得。

• 預期在製造業轉單效應、辦公室供給緊俏的情況下，工業廠房及辦公需求將持續暢旺，有助
於續航下半年市場動能。

市場概要

市場概覽

本季續航2018年大型企業總部的強勁需求，並受

惠於製造業轉單及擴產效益，今年第二季投資市

場由辦公及工業廠房領軍，單季交易額達276.9億

元，較上季大幅成長68%，其中辦公及工業廠房

交易額分別約占全季之51%及30%。

大額交易以台北市精華區辦公大樓為主，買家以

金融產險業作為企業總部之用。此類大額交易包

括國票金控以51.3億元購入華固亞太置地商辦大樓

面積約5,900坪、泰安產物保險以37.7億元取得長

春金融大樓，及萬海航運以14.2億元購置太平洋商

業大樓作為新總部，面積約1,700坪。觀察近期企

業購置辦公大樓自用仍頻，市場可售物業稀缺之

下，預期未來辦公市場交易將繼續升溫。

工業廠房表現亦不遑多讓，交易集中於北台灣之

工業重鎮，以新北市及桃園市為主。隨電子業產

能擴張及研發團隊擴展，指標大廠如台達電子及

華碩分別於本季以25.7億元及14.2億元，購置中壢

工業區廠房及淡水廠房。

土地市場熱絡，本季交易額錄得807.7億元，上半

年合計1,431.1億元，已達去年全年土地交易額之

80%。本季主要供給來自公部門之住宅區及商業

區土地標售，建商為主要買家，交易集中於桃園、

新竹及台中。惟本季最受矚目土地交易為台北市

信義計畫區D3地塊，由元利建設以112.6億元取得；

該地正對台北101大樓，未來開發效益可期。

經 濟 指 標

Q4 2018 未來一年預測Q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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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梁行是全球領先的房地產服務
商，遍佈全球70多個國家，擁有
48,000名員工，在大中華區設有20

家分公司，通過兼具本土洞察與全
球視野的房地產解決方案為客戶和
投資者創造更大價值。2017我們一
舉攬獲《歐洲貨幣》雜誌四項年度
大獎，在評估、代理、研究及綜合
實力等多個領域名列前茅、獲得殊
榮。戴德梁行是全球最大的房地產
服務運營商之一，年營業收入達69

億美元，核心業務包括租賃代理、
資產服務、資本市場、設施服務
(C&W Services)、全球企業服務、
投資及資產管理(DTZ Investors)、
專案管理、租戶代表以及估價及顧
問服務。更多詳情，請流覽
www.cushmanwakefield.com.cn或
關注我們的微信（戴德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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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數量
(筆)

金額
(新台幣億元)

季變化
(q-o-q)

辦公 10 140.9 488%

零售 1 3.2 -56%

廠辦 3 44.4 -2%

工業廠房 11 83.6 148%

旅館 0 - 0%

複合使用/其他 1 4.8 100%

總計 26 276.9 68%

台灣投資市場
MARKETBEATS 七月 2019

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成交個案

物業 買方 區位 類型 價格 (新台幣億元)

華固亞太置地商辦大樓 國票金控 台北市中山區 辦公 51.29

長春金融大樓 泰安產物保險 台北市中山區 辦公 37.69

太平洋商業大樓 萬海航運 台北市大安區 辦公 14.20

中壢工業區廠房 台達電子 桃園市中壢區 廠房 25.68

淡水廠房 華碩 新北市淡水區 廠房 14.20

市場展望

2019年土地市場交易暢旺，上半年交易額已達1,431.1億元，已突破十年均線1,290億元，今年全年

交易額可望挑戰歷史新高。商用不動產方面，在製造業轉單效應、辦公室供給緊俏的情況下，工業廠

房及辦公需求將持續增溫，有助於續航下半年市場動能。

2019年第二季度成交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