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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要

市場概覽

台北市大型企業總部需求持續增溫，催生今年以

來金額最大宗交易，由聯強國際、華邦電子、美

安文教基金會及育秀教育基金會，以新台幣63.6億

元，取得南港世界明珠辦公大樓15個樓層，約占

本季交易額新台幣160.3億元之40%。該標的位於

台北市外圍新興辦公區，交易單價達新台幣100萬

元/坪，創當地辦公大樓高價，除反映該大樓量身

訂作成本及冠名權之外，亦顯示台北市核心區可

售物業稀缺，企業總部需求殷切，推升新興區需

求及價格。

第三季投資市場由辦公及工業廠房領軍，分別占

總交易額之45%及39%。工業廠房需求源自於因

應製造業擴產及電商所需之物流中心。其中，樂

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以新台幣25.3億元，取

得百及物流觀音廠，由賣方售後租回，提供穩定

收益，為本季第二大交易金額。除此之外，本季

工業廠房多為新台幣10億元以下之交易，集中於

桃園及台中。

土地市場本季錄得881.2億元交易額，今年以來合

計2,317.8億元，已創歷年交易額新高。本季最受

矚目土地交易為鼎越開發以新台幣372億元，取得

台北市京華城購物中心，為史上最高金額之單筆

交易案。本季主要買家為建商，以台中市及新北

市住宅區土地最受青睞。此外，台北市士林北投

科技園區近期交易頻繁，預期建商購入土地開發

辦公大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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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投資市場交易額達新台幣160.3億元，由辦公及工業廠房領軍，分別占總交易額之
45%及39%。

• 今年以來金額最大宗交易，由聯強國際、華邦電子等以新台幣63.6億元，取得南港世界明珠
辦公大樓，約占本季交易額之40%。

• 今年第四季缺乏高額指標大案釋出，預期全年房地投資交易額將以平盤收關。

• 累計前三季土地交易達2,317.8億元，已創歷年交易額新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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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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金額
(新台幣億元)

季變化
(q-o-q)

辦公 3 71.9 -49%

零售 0 0.0 -100%

廠辦 6 21.4 -58%

工業廠房 11 62.9 -25%

旅館 1 4.1 100%

複合使用/其他 0 0.0  -100%

總計 21 160.3 -43%

台灣投資市場
MARKETBEAT 十月 2019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成交個案

物業 買方 區位 類型 價格 (新台幣億元)

世界明珠辦公大樓
聯強國際、華邦電子、美安文
教基金會及育秀教育基金會

台北市南港區 辦公 63.6

百及物流觀音廠 樂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桃園市觀音區 物流廠房 25.3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廠房 矽品精密工業 台中市大雅區 廠房 6.7

桃園蘆竹廠房 台通光電 桃園市蘆竹區 廠房 5.5

永樂酒店 樂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彰化縣鹿港鎮 旅館 4.2

市場展望

2019年土地市場交易暢旺，前三季交易額已創歷年新高，預期年底挑戰2,500億元。商用不動產方面，

製造業轉單效應持續發酵，辦公室供給仍存在缺口，工業廠房及辦公需求將續航交易動能。今年第四

季缺乏高額指標大案釋出，預期全年投資房地交易額將以平盤收關。

2019年第三季度成交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