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上旬 12/1~12/10 中旬  12/11~12/19 下旬  12/20~12/31

觀察國際經濟情勢，受到投資放緩影響，美、中第三季經濟成長表現不如上

季，歐元區第三季經濟成長則維持與上季相同水準。在國內方面，儘管傳統

產業出口與接單表現較9月為佳，令傳統產業廠商對當月景氣看法略有轉好，

惟整體改善幅度仍有限。營建業方面受惠於先前延遲開工的建築將陸續釋

出，且建築標工程收入認列趨增，使得營造業廠商對於未來半年景氣看法轉

趨樂觀，加上10月房市交易熱絡，使得不動產業廠商看好當月景氣。

商 用 不 動 產 部 分 ， 信 義 計 畫 區 地 上 權 土 地 標 售 再 傳 捷 報 ， 南 山 人 壽 以

159.81億元的權利金得標信義行政中心，換算每坪權利金單價744萬元，容

積單價132萬元，創下信義地上權案歷史單坪新高。去年台北兩大地上權案，

空軍活動中心以及中正區成功段地上權成功脫標後，炒熱市場氣氛，地上權

案重獲關注，金融、壽險業擁有充分的資金，對於台北精華地段的土地投資

可說是毫不手軟。住宅方面，六都買賣移轉棟數為2.14萬棟，分別月增

20%且年增13%，一方面除了市場交易持續回溫外，部分區域也受到新成屋

交屋導致移轉棟數增加，整體而言市場仍延續買氣回流。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11     (三)   【標售】

高雄「特貿三」地上權

       12/18     (三)   【標售】

高雄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及

區段徵收區標售地

       12/20     (五)  【標售】

皇翔中山捷運大樓部分樓層

       12/18     (三)   【標售】

遠東鴻運計劃大樓 7F,7F-1,7F-5

摘要

地上權受市場關注  金融、壽險業加碼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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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二)   【標售】

新店中央新村北側及

金山地區市地重劃區

       12/9     (一)    【標售】

松江南京站2、3號出口地上權

       12/26     (四)  【法拍】

新店區太平路26號平房-2拍

       12/10     (二)  【標售】

國產署南區分署108年度招標

第16批國防部委託標售

總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2號11樓

商仲一部  02-2758-8699

投資一部  02-2729-8800

投資二部  02-2722-8686

顧問發展部  02-2720-8896
    
 
松山營業所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76號

商仲二部  02-2751-6000

內湖營業所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3-1號

工業地產部 02-2659-2828

桃園營業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05號20樓

工業地產部 03-339-5888



內政部發布最新函釋，就《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已申請事業計畫的都更案，只

要依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並依建築期限完工，也可適用更新後房屋稅減半徵收

延長十年、及協議合建的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減免，讓已提出申請或程序中的都更

案件也能享有優惠，減輕地主負擔。新版都更條例今年初上路後，都更步調已經

逐漸升溫，內政部也定調明年都更將會大爆發。

都更優稅  修法前申請案適用

#法規 #政策 #都市更新條例

台北市內湖五期重劃區現存400餘戶「工業宅」問題多年未解，北市府現在決定

不讓「就地合法」，不讓工業區當住家，該區455戶限期11月30日前必須完成改

善，否則將開罰6萬元，若還未改善再罰30萬元，最重斷水斷電。內湖五期重劃

區面積40.2287公頃，，鄰近內湖科技園區，還有許多名人、藝人居住。但部分

土地屬工商混合區，依法不能做住宅用，但違規狀況多年未解。

內湖五期重劃區工業宅  北市確定開鍘

#法規 #政策 #內湖五期 #工業宅

財政部發布最新解釋令，放寬房地交易舊制案件的綜合所得稅重購退稅適用範

圍。官員表示，過去納稅人換屋時若是由直系親屬設籍以符合自住條件，該直系

親屬必須同時是受扶養親屬；但財政部放寬後，報稅時未列受扶養直系親屬若在

當地設戶籍，也視為符合自住條件，明年5月綜所稅申報期間就可適用重購退稅。

換屋重購退稅  優惠放寬

#法規 #政策 #重購退稅

北市府為了逐步實現居住正義的理念，積極研議房屋稅制改革，包括全國單一自

住房屋稅基折減提高為50％、包租代管社會住宅房屋比照單一自住房屋折減其房

屋稅基50％、除違章建築外之5層樓以下設有電梯將不再加價課徵房屋稅等，將

自2020年7月1日起實施，影響2021年5月開徵的房屋稅。為落實量能課稅原則，

決議維持新標準單價房屋現行緩漲機制。

5大變革  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審議通過

#法規 #政策 #房屋稅制改革

行政院日前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其中，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以中小企

業發展基金匡列200億元額度的貸款銀行手續費補貼，目前申請額度已達329億

元，額度遠遠不足，行政院可望於近日宣布再加碼至少200億元，以鼓勵根留台

灣的中小企業持續投資台灣。根據方案，設有智慧產業的中小企業，有資格申請

優惠貸款，享有銀行手續費1.5%補助，為期最高五年。

中小企投資台灣 補貼加碼

#政策 #投資行動方案 #中小企業

政府
建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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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士科園區周邊擁有全台灣最密集的醫療產學資源，並有資通訊大廠總部設立，

為掌握產業發展趨勢並有效結合周遭資源，北士科園區以「智慧健康醫療跨域園

區」作為發展定位，規劃「智慧健康醫療」及「數位技術服務」兩大產業發展主

軸，並以T16、T17、T18市有科專用地作為示範基地，面積8.38公頃，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開發，開發權利金近87億元，預定明年3月2日截止投件。

北市打造智慧醫療園區

#開發建設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智慧醫療園區

捷運三鶯延伸八德段可行性研究報告書今天獲行政院核定，後續將接續辦理綜合

規劃、基本設計、環境影響評估等工作，預計2年完成綜合規劃核定，於綜合規劃

核定後7年完工。捷運三鶯延伸八德段全長約3.9公里，設置2站，路線起點在台北

捷運三鶯線鶯桃福德站，以高架方式沿著「八德區和強路至介壽路新闢道路」行

經八德非都市計畫農業區轉為地下，銜接桃園捷運綠線G04站，計畫總經費約

116.41億元。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可行性研究  行政院正式核定

#開發建設 #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 

為發展智慧物流，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政府角色要做好政策規劃、法規調適、

人才培育，12月將推出一份交通科技產業政策白皮書，另規劃投入422億元，提

供285公頃，在各大海空港和郵政園區推動八項指標性物流園區計畫，助攻智慧

物流發展。

交部助攻智慧物流  砸422億推八大園區

#開發建設 #智慧物流 #八大園區

台中市政府打造「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開發案，園區開發總面積14.76公頃，其

中，8.86公頃為產業用地，將全數優先提供台中在地未登記工廠，解決廠商用地

需求，讓未登記工廠可逐步合法，並解決企業缺地問題，市府預估可吸引廠商

40.5億資金進駐投資，創造逾900個就業人口，預計2021年完工後，可嘉惠30家

廠商。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估2021年完工

#開發建設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台中市

政府
建設.政策

行政院長視察「南科三期」拍板定案，將優先落腳看西農場，需地約150公頃。

南部科學園區面積共1610.13公頃，包含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因台南園區土地

出租率達93%，發展已漸趨飽和，為吸引更多上下游產業進駐，使半導體產業聚

落更完整、更具競爭力，也落實園區未來10年產業發展規劃，台南園區有擴大需

要。

確定了！  「南科三期」落腳台南

#開發建設 #南科三期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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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信義計畫區地上權土地標售再傳捷報，南山人壽以159.81億元的權利金得標，吸

引元利建設及豪昱營造前來搶標，換算每坪權利金單價744萬元，容積單價132萬

元，創下信義地上權案歷史單坪新高。2018年台北兩大地上權案，空軍活動中心

以及中正區成功段地上權成功脫標後，炒熱市場氣氛，地上權案重獲關注，金

融、壽險業擁有充分的資金，對於台北精華地段的土地投資可說是毫不手軟。

睽違5年  信義行政中心地上權創單坪新高

#投資 #信義行政中心地上權 #南山人壽

捷運松江南京二、三號出口基地設定地上權案，將在12月9日正式開標，由於建

商、壽險業者都有意搶標，預估可望順利脫標。松江南京一案是在今年10月公告

招標，權利金底價約41億元，基地面積共1,450坪，換算下來每坪土地單價約

283萬元，其中北側基地與捷運共構部分，得標廠商須支付2.3億元工程代墊費給

捷運局。

捷運松江南京地上權案 搶手

#投資 #地上權 #捷運松江南京

世貿三館目前展期約排到12月底，之後會陸續執行拆除，明年1月下旬會正式進

入點交，目前由經濟部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營運，租約到今年底，由於基地位處

台北市政府與101大樓之間，占地更將近5,000坪，市價約500億元，2019年公告

現值約211億元。此外，鄰近松山機場的國泰營區基地設定地上權案，都市計畫

已經完成，時程也有機會提早到明年1月。

世貿三館地上權  提前招標

#投資 #地上權 #世貿三館

此波商辦熱潮不單吸引各路資金出手，連佛教團體也出手買樓。根據實價網最揭

露資訊，8月，佛光山寺以近4.46億元買下松山五分埔商圈的「朝代世貿大樓」

5、6樓共5個商辦單位。該大樓本來就是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的設立地點，此次

應該是自用需求，才會轉租為買。今年佛光山組織團體涉足房地產，還包括和平

萬壽開發公司以5.78億元標得漢神百貨對面約495.80坪地上權案。

房市見佛光  4.46億掃樓

#投資 #佛教團體 #佛光山寺

太子建設旗下時代國際飯店公司與希爾頓酒店集團簽約，將引進希爾頓旗下酒店

品牌「Tapestry Collection by Hilton」入台，位在台北市林森南路（麥當勞總部

旁）的Tapestry飯店預計2020年第四季營運，為太子建設繼台北W飯店後第二個

國際品牌飯店。開發案本為富邦在2013年4月以26.08億標下的國防部國有土地地

上權案，再由時代國際飯店向富邦人壽承租。

太子建設攜手希爾頓  引進Tapestry飯店插旗北市

#進駐 #飯店 #時代國際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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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桃園國際機場、台商大舉回台擴產，帶動當地物流需求，新光鋼看好商機，公告

通過11億元資本預算案，創近五年最大筆；新光鋼將在桃園觀音廠旁興建物流倉

儲中心，分階段設置，預定2020年第1季動工，第一階段於第4季啟用，未來不但

出租倉庫還可以提供倉儲服務，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增添公司未來營運動能。

新光鋼搶桃園物流商機  斥資11億元建物流倉儲中心

#投資 #新光鋼 #物流倉儲中心

喬山健康科技、力山工業、清河國際及期美科技，今年不約而同在台加碼投資，

總投資額約35億元，以期帶動明、後年以後的營運增長。其中，喬山擬斥資逾

8.95億元在台中大雅現有廠區旁購地建廠，將新增設備生產電動跑步機及健身

車，並引入智慧自動化倉儲。力山計畫砸下8億元擴建廠房、新增智慧化產線，期

美公司台南新吉工業區約3,000坪土地，建置新廠，清河將投資超過2億元，在台

南柳營及中壢工業區。

四大健身器材廠  砸35億設新廠

#投資 #健身器材廠 #運動健身

Formosa樂活圈未來全台會有五個區域布局，目前有彰化、宜蘭及桃園，明年新

據點會開在雲林、後年會朝向高雄發展，長期投資金額會達到50億元，另外也會

持續推動預防醫學，可間接降低健保醫療支出。Formosa樂活圈為台塑企業整合

企業現有資源，結合廠區周邊鄰里社區、廠商、小農及地方政府，提供各種樂活

養生、環境教育、生態教室等形成一個悠活園區、觀光工廠。

投入50億  台塑廠區打造Formosa樂活圈

#投資 #台塑 #Formosa樂活圈

國產署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自2010年累計至2019年10

月，標脫權利金總金額達新台幣394億元，每年可收取地租總額2.7億元。2019年

標脫率更高達40％，標脫權利金總金額達17億餘元。另國產署預計2020年1月推

出台北市世貿三館基地招標設定地上權案，市場詢問度相當高，刻正積極辦理招

標前置作業，屆時歡迎各界踴躍投標。

2019年地上權標脫率高達40％

#趨勢 #地上權案 #標脫率

壽險業將投資目光重回國內商辦不動產，近二年壽險業不動產最大投資案為富邦

人壽，2018年以權利金約79億元取得高雄捷運凹子底站旁的地上權案。國泰人壽

近來不動產投資相對保守，但近二年也斥資約132億元買下台中市、桃園市、基

隆等非台北市精華不動產。新光人壽看好不動產穩定投資收益與增值利益，內部

規畫擬以300億元為上限，在全台尋找優質標的。

壽險加碼不動產  二年砸千億

#趨勢 #壽險業 #市場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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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飯店交易市場明顯轉熱，今年前三季飯店買賣成交金額已達117億元，是去年全

年的3.7倍，顯示投資業界對台灣觀光、飯店業發展正面看待。從交易面來看，今

年投資人相繼進入飯店市場「撿貨」，如3月海霸王集團以54.4億元在法拍市場取

得 高 雄 85大 樓 君 鴻 酒 店 ， 7月 台 塑 家 族 成 員 王 文 堯 也 斥 資 約 50億 元 接 手

「citizenM」世民酒店，另外位於鹿港的永樂飯店、西門町萬事達旅店也都成功

交易。

飯店交易熱  前三季增三倍

#趨勢 #倉儲物流 #商用不動產

工業地產今年交易持續增溫，2019年前十月工業地產交易金額衝467億元，已達

去年整年交易金額的九成，其中以桃園最熱門，中南部工業地產今年不遑多讓，

交易持續發酵。隨著全台工業地產交易熱絡，除科技及傳產業持續購買自用廠房

外，近年零售業者與電商對於物流倉儲需求擴增，帶動中南部工業地產成交量提

升。而國際科技大廠也宣布加碼投資台灣，選址開始往中、南部移動，主要是因

為中南部土地、廠房價格較北部親民。

工業地產火熱  成交爆量

#趨勢 #工業地產 #桃園 #台中

各大國際飯店品牌陸續插旗台灣，提供更多飯店新體驗，汽車旅館熱潮漸退。近

3年至少有8家摩鐵被建商收購，成為建商進可攻（現金流量）、退可守（養地）

的投資標的。台中市燙金地段七期內的簡愛商務汽車旅館，8月時被聯聚建設以

6.8億餘元買下。六都中至少有四都近3年都有摩鐵公開成交資訊，累積至少8間，

合計成交總額逾75億元，提供建商近6千坪的土地開發原料。

愛情產業退燒  8家摩鐵建商收購

#趨勢 #汽車旅館 #建商

國人運動風氣漸增，帶動健身產業發展，根據財政部統計，2018年健身中心與健

康俱樂部營收已正式突破百億元，來到100.8億元，今年前8月營收也年增28.6

％，其實從2012年開始，銷售額就一路上飆，6年已翻漲近4倍，店家數也從

2018年1月的373家，增加到今年8月的580家，保守推估近20個月應去化有3萬

坪以上商業使用空間面積。

健身中心搶插旗  大面積地下空間成新寵兒

#趨勢 #健身中心 #大面積地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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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十一月份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340.13億元，扣除土地及地上權交易後，交易額約為104.79億元，交易件數及金額明顯比上

個月微幅下跌，但仍在高點，本月工業地產11筆、廠辦3筆以及零售3筆。市場案例部分，紡織大廠宜進實業持續佈局商用

不動產，以4.56億元買下汐止遠雄U-Town部分樓層，2018-2019宜進砸約30億元在汐止及內湖置產， 9月在內湖買下整棟

廠辦。投資、自用需求浮現，使得商辦、廠辦需求旺盛，內湖又出現整棟廠辦交易，保瑞以6.4億元買下全網通大樓。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月份不動產大型交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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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工業

地上權

零售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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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辦

廠辦

廠辦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段土地

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土地

新莊副都心土地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段土地

東華高爾夫球場土地

新北產業園區廠房

台南科技工業區土地

頭橋工業區廠房

台南科技工業區土地

漢嵩實業八德預拌廠

桃園市楊梅區二重溪段土地

新北產業園區廠房

桃園市平鎮區雙連段廠房

信義行政中心

川普PARK店面

花都大廈店面

陽明山廈店面

多倫多科技中心

全網通大樓

遠雄U-Town

台北市南港區

新北市林口區

新北市新莊區

新北市新店區

新北市林口區

新北市五股區

台南市安南區

嘉義縣民雄鄉

台南市安南區

桃園市八德區

桃園市楊梅區

新北市五股區

桃園市平鎮區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北投區

台北市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

新北市汐止區

土地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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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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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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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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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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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230 坪

586 坪

1660 坪

16011 坪

359857 坪

2635 坪

7832 坪

3149 坪

5276 坪

未揭露

19399 坪

543 坪

364676 坪

2147 坪

68 坪

1080 坪

3574 坪

758 坪

1873 坪

1462 坪

4.96 億元

8.25 億元

32.20 億元

5.60 億元

18.56 億元

11.10 億元

4.43 億元

2.85 億元

6.87 億元

3.85 億元

32.59 億元

1.37 億元

6.80 億元

159.81 億元

1.09 億元

10.20 億元

5.62 億元

3.70 億元

6.40 億元

4.56 億元

森原建設

長虹建設

四零四科技

紘暉塑膠

保勝投資

美食達人股份

美(吉吉)國際企業

英濟

益通

台泥

國泰人壽

台灣衡器

廣積科技

南山人壽

宏普建設

麗園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資產管理

文教基金會

保瑞

宜進

DEC‧2019‧Commercial Real Estate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網站資訊分享

為加速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進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自2019年五月份啟動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科技產業專用區私有地開發諮詢」專業服務案，委託信義全球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旨案，專案建置「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科專區用地媒合平

台」網站，提供園區開發及租售相關資訊。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科專區用地媒合平台」網站提供園區開發定位、都市計畫、科

技產業專用區私有地租售需求、科技產業專用區市有地開發計畫與招商需求等豐富

資訊，並協助土地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人揭露科技產業專用區供需資訊，促進供需

雙方媒合機會，將共同塑造臺北科技走廊之明日之星 。

掃描 QR Code前往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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