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上旬 6/1~6/10 中旬  6/11~6/19 下旬  6/20~6/30

觀察國際經濟情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聯合國(UN)的最新經濟展

望報告皆同步下修今年全球經貿成長率，且表示若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恐

將使得全球經濟放緩程度加大，顯示全球經濟成長前景仍有疑慮。國內政策

方面，「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條件增加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法定

容積，平均每公頃新增投資達4.5億元以上者，每增加1,000萬元可增加法定

容積1％；企業亦可使用捐贈、繳納回饋金方式，法定容積申請最高可達

400％，增加產業發展所需空間。

商用不動產部分，2019年純辦大樓交易明顯增加，包含包括國際票券、富邦

人壽、國泰人壽、泰安產險、萬海航運等公司都購入大面積辦公室。受到北

市商辦租金上漲趨勢形成，大型業主紛紛調漲租金影響，市區精華地段業主

由租轉買、都更期間轉換標的之需求明顯，精華地段純辦交易躍升為市場新

寵。住宅方面，六都5月的買賣移轉棟數為2.2萬棟，年增8%，創下近五年以

來的同期新高，4月房市熱絡的交易市況，帶動5月的移轉棟數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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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通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條件增加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之容

積最高至400％，針對非都市土地中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

產業創新條例編定開發的工業區，或依各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開發的科學園

區、農業科技園區及加工出口區，在符合開發計畫，並供生產事業、工業及必要

設施使用者，該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在一定金額的新增投資及設置能源管理措

施等條件下，容積率得不受原300％的限制，增加法定容積上限到360％。

工業區更新立體化  內政部修法容積最高可達400％

#法規 #政策 #工業區立體化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依照該草案規劃，須先向財政部申

請審核，須存入「外匯存款專戶」，第一、第二年享8％、10％優惠稅率，其

次，匯回資金投資的運用，可分為三大類管道，一是實質投資，分為直接投資或

間接投資投資國內5+2產業等重要政策領域產業，比重可不訂上限。二是金融投

資，可投資金融相關商品，比重是25％以內，這部分的資金，須透過信託、全委

專業操作。三是自由運用資金，占5％。

台商境外資金匯回  外匯存款專戶管理

#法規 #政策 #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金管會發函修正「金控（銀行）轉投資資產管理公司營運原則」，鬆綁金控及銀

行旗下資產管理公司AMC從事不動產相關業務，對於都更及危老重建案可購買不

動產及挹注資金，承接屋主或地主釋出的不動產，藉以配合都更政策，也有助於

金控及銀行旗下AMC爭取都更商機。未來有地主、屋主不想參與都更，想直接出

售不動產，可由AMC買下，將有助加速都更推動。

金控銀行參與都更  注資鬆綁

#法規 #政策 #都更鬆綁

投資台灣事務所召開「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第19次聯審會議，核准環隆

科技、興勤電子、中揚光電、合晶科技、景碩科技共5件投資案，總計投資超過新

台幣近210億元，共新增1,136個本國就業機會。經濟部指出，行動方案上路以

來，共通過審查66家台商回流，累積投資逾新台幣3300億元，預估可帶來超過

3萬1300個本國就業機會。

美中貿易戰刺激66台商回流  投資金額逾3300億元

#政策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青年安心成家貸款成立至今已接近十年，目前前五大房貸市占率前五大銀行，依

序為土地銀行、中國信託、台灣銀行、合庫銀行與台北富邦銀行。據財政部統計

資料顯示，截至4月，撥貸情形累計達27.8萬戶、金額達1.12兆元，前三大承作銀

行為台銀、土銀及合作金庫。從數據可看出，八大公股銀行4月受理的青安貸款戶

數，不如去年4月，總計減少約400戶，其中台銀就減少約200戶。

青年成家貸款  十年撥1.1兆

#政策 #青年貸款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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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101、南山廣場旁的信義區公所，因屬海砂屋，北市府計畫遷至廣慈園區，

空地將採設定地上權案招商，地上權期間為50年。內含市府公園處、市選委會辦

公室，面積計709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1萬2025坪，已由機關廣場用地，變更

成商業區用地，容積率560%。北市財政局初估權利金約85億，但權利金底價仍

將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送市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定實際權利金，

最後以投標權利金最高者為準。

信義行政中心地上權案  市府預估權利金約85億

#開發 #信義行政中心 #地上權

占地5.2公頃的台北啤酒工場今年將進行都市更新計畫，預計台北啤酒工場開發利

益上看50億元。台菸酒將依「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審議規範」提供40.5％土地

（約2.11公頃），回饋給台北市政府。台北市的都市計劃將台北啤酒工場的包裝

工廠列為歷史建築，等於生產設備主導權將交由北市府。如果台北市與台灣菸酒

對於包裝工廠達到共識，才會啟動台北啤酒工場設定地上權招標，最快預計明年

招標、後年決標，台菸酒總部最快將於2024年從現址南昌路進駐該園區大樓。

北啤工場開發  利益上看50億

#開發 #台北啤工廠 #都市更新計畫

新北市積極推動三環六線以擴大都會區發展，第三環中的三鶯線整體工程進度已

達31％。捷運三鶯線計畫總經費約502億元，預定2023年完工。該路線全長

14.29公里，起點頂埔站(LB01)銜接捷運土城線，行經土城中央路四段，最後至鶯

歌鶯桃路與福德一路路口的鶯桃福德站(LB12)，共12個車站。而三鶯線延伸桃園

八德段，可行性研究已於5月17日通過交通部審查。

三鶯線  整體工程進度超過三成

#開發 #三環三線 #三鶯線

桃園市A8(長庚醫院站)轉運站，採BOT方式辦理A8轉運站興建營運事宜，許可年

限為35年(興建期3年+營運期32年)，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

轉運站及停車場預計11月動工，3年內完工啟用。A8轉運站預定地約1.8公頃， 

規劃興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的建築物，一樓為19席月台的轉運站，四樓為國際會

議中心，地下一及二至四樓為停車場。

桃園市府  A8轉運站BOT案與長庚醫療團隊簽約

#開發 #桃園Ａ8轉運站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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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經國轉運站」開始啟用，經國轉運站匯集四家國道客運業者、六條國道

客運路線，讓南崁交流道周邊交通系統可完成連結，桃園市持續在相關區域推動

轉運站計畫。經國轉運站是桃園第一個轉運站，而在八德區大湳交流道旁的「大

湳轉運站」，及長庚醫院旁的「龜山長庚轉運站」，都將於今年動工，桃園市也

將在平鎮、楊梅、龍潭等地，選擇適當基地建置轉運站。

經國轉運站啟用  南來北往每天330班次

#政府建設 #桃園經國轉運站



民間
投資.趨勢

龍巖旗下持有太平洋商業大樓位於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285號，樓層3、4、5

樓，以及地下樓層，合計建物總面積1,698.14坪，土地面積約175.59坪，以總價

14.2億元賣給萬海航運。太平洋商業大樓位於忠孝SOGO商圈的傳統精華地段，

區段內空置率極低。該棟大樓2017年11月時，宜進實業斥資5億元買下14樓。

龍巖旗下太平洋商業大樓14.2億賣萬海

#投資 #太平洋商業大樓 #萬海

遠雄人壽公告，以22億元出售信義計畫區誠品大樓（原統一大樓）的二層樓，預

計獲利4.18億元，樓地板面積是1,689坪左右，以每坪158萬元的價格出售，買主

是萬世成世界、寶慶國際、聖彼得紡織、鴻伸投資等四家公司。遠雄主要是擁有

該棟大樓27與28樓，因大樓持有者眾多，遠雄認為若只是收租，管理不易，且預

期未來增值空間有限，決定獲利了結。

信義誠品大樓二層樓  遠雄人壽22億賣樓

#統一大樓 #遠雄

美中貿易戰延燒，近期不少台商回流、加大在台灣的投資，華碩將購買位在淡水

的輝瑞大藥廠建物與土地，交易總金額14.2億元，擴大研發團隊規模，為未來研

發實力預做準備。華碩主要研發團隊在台北市北投，企業總部所在的台灣員工人

數約7,000人，公告購買淡水的輝瑞大藥廠土地與建物有4,149坪，華碩規劃做為

研發團隊使用辦公室。

華碩砸14億  買輝瑞淡水廠

#投資 #工業地產 #華碩淡水廠

南山人壽公告斥資新台幣7.4億元，向恆隆行投資購買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

之物流中心，土地面積約4,435坪，建物面積約3,9461坪，該區為發展多年之物

流業集中區域，周邊聚集物流、化工及材料等廠房，產業聚集性佳。購置用途為

倉儲物流使用，恆隆行投資公司的賣方出售予南山人壽後，由恆隆行投資的關係

企業恆隆行貿易公司承租，符合法規投報率是2.345%。

南山砸7.4億  買桃園物流中心

#投資 #壽險業 #物流中心

面板驅動IC廠聯詠決定斥資新台幣36.9億元，購買台元科技園區一棟辦公大樓，

第8期V棟全棟及地下室內停車位，總建築物面積1萬2947坪，車位有750個，因

應未來中長期發展擴充需求。目前台灣員工人數超過2000名，因新竹科學園區內

創新一路與篤行一路大樓的辦公空間不敷使用，已向矽統承租辦公室。

聯詠斥資36.9億元  購買台元科技園區大樓

#投資 #台元科技園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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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開標作業，這次標售

10筆土地，土地包括9筆住宅區、1筆宗教專用區土地，最小面積463坪、最大面

積3,216坪，每坪標售底價約14.3萬元至29.6萬元，最終吸引43封標單競標，共

有9筆土地順利標脫，標脫率90%，其中6筆土地由寶佳集團旗下的勝美、佳福等

公司標下，總得標金額近50億元。

寶佳超狂砸50億元  標下台中重劃區6筆土地

#標售 #寶佳 #台中重劃區土地

北高雄29期重劃區商業地再創新高地價記錄！繼3月初京城建設公告，以總價約

19.87億餘元、每坪229萬元，購入農十六特區至聖路林皇宮旁停車場約867.91坪

商四土地後，又再公告以總價16.19億元，購入捷運紅線生態園區站旁1057.57坪

商四土地，再創該區土地單坪成交新高價記錄，今年高雄搶地大戰已愈搶愈熱。

京城再砸16.19億元  購入生態園區站旁千坪商業地

#投資 #高雄第29期重劃區 #商業地

屋齡41年的台北馥敦飯店南京館，在四月經台北市政府核准通過，可望成為全國

第一件依危老條例改建的知名飯店。基地面積近975坪，建物總面積逾5,600坪，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住宅區；全案獲得容積獎勵額度包括建築

基地1.15倍的原建築容積，再加上10％的時程容積獎勵，若不加計容積移轉，以

此核定容獎推估，未來可興建樓地板面積約7 ,000坪上下。

41歲馥敦南京館  飯店危老第一案

#危老改建 #台北馥敦南京館

國泰集團誠品書店敦南店所在的台北市敦南金融大樓即將都更重建，通過大樓新

建案環境影響評估。現為12樓的敦南金融大樓，重建後將改為地上28樓、地下六

樓，樓高超過141公尺，供餐飲、金融、零售等服務業使用，5樓也設計綠化露天

平台，大樓將有太陽能發電、節能照明，垃圾暫存區有冷藏設備降低廚餘臭味。

國泰起家厝都更  環評過了

#都更重建 #敦南金融大樓

台北市「富邦產險大樓」，已撤銷申請三年多的都更案，改走危老條例，計劃改

建為高檔商業辦公大樓。若改建完成後，其身價將大幅暴漲，有機會變身為每坪

月租3,000元以上的豪華辦公大樓。金控、商用不動產大戶紛紛拚都更，除了政策

鼓勵外，銀行法第75條放寬金融業老舊行舍重建後，自用比率由50％下調為20

％，激勵各家老舊行舍大樓，紛紛參與都更，估計至少12棟。

富邦蔡家起家厝  改走危老建豪辦

#危老改建 #富邦產險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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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金控購置商辦不動產總部需求增，玉山金、元大銀陸續出手買樓，國票金共砸

56.7下華固建設大直亞太置地辦公大樓，金融機構業者表示，多數金融機構現有

企業總部或辦公大樓屋齡久，伴隨事業體成長、員工人數增加等，基於空間、大

樓屋齡以及企業形象考量，集中辦公可提升管理效能等需求，有新購辦公大樓需

求，以便在台北市各精華區卡位，設置自家企業總部。

金控瘋買樓  商辦行情有撐

#趨勢 #金融業 #華固亞太置地

台商資金回流突破2,000億元，在自用需求及低檔布局的多方刺激下，台灣商用不

動產第1季成交金額為182億元，是2014年以來新高，以工業不動產需求最強，共

成交65億元、占比36%。美中貿易戰、產業鏈遷移、產業轉型帶動工業不動產需

求大增，4月上市櫃公司交易工廠、廠辦金額就逾40億元，今年前四月工業用地

總成交金額約196.36億元，打破2017年同期114.41億的紀錄，年增108.9%。

商用不動產交易  攀五年高峰

#趨勢 #商用不動產需求增加 #工業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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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新飯店一家接著一家開，台北觀光飯店市場自2018年底起進入「新戰國時

代」，市場家數創新高。台北新飯店一家一家開出，除引爆「萬豪國際集團」、

「IHG洲際酒店集團」與「希爾頓集團」等三大國際連鎖飯店集團在台北的市場

爭奪戰，亦掀起台北觀光飯店市場的「土洋激戰」。根據調查，加盟國際連鎖酒

店集團旗下飯店，因有「國際牌」護體加持，今年1至4月平均房價與平均住房率

均已安全達到各家自己設定的既定目標。

北市飯店大戰  國際牌奪首勝

#趨勢 # 台北觀光飯店 #萬豪 #洲際 #希爾頓

全合六大都會區第一季房價指數289.33，季增0.74％、年增2.11％，為房價反轉

三年多來新高，大台北外的桃園、高雄為歷史新高，台中、新竹為歷史次高，房

價跌幅最深的雙北市也緩慢爬升，反彈來到2016年房地合一稅政策實施以來的高

點。不僅過去一年來全台多數都會區房價呈現上漲，且而愈南部漲勢愈強勁，台

北市、新北市首季房價指數年增1.5％、1.33％。

六大都會區首季房價  三年多高點

#趨勢 #房價指數 #六大都會區

台灣人壽南港經貿園區C3基地，與三井不動產攜手合作南港C3地上權開發案，預

計2022年底完工，將是大型複合式商場，日本大型商場LaLaport將進駐。未來總

樓地板面積達12.25萬坪，包含三座樓高分別為 27、21、19層的A級辦公室塔

樓，還可在此會場舉辦電競比賽、演唱會、展覽活動等。另外從6樓到地下一樓近

5萬坪的商場部分將全部交由三井不動產營運。

打造信義區2.0  台壽南港C3動土

#開發 #地上權開發案 #南港經貿園區C3 #三井LaLaport



交易
五月份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423.57億元，扣除土地交易後，交易額約為130.73億元，本月有3筆的指標性純辦交易，分別是

萬海航運以14.20億元買下太平洋商業大樓3樓至5樓以及16個坡道平面車位，建物面積約1490坪，建物平均單價91.6萬，

未來將做企業總部使用。萬世成世界、寶慶國際、聖彼得紡織、鴻伸投資等四家公司以22億元向遠雄買下統一大樓的二層

樓，換算每坪單價158萬元。國泰人壽以7.14億元標回民生建國大樓1樓及9樓，自此整棟大樓都是國泰集團所有。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月份不動產大型交易摘要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工業

工業

工業

工業

純辦

純辦

純辦

純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桃園桃園區三民段土地

台北南港區南港段土地

新竹竹北市世興段土地

台南歸仁區武東段土地

台南歸仁區武東段土地

台南歸仁區武東段土地

高雄左營區新民段土地

桃園中壢區青平段土地

高雄苓雅區意誠段土地

桃園平鎮區鎮東段工業

輝瑞大藥廠廠房

台北南港區玉成段工業

桃園龍潭區高平段工業

太平洋商業大樓

凌雲通商大樓

統一國際大樓

民生建國大樓

台北科技廣場預售屋

台元科技園區廠辦

遠雄U-Town

桃園市桃園區

台北市南港區

新竹縣竹北市

台南市歸仁區

台南市歸仁區

台南市歸仁區

高雄市左營區

桃園市中壢區

高雄市苓雅區

桃園市平鎮區

新北市淡水區

台北市南港區

桃園市龍潭區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區

台北市中山區

新北市中和區

新竹縣竹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建物

建物

土地

土地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972 坪

2088 坪

2946 坪

7771 坪

7517 坪

3162 坪

1058 坪

2254 坪

1118 坪

6199 坪

4149 坪

387 坪

4435 坪

1490 坪

411 坪

1689 坪

461 坪

1373 坪

12948 坪

1419 坪

9.82 億元

19.00 億元

25.06 億元

17.70 億元

11.66 億元

4.68億元

16.19億元

26.94億元

17.55億元

7.94 億元

14.20 億元

5.41 億元

7.40 億元

14.20 億元

3.57億元

22.00億元

7.14億元

4.85 億元

36.90億元

4.42億元

國泰人壽

長虹

惠理建設

達麗

華友聯

遠雄建設

京城

昇貿科技

都山林開發

卜蜂企業

華碩

雄域建設

南山人壽

萬海航運

富邦人壽

萬世成世界等三家公司

國泰人壽

艾笛森

聯詠

宏洲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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