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上旬 8/1~8/10 中旬  8/11~8/19 下旬  8/20~8/31

觀察國際經濟情勢，主要國家貿易紛爭尚未完全停歇，市場預期美歐貨幣政

策將進一步寬鬆。在國內方面，受惠於轉單效益、供應鏈生產基地轉移與半

導體庫存調整接近尾聲，使得6月製造業相關數據表現改善，然美中貿易協商

進度與日韓貿易戰後續發展不確定性等，使得製造業廠商對未來半年景氣看

法雖較上月樂觀，但仍以看法持平者居多。國內政策方面，危老條例施行時

間僅10年，加上10％時程獎勵明年5月到期，內政部正在研擬危老接軌都更

各項方式，未來就算時程獎勵或條例落日，危老也可改走都更，甚至可獲得

1.5倍容積獎勵。

商用不動產部分，中美貿易戰未改善，美國持續對中國商品課稅，目前經濟

部已通過102家台商回台投資，總金額超過5,074億元，其中又以電子業占大

宗，顯見貿易戰轉單效應持續反映在台灣的投資動能中。住宅方面，六都7月

移轉量一致走強，買賣移轉棟數為2.3萬棟，分別月增20%且年增17%，今年

選情相較參雜更多兩岸因素，下半年偏向保守觀望，不過全年還是有很大機

會落在28~29萬棟，確立房市逐步回溫狀態。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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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簡稱危老條例）的10％時程容積獎勵

明年落日，內政部決定不展延；但正擬與各地方政府商討針對「危險建築物」放

寬都市更新最小劃定面積門檻，甚至取消限制，內政部正在研擬危老接軌都更各

項方式，未來就算時程獎勵或條例落日，危老也可改走都更，甚至可獲得1.5倍容

積獎勵。

「危老」接軌「都更」  擬取消最小面積限制

#法規 #政策 #危老 #都更

「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正式發布實施，以利工業區改造及產業轉型，將適

用範圍擴大到一般的都市計畫工業區及產專區，預計可為新北市提供約691萬平

方公尺的新增樓地板面積，強化產業用地的使用效率。廠商利用新增投資

(15%)、能源管理(5%)或企業營運總部(5%)，以及空間回饋或繳納回饋金(30%)等

方式，最多能夠獲得高達1.5倍的容積獎勵。

解決缺地「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正式實施

#法規 #政策 #工業區立體化 # 新北市

工商界提議廢除每年高達120餘億元的印花稅，行政院可望拍板，最快明年免繳

印花稅，待立院通過後。在立法院通過印花稅廢止案前，行政院擬先動用「特別

統籌分配款」補足缺口，待完成立法，就可編列預算支應。印花稅屬地方政府重

要財源，如台北市每年約有四十億元；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五都則

各有十億元，其他非六都縣市則約有一億元。

印花稅  最快明年走入歷史

#法規 #政策 #印花稅

財政部發布最新解釋令，合法登記工廠若將廠房信託給銀行，在符合自益信託、

房屋使用情形未變更兩大條件下，也一樣可適用《房屋稅條例》的房屋稅減半徵

收優惠。一般合法登記工廠，可能在向銀行貸款時，除了設定抵押外，部分銀行

還會要求辦理信託；不過，由於現行法令規定，信託財產是由受託人，也就是銀

行來擔任納稅義務人，此時就不符合減半徵收要件。

廠房自益信託  有條件享優稅

#法規 #政策 #房屋稅條例

本次通過的內容主要調整都市計畫，考量居住權益，在不影響公共設施用地完整

性與機能下，予以排除重劃；配合機場捷運線開發及交通需求，調整交通用地並

增設捷運場站，並規劃50公頃的公園綠地及廣場等開放型公共設施；未來更延續

新莊副都心、新莊知識產業專用區及結合輔大醫院的發展，劃設3.7公頃產業專用

區、2.8公頃醫療服務用地及1.8公頃之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區域利多  塭仔圳都市計畫審議通過

#政策  #塭仔圳 #都市計畫

政府
建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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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近年大力推動觀光，目前桃園市的旅館集中於桃園區、中壢區及周遭行政

區域，民宿從四年前20家增至目前53家，市府依照「民宿管理辦法」，於去年公

告大溪老城區開放民宿申請後，7月再公告楊梅（富岡、豐野地區）、大溪、大

園、新屋、觀音、觀音（新坡地區）、觀音（草漯地區）、龍潭及石門等九個都

市計畫區開放民宿申辦。

桃園9都市計畫區  開放申設民宿

#法規 #政策 #桃園觀光 #開放申設民宿

位於新北市境內的捷運萬大樹林線二期工程，啟動設計作業，預計2021年初完成

細部設計後，發包施工，路線自第一期工程土城金城路LG08站延伸至新莊中正路

迴龍站止，全長約13.3公里，共設置2座地下車站及11座高架車站，預計2028年

底完工，屆時將可與新莊線、土城線、新店線、信義線等銜接轉乘。

捷運萬大樹林線二期  2年內可望動工

#開發建設 #捷運萬大樹林

新北市寶高智慧產業園區新建工程動土開工，寶高智慧產業園區位於新店寶高

路、景美溪西側，開發空間約7.6公頃，其中一期用地約2公頃，二期計劃用地約

1.6公頃，其餘4公頃土地將作為綠地空間。產業園區一期工程將興建地下2層、地

上9層共3棟鋼構建築物，總工程經費約41億元，採「綠色產業園區」概念，保留

大面積綠地及休憩空間，並兼具銀級智慧及黃金級綠建築指標的永續建築。

新店寶高智慧園區新建工程開工

#開發建設 #寶高智慧園區 #新店

松機跑道整建工程與國際線航廈擴建工程都將在今年底完工，松山機場整修完成

後，雖然每小時有23架次的容量，但是因為機場的空橋、接待櫃台等設施無法等

量增加，因此實際起降架次一天估計僅能增加到20架次，十個來回航班，不過如

果離峰時間能夠獲得更大利用，起降架次再加個一倍沒問題。仍將限定在東北亞

黃金圈，時間帶會優先提供給兩岸與東北亞航線使用。

松山機場  年底完成擴建

#開發建設 #松山機場#招商

政府
建設.政策

桃園市桃園區小檜溪暨埔子自辦市地重劃區的配地作業已大致完成，地政局將盡

速辦理相關公共設施驗收點交，讓市民可以使用包括南崁溪、東門溪畔的公園，

以及周邊道路橋樑系統。市府積極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

比例已獲內政部核定，未經農地重劃地區者抵價地比例為41％，曾經農地重劃地

區者可達到46％，正進行土地協議價購作業。

小檜溪重劃區將速辦公設驗收點交

#開發建設 #小檜溪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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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國建宣布，在台北市搶地成功，正式取得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一塊合建土地，面

積約259.7坪，預計合建分配比例為地主47.86％、國建52.14％，預計投入3.5億

元；另一塊土地，買國建買斷，土地面積約343.1坪，交易總金額約5.8億元，每

坪單價約計169.96萬元。累計今年以來，國建總計買進2塊桃園的土地、台北市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1塊，總共已「進帳」3塊。

國泰砸9.3億搶600坪北士科土地

#投資 #北士科土地 #國泰建設

台開集團活化資產有成，台北市承德路大樓地下1、2層及地下3層13個停車位以

新台幣5.3億元售出予「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台開過去從事土地資產開

發，未來雖然本業不變，但旗下正在開發中的資產到一定程度後予以處分，所換

得的現金將投入頗具發展潛力的數位內容和具有創意價值的產品。目前還在洽談

出售的資產包括北市重慶南路台開金融大樓「築空間」地下1、2樓。

台開集團售出北市承德大樓 

#出售 #承德大樓 #台開集團

建商持續加持央北土地，使得央北重劃區開出紅盤，央北四筆土地就吸引43封標

單，並且全部脫標，其中以標號925最熱，共16封標單搶標，溢價率高達33.1

％。宏普建設以高溢價率一口氣標下925和926兩筆相鄰土地近兩千坪的土地，合

計約30.6億元，合併開發意味濃厚，宏普建設2019年積極購入土地，除了先前已

購入中山區長安二小段都更土地及內湖舊宗段土地。

建商搶標  央北標售 4筆土地全數脫標

#標售 #央北重劃區 # 宏普建設

世紀鋼以新台幣25億餘元出售桃園觀音物流中心廠予樂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的受託機構京城銀行，土地面積廣達1萬893.15坪，建物面積1萬8136.57坪。

世紀鋼表示，旗下土地必需活化，因此在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興建物流中心時便

考量，未來物流中心勢必出租或出售，後來與丹麥百及物流公司談妥租約，採取

售後回租方式。

活化土地  世紀鋼物流中心售後回租

#出售 #世紀鋼 #桃園觀音物流中心

總太地產繼大手筆砸下20.2億元重金、以每坪單價72.8萬元，買下位於北屯區敦

化路二段、經貿東路口的2,775坪黃金角地，締造區域新高價後，再以總價

38.01億元、每坪成交價約33.5萬元，搶標原社會住宅基地，北屯區太原段140地

號、總面積約11,330坪的土地，溢價率11.3％。單是7月份，總太地產一口氣砸

下58億元搶地囤貨。

中市府標售土地  總太大贏家

#投資 #台中 #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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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台南市府與國產署合作，公開招商開發南區中華西路一段與新興路口約7112坪商

八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招商案，順利由碳佐麻里公司以底價2.96億元得標，可規

劃觀光旅館、購物商場、商業辦公室及複合式餐飲等其他商業設施，地上權存續

期間為50年，並得申請延長20年。將投資15億元開發複合式餐飲與相關商業經

營，營造台南最大美食樂園，有利帶動安平與南區商圈發展。

台南商八7千坪地上權案  碳佐麻里得標

#地上權案 #台南 #碳佐麻里

WeWork宣布進駐台北信義區群益金融大樓，作為最新據點，預計將在今年底正

式開幕，屆時將有8層樓的辦公空間向外招租。地點鄰近信義計畫區內的百貨商

圈、商辦豪宅、台北市政府、捷運市政府站／象山站等，同棟有 Lamigo 會館，

走出 1 樓隔壁即是 24 小時營業的一蘭拉麵，正對面還有 Apple 信義 A13 以及今

年將開幕的遠百信義。

WeWork進駐台北  年底開幕

#進駐 #共享辦公 #WeWork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在今年4月以每月278萬元，一口氣租下台北和裕集團總部「和

裕大樓」5層樓、逾千坪的辦公室，換算單坪租金1942元。目前「和裕大樓」

1~2樓被國都汽車租下，作為「LEXUS松江營業所」的汽車展示中心、辦公室；

3~4樓被和雲行動、和潤企業租下當辦公室；11樓被樂天國際商業銀行租下；

12及13樓被和泰聯網、和裕投資公司租下。

中國信託入駐松江「和裕大樓」千坪辦公室

#進駐 #中國信託 #和裕大樓

台北市商辦市場需求搶手，大型企業積極投入商用不動產，純辦大樓交易量飆

升，頂級商辦租金日趨上升，鄰近信義計畫區的A辦租金也開始水漲船高，像是

有許多指標性辦公大樓租金紛紛創新高，帶動北市辦公平均租金來到2,267元，其

中又以頂級辦公租金漲幅最為明顯，至於北市辦公整體空置率也下降。辦公需求

持續增加，建商購地意願轉強，重心轉向投資商用不動產，除了北市精華土地

外，也積極買進新北工業區土地，目標開發廠辦。

Q2買方信心轉強  辦公需求穩定成長

#趨勢 #商用不動產 #頂級辦公

今年在建商在大舉購入住宅土地的同時，亦擴大商用不動產開發布局，興富發、

華固與遠雄等指標建商，皆宣示提高商辦、廠辦開發比重。今年上半年建商千億

元的獵地金額中，商業地與工業用地即達361億，遠高於去年全年度的131億元，

並特別著重雙北市中心周邊的內湖、南港、新莊、士林等產業聚集及園區開發區

域。

指標廠商  將強化廠辦開發

#趨勢 #廠辦開發 #指標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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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今年上半年百貨業業績普遍衰退，唯購物中心、outlet業則人潮大增，包括桃園

大江、台茂、新竹遠東巨城與華泰名品城、三井林口與台中港outlet，甚或台中

麗寶、高雄、草衙道、義大等業績全數正成長；其中最引為話題的華泰名品城在

三期開幕挹注下，6月業績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122%、挹注上半年成長逾45%。

購物中心、outlet上半年豐收

#趨勢 #購物中心 #outlet

房市買氣上半年逐月增溫，根據中央銀行公布6月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房貸）

餘額及建築貸款（土建融）餘額，各為7.143兆及1.953兆元，雙創新高；尤其年

增率各為5.29％、10.16％，分別是97、82個月新高，反應房市持續升溫。6月房

貸及土建融餘額月增各有431億及287億元，維持近年相對較高水位，且與去年同

期相比，房貸年增率逐月上揚。

６月房貸土建融餘額  雙創新高

#趨勢 #房貸土建融餘額

2019年上半年買賣移轉棟數14.4萬，跟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5.6％，是從2015年

以來上半年買賣移轉棟數新高。綜觀近六年全國之上半年移轉棟數，買賣移轉棟

數最低點在2016年，之後一路緩步走升，2019年上半年143,788棟為近五年新

高，而各縣市2019年上半年的表現，以新竹市最為亮眼，跟2018年同期相比成長

25.8％，至於六都中以高雄市成長最多，年增20.1％。

上半年 全台交易火熱  全年可望28萬棟

#趨勢 #買賣移轉棟數 

台灣黑金商機有多熱，根據估算一年可以喝掉6億杯外帶咖啡，也難怪各大品牌積

極搶市占，台灣連鎖咖啡業者路易莎就靠著精緻平價竄起，全台迅速展店開了

462家門市，超越星巴克成了台灣咖啡新霸主。小店大店不斷擴張，威脅星巴克

的除了價格之外，還有不斷的推陳出新，多元複合型門市，也賣起簡單的排餐與

義大利麵組合，座落在商業區搶攻上班族的荷包。

路易莎狂展店  擠下星巴克成咖啡霸主

#趨勢 #展店 #路易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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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七月份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211.27億元，扣除土地交易後，交易額約為55.34億元，交易件數及金額都較六月成長，又以工

業地產交易金額占為最大宗。市場案例部分，昇佳電子以4.48億元買下台元科技園區廠辦10樓，上市櫃科技業積極投資台

元科技園區，包含力智電子、聯發科、聯詠。樂富一號這個月購入兩標的，分別是桃園觀音物流中心以25.28億元向世紀綱

買下，並回租給丹麥百及物流公司10年，以及彰化縣鹿港鎮「永樂酒店」以4.15億元購入，樂富一號今年已購入NASA科

技總署大樓以及大都市國際中心部分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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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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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土地

工業

工業

工業

工業

工業

工業

旅館

純辦

廠辦

塭仔圳市地重劃區土地

桃園小檜溪重劃區土地

桃園小檜溪重劃區土地

桃園小檜溪重劃區土地

台中中科經貿重劃區土地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土地

新北三重區集美段土地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段土地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段土地

新北市新店央北土地

新北市新店央北土地

斗六工業區廠房

台中工業區廠房

桃園市觀音區埔頂段廠房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

高雄臨海工業區臨廣園區

銅鑼工業區廠房

永樂酒店

台開承德大樓

台元科技園區第八期U棟

新北市泰山區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台中市北屯區

台北市北投區

新北市三重區

臺中市北屯區

台南市新市區

新北巿新店區

新北巿新店區

雲林縣斗六市

台中市南屯區

桃園市觀音區

台中市大雅區

高雄市前鎮區

苗栗縣銅鑼鄉

彰化縣鹿港鎮

台北市大同區

新竹縣竹北市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建物

土地

建物

建物

461 坪

1245 坪

816 坪

386 坪

2775 坪

343 坪

968 坪

11331 坪

8053 坪

1938 坪

402 坪

1534 坪

839 坪

18137 坪

5784 坪

6002 坪

5405 坪

未知

2320 坪

2348 坪

6.47 億元

8.53 億元

7.02 億元

3.97 億元

20.20 億元

5.80 億元

8.95 億元

38.02 億元

6.28 億元

30.69 億元

5.34 億元

1.48 億元

2.02 億元

25.28 億元

6.68 億元

2.76 億元

3.20 億元

4.15 億元

5.30 億元

4.48 億元

新潤

國泰建設

亞昕國際

國泰人壽

總太地產

國泰建設

新美齊

總太地產

富邦媒體科技

宏普建設

華南金資產管理

憶霖企業

博大科技

樂富一號

矽品精密工業

雷科

裕利晟工業

樂富一號

中華基督教行道會

昇佳電子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