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上旬 9/1~9/10 中旬  9/11~9/19 下旬  9/20~9/30

觀察國際經濟情勢，美、中及歐元區第二季經濟成長同步下滑，且貿易紛爭

持續，全球經濟仍籠罩在不確定氛圍中。在國內方面，雖然受惠於轉單效應

發酵，加以消費性電子進入新品備貨旺季，帶動相關廠商訂單成長，惟美中

貿易衝突未解，致使景氣能見度有限，製造業廠商對當月景氣看法較為樂

觀，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則較上月看法相對悲觀。國內政策方面，印花稅最

快2020年取消，並由中央預算補助。依照財劃法規定，若中央政府刪減地方

政府稅收，應尋找替代財源。但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並未編列補助地方

政府印花稅收。

商用不動產部分，大型企業在桃園買地蓋廠趨勢明顯，今年工業地產(到8月

止)上市櫃交易，全台交易件數來到48件，金額365億元，而桃園交易金額就

占全台3成，更是遠遠超過新北市。新北市除了地價貴，多半工業區開始轉型

為科技廠辦，而純製造業的廠商開始外移，選擇具有優勢的桃園設廠。住宅

方面，8月受部分地區連續大雨影響，加上 8 月為民俗月與暑假傳統淡季，房

市交易量較 7 月減少約 7%，不過房市首購買氣穩定。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17     (二)   【招商】

員林火車站周邊土地都市更新

招商計畫案

       9/17     (二)   【標售】

國產署南區分署108年度第11批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國有不動產

       9/25     (三)  【標售】

京華城

       9/25     (三)  【標售】

桃園市大園工業區土地及廠房

       9/30     (一)  【標售】

機場捷運 A10、A22站共27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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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二)   【法拍】

文山區興隆段2小段215地號-1拍

       9/6     (五)   【標售】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精華土地

       9/25     (三)  【標售】

桃園南工路工業土地

       9/10   (二)   【標售】

高鐵新竹、臺中車站特定區7筆土地



經濟部擬將工業區捐贈產業空間的容積獎勵大幅增加兩倍，比率雖仍是「捐一得

一」，但將從原先的最高15％容積獎勵，加碼到最高30％。工業局近期與營建署

研議，將放寬都市計畫內的一般工業區、產專區容積獎勵，透過捐贈產業空間

「公益使用」的方式「免計容積」，為「工業區立體化更新方案」的總容積獎勵

不得超過法定容積50％解套。

經濟部擬放寬工業區容積獎勵  捐空間回饋兩倍

#法規 #政策 #工業區立體化 # 容積獎勵

印花稅最快2020年取消，並由中央預算補助。印花稅法廢止案將呈報行政院核

定，預計下半年送立法院完成修法。初步規劃將以編列「計畫型補助款」補足地

方缺口，長期則以財劃法解套。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以近五年全台印花稅稅收

規模，約為106億元到121億元水準、占整體稅收比例約0.5％，若真的取消印花

稅、對地方政府財政影響不小。

印花稅法廢止  將報院核定

#法規 #政策 #印花稅

台商因應美中貿易戰回台投資布局，環評將成為台商回流的重要關卡，環保署表

示，已對提升環評效率有兩大作為，經濟部已向新任環委說明水電調度情形，也

希望落實環評初審以不超過三次為原則。觀察目前環評送案量，台商回流的「環

評潮」尚未浮現，有兩大可能，第一是所進駐科學園區或工業區已通過環評，環

境影響未超過環評許可量；第二是須做環評或環差，但仍在規畫階段未送案。

台商回流環評潮  初審「事不過三」

#法規 #政策 #環評

金管會日前要求銀行辦理建經公司這類不動產信託，應採取相關措施，加強對消

費者保護，包括應對建經公司辦理這項業務的內控進行了解等。一般銀行所辦理

的「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買方錢先存入信託專戶，交易完成後再撥給賣方，

買賣雙方是委託人也是受益人。金管會最近也將銀行辦理「建經公司不動產買賣

價金履約保證業務價金信託」業務，納入金檢查核事項。

建經公司不動產信託  列金檢

#法規 #政策 #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新北市府推出TOD都市計畫案，透過變更新北市21處捷運站周邊土地管制使用規

定。過去都市更新推展受阻，主要原因來自於建商與民眾間，換回的坪數難達共

識。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增額容積制度，申請者可藉由價金獲得更多樓地板面積，

建商與民眾溝通時，也能相互有更多籌碼，增添都市更新誘因。新北市發布「新

北市捷運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計畫案。配合大眾運輸

發展導向（TOD）推動都市更新，並選定21處捷運場站周邊地區優先推動。

新北推21捷運站TOD都市計畫案  增額容積上限50%

#政策 #TOD都市計畫案 #都市更新

政府
建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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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鮭魚返鄉」建廠缺地，市府經發局規畫大園、新屋、八德3個產專區開發

案，提供回流台商需求，其中大園智慧科技園區位於大園擴大工業區西側、鄰台

15線道，開發面積約52.41公頃，第一個舉辦公聽會，最快112年底完成開發。多

數地主同意徵收主要是該區水路困難、不利耕作，緊鄰工業區空品不好，未徵收

民眾亦要求納入徵地，市府必須尊重民意及一定要做好環評。

台商鮭魚返鄉建廠缺地  桃園招手大園產專用地啟動

#政策 #桃園 #鮭魚返鄉 #大園產專用地

財政部國產署今年起陸續推出台北市土地活化案，捷運松江南京站2、3號出口基

地，此案包括北側基地面積574.75坪，為捷運出口共構基地；另搭配南側基地面

積875.73坪，合計基地面積約1450坪，以設定地上權的方式活化，此案將排除住

宅，預定年底前公告招標。至於市場關注的信義區世貿3館招標設定地上權案，預

定明年上半年公告招標。

松江南京站口年底招標  禁建住宅

#開發建設 #地上權 #松江南京站

財政部國產署表示，位於松山機場南側的「國泰營區設定地上權案」將捲土重

來，預計明年第1季公告招標，待軍方與北市府完成「容積調派」並進行都市計畫

變更後，基地容積率將可翻倍上看400%，更具活化價值。2014年及2015年曾委

由國產署公告招標，同樣是採設定地上權方式活化，但當時遇到房市反轉，公告

地價可能調高等因素影響，即使權利金底價降價，仍以流標收場。

國泰營區地上權案  預計明年第1季公告招標

#開發建設 #松山機場 #國泰營區 #設定地上權案

交通部鐵道局近日完成「桃園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興建總經費上修破千億

元，交通部近期將排程審查，若今年行政院順利完成核定，最快2028年即可通

車。將以「開工後7年通車」為目標，特別因為鐵路地下化是桃園的百年建設，鐵

道局的經費調升在合理範圍。對於未來鐵路地下化的開發收益，像是中路站、平

鎮站的周邊都市計畫開發，都可產生收益，進而挹注市府財政。

桃園鐵路地下化  預算破千億

#開發建設 #桃園 #鐵路地下化

政府
建設.政策

台南市地政局近期規劃7個大型土地開發案，提供優質產業及生活環境。7個大型

土地開發案：「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F、G區段徵收」、「喜樹灣裡市地重劃」、

「北安商業區市地重劃」、「安南區怡中市地重劃」「北區賢豐市地重劃」、

「永康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市地重劃」及「永康崑大路市地重劃」等，以便提供更

完善之生活服務、就業人口及公共設施需求。

台南市7大土地開發案接續啟動

#開發建設 #台南市 #7大土地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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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華固建設看好商用不動產市場，砸下13.6億向新世茂資產開發買下北投士林科技

園區824坪土地，目標在未來4年，商辦、廠辦的營收比重拉高到到3成。其中，

大直「國際票券金控大樓」總銷80億已去化57億，預計2020年完工；內湖案預計

2021年完工；新莊案預計2022年完工；北士科園區有上月買進的898坪土地，預

計2022年開發完成。

華固砸13.6億  加碼北士科土地

#投資 #華固 #北士科

聯強國際公告斥資63.58億元，向南港輪胎旗下子公司南榮開發買下台北市南港二

棟辦公大樓中的H棟其13～27樓共15個樓層及100個停車位，並宣布大樓將命名

為「聯強國際大樓」。聯強國際是全球第二大資通訊電子元組件通路集團，考量

集團總部人數已擴大到相當規模，而現有租賃辦公大樓漸不敷使用，因此積極思

考購置總部大樓。

聯強  買南港世界明珠當總部

#投資 #聯強 #南港世界明珠

欣陸投控子公司大陸建設公司宣布，正式簽下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的老字號飯店

台北馥敦飯店的合作開發契約，為全台灣第一棟獲得核准的危老飯店重建案，未

來雙方將合作改建為1棟國際連鎖品牌飯店、1棟頂級住宅大樓，總共2大棟；市

場專家預估，依大陸建設品牌和國際品牌的加持，未來房價每坪有機會挑戰

150萬元的區域高價。

大陸建設 簽下馥敦飯店危老案

#投資 #欣陸投控 #台北馥敦飯店

新美齊與中石化，宣布各以60％、40％出資比例成立「京捷建設」，並聯手砸下

37.06億買進板橋精華地段土地，面積達2,422.42坪，每坪交易價格為153萬元。

這塊地還要走四年半的都更程序，將規劃為精品住宅，目前正在了解新北市新頒

布的「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標準」，由於新法牽涉到都更獎勵值，

會直接影響全案的設計規劃，因此還要評估整體開發、或分期開發。

京捷砸37億  買板橋精華地

#投資 #京捷建設 #板橋精華地

日本大和房屋與欣陸投控合資成立的「汎陸建設」，今年初耗資28.83億元買下的

高雄亞灣黃金建地，預定投資逾60億元，興建飯店以及住宅，分別為臨中山路

21層的「日系飯店」，以及臨文林街29層的「集合住宅」。該開發案目前已完成

建築設計，提送高雄市都市設計通過審議後，預計2020年動工興建，2023年飯店

營運及住宅銷售，屆時，將再為高雄星級飯店掀起熱戰。

欣陸聯手日本大和  砸60億高雄亞灣蓋飯店

#投資 #汎陸建設 #高雄亞灣 #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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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勤美集團啟動投資金額達120億的「勤美之森」巨型複合式開發案，聯手美日台

國際建築大師團隊，在台中藝文地標草悟道特區近4,000坪基地，興建國際五星酒

店、住宅、藝術館，打造台版六本木「東京Midtown」。可望讓台中市民遊憩的

藝文綠廊再進化，為台中帶來更大的繁榮。

勤美120億打造台版東京Midtown

#投資 #勤美集團 #草悟道

投審會召開委員會議，會中通過七案，其中最大案正是美光投資案，匯入新台幣

660億等值外幣，用於投資台灣美光半導體等公司。美光將台灣定位為DRAM製

造重鎮，現已是在台投資額最大、雇用員工最多的外商，並將營運據點合併成台

灣DRAM卓越中心，且隨著DRAM製程持續微縮，未來在台投資只會愈來愈多。

外資今年最大案  美光投資台灣660億

#投資 #台商回流 #美光科技 #DRAM

根據實價揭露，「南山廣場」12樓有一筆租賃紀錄，總面積1061坪，月租

373.2萬元，換算單坪租金約3518元，據了解，租客為台灣亞馬遜。以「南山廣

場」來說，單價3500元偏低，知名品牌的招牌，顯然對於頂級A辦進駐有加分，

目前短期完工的辦公室有限，比較走向出租方的市場，最近1年辦公室租金，有向

上漲1成左右。

亞馬遜年捧4千萬  進駐「南山廣場」辦公樓

#進駐 #南山廣場 #亞馬遜

北市商辦租賃需求強勁，根據內政部實價網最新租金揭露紀錄，7月，3M台灣子

公司砸下月租金逾450萬元，年租近5500萬元，一口氣租下新光南軟大樓3至8樓

等6個樓層，坪數逾2700坪（包括20個車位），拆算每月每坪租金單價約1641

元，更創下實價揭露上路7年來，南港商辦單宗月租新高紀錄。該商辦租戶其實相

對單純，僅有6個承租戶，主因是單一租客吃下多個樓層。

3M月租砸逾450萬  租下新光南軟6層當企業總部

#進駐 #3M #新光南軟

實體通路依然是王，小米在台展店加速。上半年小米在台實體店面營業額比去年

同期大增81％，宣布首度進軍百貨通路，將在年底前與新光三越合作開設三間小

米專賣店，下半年小米將在台開出5家專賣店，對比目前全台才11家實體店面來

說，下半年展店明顯加速。

實體通路稱王  小米加速在台展店

#展店 #小米 #實體通路 #新光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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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台商回流帶動工業建廠熱潮，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2018年「工業倉儲類」建

照核發面積達234.4萬坪，已是2000年以來新高，而今年上半年128.5萬坪，也較

去年同期增加9％。其中，桃園今年上半年工業建照核發面積達46萬坪，等於全

台有超過1/3的工業建廠都落腳在桃園。不少開發商除了住宅市場外轉向工業地產

開發，全台工業建廠動能可望再續創20年新高。

台商回流  引爆工業建廠潮

#趨勢 #工業建廠熱潮 #台商回流

中國大陸官方頒佈自由行限縮下，預料台灣觀光產業將受到衝擊，下半年大陸旅

客可能減少64萬人次。近年來全台旅館總供給量持續上升，部分業者僅能降低房

價以維持住房率，面對未來數月陸客人數緊縮的局勢，旅館業者在經營上將迎向

更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少數外國投資人可能轉為積極，開始評估潛在投資標

的，等待危機入市的時機，其中又以日本投資人對台灣旅館市場最感興趣。

陸客擊潰觀光業  飯店拋售潮上演

#趨勢 #陸客限縮 #飯店

依據內政部最新資料，統計2019上半年度全國暨六都的繼承及贈與建物移轉量，

近四年全國無論繼承或贈與，移轉量皆一路攀升，繼承移轉量更創政府統計以來

新高，而台北市2019年上半年繼承移轉量跟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7.52％，居六都

之冠，贈與移轉量增加最多者為桃園市，增幅5.42％。

數據統計  全國上半年「繼承移轉」創新高

#趨勢 #繼承移轉 

內政部營建署統計今年上半年住宅類建造執照共計6.8萬宅，較去年同期增16%，

創下十來年同期新高紀錄；而核發住宅類使用執照雖較去年同期略減3%，但也是

最近十年第三高，從建照、使照核發情形觀察，可看出建商推案信心轉強。而做

為工廠、倉庫用的工業倉儲類，今年上半年核發建照、使照的樓地板面積，雙雙

較去年同期上升。有可能是因為台商回流找地，確實有部分實質投資效應已經發

生。

建商信心轉強  建照核發大增

#趨勢 #建照核發大增 #建商信心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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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越來越重視健康，不只吃的要好，各種可以讓身體更健康的運動風氣日盛，

運動風潮帶動揮汗產業，不只健身房六年內成長二倍，估計市場至少還有500億

元缺口未被滿足，揮汗經濟學未來10年都將持續發燒。根據財政部資料顯示，

2013年台灣健身場館家數僅有149家，營收新台幣30億元，到了2018年台灣的健

身場館家數已成長至482家，營收則上看100億元，兩者在六年內成長超過二倍。

健身商機大爆發  揮汗產業至少再發燒10年

#趨勢 #健身房 #運動風



交易
八月份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237.38億元，扣除土地交易後，交易額約為98.26億元，交易件數及金額都較七月成長，也比去

年同期高，土地交易有13筆、工業4筆、純辦1筆、廠辦5筆。市場案例部分，這個月土地交易金額較大的一筆，就是新美

齊與中石化成立「京捷建設」以37.06億元買下板橋新興段土地。而最受矚目的辦公室交易，聯強國際以63.58億元向南榮

開發買下位於南港正在興建的辦公大樓15個樓層，拆算建物每坪單價約100萬元，將做為集團全球營運總部辦公室，預計

2023年底完工。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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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工業

工業

工業

純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新莊副都心土地

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桃園市中壢區青昇段土地

桃園小檜溪重劃區土地

桃園市桃園區水汴頭段土地

台中市沙鹿區興安段土地

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園區

新北市板橋區新興段土地

士林北投科技園區

淡海新市鎮土地

土城工業區廠房

桃園巿蘆竹區坑子口段土地

彰化全興工業區廠房

龜山工業區土地

聯強國際大樓

遠雄U-Town

安泰登峰大樓

遠雄U-Town

遠雄U-Town

南港遠東科學園區

新北市新莊區

台北市北投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市

台中市沙鹿區

新北市新莊區

新北市板橋區

台北市北投區

新北市淡水區

新北市土城區

桃園市蘆竹區

彰化縣伸港鄉

桃園市龜山區

台北市南港區

新北市汐止區

新北市淡水區

新北市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

台北市南港區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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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坪

898 坪

547 坪

1301 坪

528 坪

2666 坪

411 坪

2422 坪

824 坪

4008 坪

2864 坪

7265 坪

3170 坪

2001 坪

6058 坪

825 坪

902 坪

1462 坪

629 坪

478 坪

10.30 億元

17.34 億元

5.03 億元

11.06 億元

5.14 億元

5.16 億元

5.18 億元

37.06 億元

13.60 億元

25.45 億元

5.40 億元

5.54 億元

5.05 億元

5.30 億元

63.58 億元

2.32 億元

2.80 億元

4.50億元

1.90億元

1.87億元

新世茂資產開發

華固建設

宏普建設

遠雄建設

全國

宸堡建設

海悅

京捷建設

華固建設

泰和建築經理

和泰汽車

台通

和勤精機

欣興電子

聯強國際

廣錠

光聖

宜進

光明絲織

富基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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