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上旬 7/1~7/10 中旬  7/11~7/19 下旬  7/20~7/31

隨著歐美主要國家陸續重啟經濟活動，各項實體經濟數據亦顯示經濟已從谷

底反彈，不過目前仍未回復到疫情前的水準。在國內製造業方面，先前因疫

情而遞延的訂單陸續回籠，加上產油國減產，國際原油價格反彈，石化產品

需求緩步復甦，帶動相關資通訊產品需求熱絡，使得製造業廠商對當月與未

來半年景氣看法轉為樂觀。營建業方面受惠於公部門工案量增加，新增招標

需求持續升溫，加上疫情對於房市的負面衝擊已趨近尾聲，多數的營建業廠

商對景氣看法逐步朝向樂觀。

商用不動產部分，今年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攪局，但不動產交易市場並不

悲觀，資金重返台灣佈局，使得上半年商用不動產及土地市場交易創下歷年

新高，今年上半年上市櫃交易金額來到1530億元，信義世貿三館地上權及南

港土地兩大案拉高整體不動產氣勢，壽險業因疫情影響，資金回流，兩大案

由壽險包辦。台商回流趨勢持續，帶動工業地產交易，再加上疫情影響，宅

經濟發威，使得業者開始布局物流地產。

資料整理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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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地產部 03-339-5888

台中營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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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營業部  04-2302-3322



肺炎疫情肆虐下，房市買氣雖也受到部分影響，但因自住需求仍在，根據中央銀

行公布的5月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房貸）及建築貸款（土建融）餘額，各增至

7.568兆元及2.209兆元，續雙創歷史新高，其中土建融餘額年增率14.77％，更

創2011年10月以來的104個月新高。疫情雖未完全解除，有需求者還是會進場，

銀行持續推出優惠低利率房貸，積極搶攻優質房貸，餘額明顯增加。

5月房貸、土建融餘額 雙攀峰

#政府 #房貸、土建融

內政部營建署表示，日照權保障規範將自今年7月1日上路，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

度超過21公尺（約七層樓）部分，應檢討其所造成的日照陰影，使鄰近住宅區或

商業區的基地，在冬至仍有1小時以上的有效日照，建商未來申請建照時，應特別

留意。考量都市計畫商業區允許高密度利用的特性，也訂定免予檢討的態樣，像

是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投影在北向面寬不超過10公尺；或建築物外牆退縮、已

留設一定空間等，可排除適用。

建物日照權新規  7月上路

#政策 #法規 #建物日照權

房屋稅繳納期限截止，今年受疫情影響，民眾和企業可依規定申請緩繳或分期繳

納，以飯店、科技業者申請居多。新北市至今僅近半數繳納，且破天荒有一萬三

千多件申請延分期，影響金額約三億七千萬元；桃園市甚至有科技大廠申請延繳

房屋稅八千多萬元，可見疫情衝擊嚴重。

疫情衝擊  房屋稅延分期繳暴增

#政策 #房屋稅 #分期繳納

國產署與地方政府合計辦理五件國有土地開發案，除新竹案仍在洽談，今年桃園

市林口國際媒體園區四大案大致已完成簽約，預估可吸引民間投資143.3億元，創

造總產值351億元。過去每年大概都能推出五件國有土地開發案，為地方經濟注

入活水，今年上半年另推出兩件，包括屏東菸葉廠旁立體停車場案、台東池上太

陽光電專區等，兩案合計可吸引民間投資20.7億元、創造總產值41.1億元。

四大國有地開發案  產值上看351億

#政策 #開發 # 國產署

行政院將宣布「高科技研發中心領航企業研發深耕計畫」，計畫七年投入160億

元經費補助，吸引外國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高科技業者來台成立研發中心，補貼金

額最高五成。該計劃限定二類投資條件，一、製造投資，須五年內在台投資超過

1,000億元、新聘人員超過千人；二、研發投資則須五年內在台投資超過100億

元、新聘研發人員超過200人。

政院補助160億  吸引科技大咖來台

#政府 #經費補助 #半導體

政府
建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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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表示，香港人欲申請來台居留，目前共可依據16項事由提出申請，

包括依親、投資等，尤其投資申請的部分，條件較許多外國人及外資寬鬆許多。

移民署表示，依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16條規

定，香港居民可以依據共16款事由申請來台居留，如依親、投資、專業人士、就

學或工作等，各款事由又分別有不同的要件及申請方式。

港人來台居留  投資申請條件比外資寬鬆

#政府 #政策 #港人來台居留

今年促參簽約金額能否達到千億元目標備受關注，據財政部掌握的案件，今年內

可簽約的三大案包括：林口國際媒體園區招商案C、D基地，規模95.84億元，台

鐵南港玉成段都更案，規模60億元，及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

施投資BOO案，規模46.1億元。今年促參案件雖然沒有像過去出現單件百億元的

大案，但隨精華區大片土地逐漸開發完成，大案案源減少很自然，但整體促參動

能仍相當穩定。

南港都更等規模衝逾200億  三大促參案

#開發 #南港 #促參案

因應後疫情時期，台商設廠用地需求甚殷，行政院日前核定在彰化以南九處台糖

土地，增設九處產業園區，總開發面積1,204公頃，預計提供843公頃用地供廠商

建廠。未來將分期、分區開發，第一期開發面積744公頃，提供廠商建廠用地

520公頃，預估投入330億元，最快2021年底提供廠商進駐設廠。

台糖釋1,204公頃土地  增設九產業園區

#開發建設 #台糖 #台商回流 #產業園區

財政部表示為配合國家政策，積極活化國家資產，並釋出國有不動產，協助推動

社會住宅、長期照護及綠能政策。2020年下半年推動重要政策如下：多元活化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推動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或邊際土地認養、協助推動社會住宅

政策、配合推動長期照護政策、配合綠能政策，提供所需國有不動產、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提供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減租緩繳措施。

多元活化國家資產  6政策增裕庫收

#政策 #開發 #活化國家資產

政府
建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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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台北市地上權不斷在市場掀起話題，國泰營區權利金底價61.16億元，最後由全球

人壽以97.8億元得標，溢價率59.9%；而另一筆受矚目的南港地上權案權利金底

價5.76億元，由麗寶建設以7.8983億元得標，溢價率37%。從2019年台北地上權

市場觀察，商用規劃的可能性與能見度高，由於壽險業對於今年海外投資有所顧

慮，因此把重心轉移國內，搶標精華地段地上權。

壽險業瘋搶地上權  全球人壽溢價59％拿走國泰營區

#投資 #全球人壽 #國泰營區地上權

家樂福集團與Dairy Farm集團簽署協議，收購Dairy Farm集團在台灣的惠康百貨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未來將打造台灣家樂福成為零售市場的全通路領導品

牌。此次交易，包含 224間超市分店，199間頂好Wellcome超市及25間Jasons 

Market Place，同時也包含了物流中心的資產及土地，整筆交易價值9,700萬歐

元，台灣的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營業額約為3億9,000萬歐元。

家樂福證實  併購全台224家頂好、Jasons超市

#趨勢 #大型零售業 #家樂福併頂好

肺炎疫情導致全世界飯店虧損，台汽北站五星級飯店案原訂由萬豪集團經營，皇

翔現在決議改為商辦大樓。展望今年，武漢肺炎衝擊經濟，不過，央行調降利率

及國內房地產市場受惠台商回台，應可讓部分自住客及換屋族群陸續回籠，將持

續開發良好區位、具市場性的土地，同時參與精華地段都市更新改建。

皇翔台汽北站五星飯店案改商辦與萬豪解約

#趨勢 #飯店改商辦 #台汽北站

國泰建設將轉型為控股公司，掌握未來台商回流的置產潮，可望帶來未來商用不

動產的黃金十年，將加碼商用不動產，旗下商用不動產將採只租不售策略。以台

北市南港利百代正辦理都更改建的商辦大樓來說，就決定全棟持續，僅對外出

租、不會銷售，預計改建為2棟廠辦大樓，國建可分回其中1棟，為地上18層樓、

地下三層大樓。

國泰建設轉型控股  商辦只租不售

#趨勢 #國泰建設 #商辦

北市市中心土地開發飽和，開發商及投資人紛將眼光轉向北士科、南港、大內科

等區域，未來可望成為產業重鎮，商用不動產市場發展可期。從內湖科技園區到

南港經貿園區的產業軸帶已儼然成形，隨著南港路沿線的廠辦開發案陸續釋出，

區域內商業發展動能持續，已成企業擴充地點的重要選項。

北市獵地  瞄準北士科、南港、大內科

#趨勢 #北士科 #南港 #大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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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近年辦公市場供不應求，帶動租金水漲船高，壽險與建商等業者相繼獵地打造辦

公產品，根據商仲業者統計，截至2027年，台北市中心辦公大樓將陸續有48萬坪

新供給量，若再加計南港區的20萬坪辦公大樓，至少有近70萬坪、超過兩個信義

計畫區的供給量。

掀搶蓋潮  北市商辦供給將爆量

#趨勢 #北市商辦 #供給量

儘管台灣經濟情勢相對穩定，但全球景氣有大幅衰退的隱憂，部分投資者改採觀

望態度，導致前六月全台商用不動產投資市場交易總額，較去年同期減少五十四

％。預期進入後疫情階段的下半年，台灣商用不動產市場主要投資將集中具穩定

收益的資產類型，尤以辦公室、工業地產最受青睞，而電子商務也將推升投資人

對於物流不動產的興趣。

後疫情階段  工業、物流地產搶手

#趨勢 #後疫情 #工業、物流地產

自疫情爆發以來，觀光商圈的來客量大減，業績更是大砍五至七成，店面空置率

甚至超過二成，觀光市場想回到疫情前的水準，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其

中在台北市又以西門町商圈最有危機感。消失的觀光客、沉重的店租，再加上加

盟、人事等營運成本，短期無法獲得舒緩，新進業者成本更高，耐受度更低，苦

撐半年後，預期倒店潮還會蔓延。

北市觀光商圈爆倒店潮

#趨勢 #台北市 #觀光商圈

疫情對於整體經濟市場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在土地市場方面，絲毫未受到衝

擊，建商仍然持續評估購地，今年以來，土地交易領跑整個不動產市場，上市櫃

交易截至今年5月底，土地交易總金額來到839億元，又以台北市土地交易最為熱

絡，今年土地交易最大案是富邦人壽以282.87億元買下南港土地。值得關注的

是，台中躍為土地交易第二熱區，其中又以興富發建設買了兩筆台中七期土地交

易金額最大，台中土地市場備受矚目，成為建商、壽險角逐之地。

回購率高  資金布局台中土地熱度持續炒高

#趨勢 #台中土地 #回購率高

東元、聲寶、三洋電及大同四家成軍超過半世紀以上的老牌家電大廠，均擁有豐

厚的土地資產，近期都加速活化土地資產腳步。其中，大同資產最豐厚，引來市

場覬覦；聲寶表現最積極，計畫開發土城廠及林口廠外，也打算出售林口廠對面

倉庫六千坪土地，地目屬於乙種工業用地。

四家老牌家電廠  加速土地活化

#趨勢 #家電廠 #土地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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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
投資.趨勢

新冠肺炎重創全球各行各業，統一表示，將在北中南覓地打造物流園區，估計投

資規模將達百億元，南部的物流園區已確定落腳台南，預計2-3年內會完工啟用。

統一集團目前旗下已有捷盟、統昶、大智通、統一速達（黑貓宅急便）及統一企

業的物流中心等5大物流系統，再把分散各地的小物流中心湊在一起，統一集團的

物流系統大概會是全台最大。

統一將砸百億  北中南建物流園區

#投資 #統一 #物流園區

老牌紡纖廠宜進公告出售台南新市舊廠的不動產，土地約3,932坪，建物569坪，

交易金額3.14億元，估可獲約1.6億元的處分利益，閒置土地部分，先前已經陸續

處理掉2萬坪和8,000坪的土地，包括去年7月出售部分土地給富邦媒蓋物流中

心。近年積極轉型當包租公的宜進，去年連續敲進汐止、內湖地區不少商辦。不

過今年碰到疫情關係，宜進轉趨保守，除了出售台南舊廠土地建物，上月也宣布

處分位在忠孝東路四段精華地段的不動產。

宜進賣台南舊廠不動產  獲利1.6億元

#投資 #宜進 #台南不動產

JUL‧2020‧Commercial Real Estate



交易
六月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232.49億元，扣除土地及地上權交易後，交易額約為52.73億元，交易件數及金額明顯比上個月減

少，而上半年土地市場在建商積極加持之下，交易相當熱絡。壽險持續攻占台北市精華地段地上權，自從去年台北市地上

權全由壽險包辦，此次國泰營區地上權再次由壽險拿下。本月土地交易有8筆、工業地產6筆、地上權1筆、純辦1筆、廠辦

4筆，市場案例部分，達麗建設首度投資北士科園區，以17.7億元向暘潤開發投資公司買下1,500.31坪土地，將開發住宅大

樓對外出售，建商持續看好北士科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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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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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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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

純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廠辦

台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土地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土地

新竹市東區光武段土地

台南市中西區武勝段土地

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土地

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土地

台中四期重劃區土地

桃園市新屋區埔頂小段土地

桃園市楊梅區土地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段土地

馬稠後產業園區第一期

新北市產業園區土地

中壢工業區廠房

高雄市仁武區仁營段土地

國泰營區地上權

新竹縣竹北市縣福段辦公

台北科技城

台灣科技廣場

遠東世紀廣場

遠東世紀廣場

台中市南區

台北市北投區

新竹市東區

台南市中西區

新北市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

台中市北屯區

桃園市新屋區

桃園市楊梅區

台南市新市區

嘉義縣鹿草鄉

新北市五股區

桃園市中壢區

高雄市仁武區

台北市松山區

新竹縣竹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新北市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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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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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坪

1500 坪

2443 坪

1522 坪

533 坪

737 坪

946 坪

7297 坪

10786 坪

3933 坪

10711 坪

402 坪

1204 坪

2000 坪

2982 坪

1762 坪

3373 坪

1421 坪

1154 坪

1081 坪

8.02 億元

17.70 億元

23.39 億元

8.67 億元

5.33 億元

6.63 億元

6.95 億元

5.27 億元

8.68 億元

3.15 億元

5.52 億元

3.36 億元

4.10億元

3.20億元

97.80億元

4.39億元

8.24 億元

5.18 億元

3.49 億元

3.44億元

總太地產

達麗建設

悅凱開發等公司

裕豐

長虹

森寶

櫻花建設

建華資產等公司

正源企業

自然人

勤誠

富致

晟銘電

自然人

全球人壽

富邦人壽

中華郵政

漢唐

維田科技

美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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