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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迎好運 上市櫃交易歷年同期新高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儘管全球疫情再度惡化，主要國家重啟嚴格管控措施，不
過對於製造業影響有限。在國內方面，時序進入5G世代，使得半導體需求暢旺，
產能供不應求，令電子機械業廠商對當月與未來半年景氣仍維持一定的樂觀程度。
營建業方面，受限於近期鋼筋成本高漲，且混凝土源料供應吃緊情況尚未解除，加
上先前房市交易較為熱絡，基期相對墊高，且未來政府仍將動態性調整政策的走向，
令不動產投資觀望氛圍較為濃厚。 
 
政府祭出優惠方案吸引台商回流，台中工業地產市場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主要是台
中有很好的都市發展、交通建設、人口與氣候等條件，成為企業青睞的重點區域，
觀察西屯區、太平區、潭子區三區交易熱區都是沿著台74快速道路向外擴散，顯見
交通便利性對於產業運輸物流與人才招工是重要考量。 

上旬 2/1~2/10 中旬  2/11~2/19 下旬  2/20~2/28 

◤ 2/2    (二)   【標售】 
國產署北區分署110年度招標
第1批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國有
不動產 

◤ 春節假期2/10-2/16 ◤  2/22    (一)   【標售】 
國產署宜蘭辦事處110年度招
標第4批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 2/2    (二)   【法拍】 
萬華區直興段3小段349地號-
1拍 

◤ 2/18     (四)   【標售】 
國產署南投辦事處110年度招
標第7批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 2/23     (二)   【法拍】 
文山區木柵段3小段692地號-
1拍 

◤ 2/3    (三)   【標售】 
勝華幼獅廠 

◤ 2/19     (五)   【標售】 
淡海新市鎮 1.6萬坪商業地 

◤ 2/25     (四)   【標售】 
文山區興隆段3小段14地號-1
拍 

二月   商用不動產行事曆 

資料整理：信義全球資產管理公司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實際資料依原業主公布為準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yiglobal.com 



政府 法規 開發 政策 

2 

住都中心五大案  今年招商 
今年將釋出五大案招商，除了已公告的新北市板橋浮洲商業區、中和保二等案，上
半年會再釋出台北市南港玉成段、信義兒福A1基地；下半年則要走出雙北，在新
竹市釋出建功高中南側基地招商。中和保二基地面積約3,055坪，採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等標期至今年3月；浮洲地上權案鄰近浮洲合宜住宅，基地規模更高達
6,104坪，目標發展為辦公、商場等產品，等標期至今年4月。 

#政策 #開發建設 #招商 

 

投信投顧法鬆綁  未來可發行REIT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金管會宣布，研議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業者可發行REIT（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若投信發行REIT之後，想再借錢買國內外大樓，金管會雖沒有限制不
能借款，但會限制用途。參考日本、新加坡及香港決議開放 REIT 採基金架構發行，
新增「不動產投資信託事業」可募集及私募 REIT 金，並與現行信託架構 REIT 併行，
營運架構將更具彈性。 

#法規 #政策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鬆綁 

政府不動產標案  今年上看2千億 
公辦都更案方面，指標大案為高雄亞洲新灣特貿三，預估投資金額達300億元；另
台北車站E1、E2案估計投資額達200億；台電南港舊址（AR-1-2）案估計110億元。
在捷運聯合開發案方面，環狀線十四張站案估計投資金額達500億元；環狀線板新
站約35億元。在BOT和地上權招標案方面，以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最受矚目，
投資額將達305億元；台中高鐵案也有百億的投資規模。 

#政策 #開發建設 #政府標案 

台北大安建國營區  將都更變住宅區 
位於大安區辛亥路二段、國防部的建國營區（前北市南區憲兵隊）占地968坪，該
處不做社會住宅，將變更為住宅區進行公辦都更，都更收益挹注中央的興辦社宅基
金，並要在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的成德營區蓋社宅，再回饋社宅存量給台北市政府。 

#政策 #開發建設 #台北大安建國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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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套缺地  台糖將釋地423公頃 
中美貿易戰展開至今，不少赴陸投資的台商成為鮭魚返鄉，台商回台將面臨最重要
的「三缺」，其中最難的就是土地。經濟部已開始著手盤點土地，目前鎖定台糖位
於雲林縣褒忠鄉99公頃、嘉義縣中埔鄉67公頃、嘉義縣水上鄉99公頃、台南市98
公頃、高雄市60公頃等5塊、共計423公頃的土地，預估未來廠商進駐後，一年能
創造新台幣1,800億元產值，創造超過1萬個工作機會。 

#政策 #法規 #台商回台 #台糖 #釋地 

鹿港轉運站BOT招商案  啟動 
鹿港轉運站位於鹿港的市中心區，開發範圍面積達9,757平方公尺，集結公車站、
旅館、停車場、商場、美食街及影城等複合式交通轉運設施，提供多元的服務，至
4月26日截止收件，5月完成綜合評選，8月完成議約及簽約事宜，預估簽約後四年
內興建完成，並開始營運，預估可帶動民間投資18億元。 

#政策 #法規 #鹿港轉運站 #BOT 

禁囤地！工業局將開罰5千萬  拍賣5公頃閒置工業地 
為解決企業工業區的囤地問題，經濟部工業局近期對閒置土地未利用的企業首度開
出罰單，目前開罰名單約10家初頭，面積5公頃多，開罰金額估最高5000萬元左右。
閒置未開發土地北中南都有，包含屏南工業區、彰濱工業區等，這也將是經濟部首
度對閒置工業地開罰。 

#法規 #政策 #工業局 #禁囤地 

今年上半促參商機659億  台中市占比逾8成 
2021年開始，財政部促參司盤點新的一年大型促參案的案源指出，今年上半年促參
大型案件（10億元以上）共有14案，總商機高達659.6億元，台中市占比逾八成，
且包辦前三大案，包括台中高鐵站開發案（147億元）、台中港觀光商業區興建案
（120億元）、台中復健與老人醫院BOT案（84億元）。 

 #政策 #促參案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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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壽拿下中華開發大樓  稱霸南京東西路 
新光人壽以92.888億元標下中華開發大樓，這也是新壽在南京東西路上第六棟不
動產，從新光纖維大樓、新光南東大樓、南京科技大樓、前瞻金融大樓、台北金融
大樓部分樓層，到五段的中華開發大樓，新壽已搶下南京東西路的主要話語權。標
下此大樓以自用為目的，預計使用至少五年後，再推動中華開發大樓進行危老重建，
屆時價值會預期再翻倍。 

#投資 #新光人壽 #中華開發大樓 

新光三越插旗  東區商場三足鼎立 
百貨業北市精華區搶地盤，新光三越首度插旗忠孝復興商圈！台北市忠孝東路上的
正義國宅大樓都更案「Diamond Towers」，傳將由新光三越進駐，預期今年中完
成招商作業。「Diamond Towers」預計今年下半年完工，也引發百貨業者爭奪戰，
該案1~4樓規劃為百貨精品商場，已於去年開始招商，前後吸引超過四家百貨業者
接洽，新光三越呼聲最高，唯目前全案尚未簽約。 

#投資 #新光三越 #東區 #商場 

敦南SOGO案拍板  皇翔勝出 
眾所矚目的台北市敦南SOGO大樓交易案終於正式拍板！皇翔建設以「皇翔投資」
名義，透過股權交易方式買下「仁愛企業」股權，交易金額約130億元「敦南
SOGO大樓」占地938.96坪，屋齡33年已超越都更年齡，使用分區為敦南特定專
用區住四和住四之一，容積率300％和400％。 

#投資 #敦南SOGO #皇翔 

南京東路商辦補漲行情開跑  後市看俏 
南京復興商圈的三角窗揚昇金融大樓，14樓拆算車位以每坪118萬元轉手，創下該
棟辦公大樓的新高價，台北市辦公室漲勢並未停歇，除了A辦大樓租售價格盤堅外，
大面積、高土地持分、主幹道上與近捷運的舊辦公大樓，也展開一波補漲行情。另
外像是1月以92.8億元成交開發金總部大樓，而南京敦化商圈還有富邦人壽以268億
元買下王朝酒店，華固也在區域內整合老舊辦大樓推出豪宅個案，商圈內的商用大
樓交投熱絡。 

#趨勢 #復興南京 #商辦 

國揚砸18.56億購入土城土地  推總銷逾百億廠辦大案 
看好廠辦市場，國揚繼去年第4季購入內湖舊宗段、高雄鳳山土地後，今年1月以每
坪土地單價58萬元、總價18.56億元購入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之3,199.576坪土地之
五成股權；該案預計明年才會推出廠辦大樓案，由於該案將和其他公司共同合作，
未來全案整合後土地將擴大到逾5,000坪，將是集團首筆總銷破百億元之大規模廠
辦大樓案。 

#投資 #國揚 #土城土地 

建商插旗雙北工業地 
台商資金回流投入工業地產外，建商也積極布局雙北工業地，包括長虹、遠雄、宏
盛、德林、興輝等去年瞄準工業地產，光是這五家建商合計投入超過200億元。而
新北市中和好市多土地去年以總價51.18億元出售，換算每坪土地單價高達80.03萬
元，買方為板信劉家旗下的興輝建設，一舉躍升為2020年建商買工業地產的次高交
易。 

#投資 #建商 #工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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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半月  建商砸36億狂獵地 
儘管央行宣布祭出限縮購地貸款成數至65％等四大打炒房措施，但建商拚業績，
購地需求殷切，累計2021年初以來短短半個多月，興富發、國揚、皇普三大建商
就砸下逾36億元購置土地。而國揚首度插旗土城，計畫開發為頂級廠辦園區，主
要是看好土城產業聚落成形，這是國揚在兩個月以來第四度購地。 

#投資 #建商 #獵地 

三環六線點火  新北這3大重劃區土地交易強出頭 
台北市地價房價居高不下，捷運三環六線成型帶動人口移動，進而牽動建商購地的
布局。2020年新北市哪些重劃區土地交易最火熱？新北市各重劃區土地交易金額
排名中，林口新市鎮市地重劃區以139億元排名第一，新莊副都市中心以123億元
排名第二，塭仔圳重劃區以113億元排名第三。 

#趨勢 #新北重劃區 #三環六線 

建商搶進台中14期  新案試水溫 
中台灣最大的北屯區14期市地重劃區，近一年吸引了十多家建商插旗購地；其中，
國泰、陸府、亞昕、順天、磐興等建商，今年可望率先進場試水溫。14期腹地廣
闊，大致以崇德路為界，在地理位置上區分為東側、西側，然而，因為11期商圈
機能輻射作用，建商最先出手搶地布局的區塊都是南側緊靠11期學校、公園的區
段，南邊的「仁平段」則被視為14期最精華的區塊，緊鄰崇德商圈與11期，更擁
大量綠地資源加持。 

#投資 #建商 #台中14期  

桃重劃區土地交易熱  勝新北 
機捷通車後，北北桃一小時生活圈加速成形，建商也擴大插旗桃園重劃區，去年桃
園重劃區土地交易規模850億元，還高於新北市720億元，其中以青埔高鐵特區土
地交易317億元，連續二年蟬聯桃園土地交易規模最大的重劃區，占整體重劃區土
地交易近40％。 

#趨勢 #桃園重劃區 #土地 

這些因素！台中「這3區」產業最愛 
台中近年成為企業佈局重要策略基地，除大立光佈局台中，台商及外商也出現進駐
台中熱潮，2017年至2020年台中又以哪些區域工業地產交易熱度最高呢？台中工
業地產近四年累積交易金額排名中，西屯區以111億元排名第一，太平區以73億元
排名第二，潭子區以66億元排名第三，而三區占全台中工業地產交易規模近40％。 

#投資 #趨勢 #台中 #工業 

新壽搶進高雄市地上權  砸3.03億標下前金段土地 
壽險業資金去化需求強勁，持續尋找國內不動產優質標的，新光人壽再宣布以約
3.03億元，購入高雄前金段「395-4、395-5及395-6地號」土地地上權，面積總計
556坪，拆算每坪土地單價為54萬元。本案規劃建置新壽於高雄的新營業總部，將
原有七賢大樓移至此處，預計興建A級辦公大樓。 

#投資 #新光人壽 #高雄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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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不動產大型交易摘要 
 
一月份大型不動產交易合計243.11億元，扣除土地以
及地上權交易後，交易額約為203.48億元，交易金額
為歷年同期新高。土地交易部分，興富發持續加碼台
中市場，以17.91億元買下台中七期重劃區土地最為
亮眼，換算每坪約246萬元買下台中市七期河南路、
近市政路原沙夏汽車旅館728坪土地。商用不動產部
分，本月工業不動產4筆、純辦1筆、廠辦4筆、零售
1筆，國揚實業看準工業土地，首度插旗土城永寧工
業區土地，將與其他公司共同合作投資，未來將推出
廠辦大樓。 

縣市 買方 類型 標地 總價(億) 土地(坪) 建物(坪) 

桃園市 櫻花建 土地 桃園市楊梅區頭重溪段 6.16 3,625 - 

台中市 興富發 土地 台中七期重劃區 17.91 728 - 

新竹縣 上揚資產管理 土地 新竹縣竹北市東華段 7.28 4,953 105 

高雄市 新光人壽 地上權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段 3.03 556 - 

新竹縣 智邦科技 地上權 新竹縣國際AI智慧園區 5.25 8,998 - 

桃園市 精測 工業 平鎮工業區 5.59 2,543 2,845 

新北市 國揚實業、中和 工業 永寧工業區土地 18.56 3,200 - 

桃園巿 中華精測科技 工業 平鎮工業區廠房 5.34 2,543 2,845 

桃園市 日勝化 工業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段 3.56 1,741 1,580 

台北市 新光人壽 純辦 開發大樓 92.89 756 7,979 

台北市 開泰投資 零售 琢豐店面 6.88 - 239 

新北市 東碩資訊 廠辦 國揚矽谷 6.36 - 2,228 

新北市 泉創生醫 廠辦 遠雄U-Town 5.01 - 2,456 

新竹縣 穎崴 廠辦 台元科技園區第九期 2.89 81 907 

新竹縣 新光人壽 廠辦 英迪格大樓 56.4 2,632 17,579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3億以上交易   資料整理：信義全球資產管理公司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實際資料依原業主公布為準 

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yiglobal.com 



商業仲介 
 

完整商圈資料 
海量資料配對 
精準行銷通路 

租賃招商 
 

租賃需求分析 
招商策略擬定 
拓點展店代尋 內湖長虹新世代大樓 

客戶:萬海航運 
面積:6,744坪 (A.B全棟) 

時代金融店面 
客戶:三商美邦人壽 

面積：896坪 

台中飯店全棟 
客戶:投資機構 
面積:1,272坪 

內湖潭美總部 
客戶:雄獅旅遊 

面積:7,575坪 (全棟) 

福全新整棟 
客戶:救國團 

面積:1,271坪(全棟) 

重慶南路整棟 
客戶:共享辦公 

面積:304坪(全棟) 

工業地產 
 

政府機關合作 
嚴謹交易安全 
開發法令諮詢 

顧問服務 
 

資產盤點活化 
產品定位規劃 
財務評估建議 桃科萬坪廠房 

客戶:科技業 
面積:23,159坪 

新竹湖口廠房 
客戶:科技業 
面積:2,012坪 

桃園新屋丁建 
客戶:化工業 
面積:2,794坪 

劍潭站TOD案 
先期規劃顧問 

高鐵苗栗車站 
產業專用區土地 

處分招商 

臺北捷運工程局 
捷運景安站開發大樓 

租賃市場調查 

資產管理 
 

收益改善成長 
物業管理維護 
投資策略佈局 

標售代理 
 

交易條件磋商 
媒體行銷曝光 
標售作業執行 板橋板信銀行家大樓 

REITS圓滿一號 
類型：商辦大樓 

台南FOCUS時尚流行館 
REITS圓滿一號 
類型：百貨商場 

國防部 
店面招商及管理 

台北金融中心大樓 
客戶：新光人壽 
金額：20.7億元 

淡大HI-CITY複合學舍 
客戶：新光人壽 
金額：18.2億元 

長春金融大樓 
客戶：泰安產險 
金額：37.6億元 

信義全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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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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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JAPAN

TAIWAN

MALAYSIA

信義集團專營商用地產團隊 

信義全球資產(Sinyi Global)，為臺灣上市公司信義房屋(TWSE：9940)集團之內，專營商用不動產的全資子公司，創立20多年來，業務範疇
從商業仲介、租賃招商、公開標售，擴及工業地產、資產管理、顧問服務等。營運期間協助3000組以上客戶完成不動產交易，累計交易金額
逾800億元。作為臺灣商用不動產領導品牌，信義全球資產整合信義集團完整的上、中、下游及關聯產業服務，以及450多個直營據點及行銷
通路，滿足客戶多元及客製化服務，為企業成長最佳後盾。 

信義估價 
不動產估價 

安信建經 
履保、全案管理 

信義代書 
交易登記 

信義開發 
土地開發 

信義代銷 
預售住宅 

中國日本大馬 
海外通路 

 

信義集團-房仲上市公司 

450+家分店、3,500+位經紀人員一起幫您 
賣房子，讓您輕鬆、放心！ 
 

名 稱：信義全球資產管理(股)公司 

資本額： 50,000,000 

代表人： 蘇俊賓 

母公司： 信義房屋(股)公司 

台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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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三部 02-2722-1768    
顧問發展部 02-2720-8896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76號 

商仲二部 02-2751-6000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3-1號 

工業地產部 02-2659-2828 

桃竹地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05號20樓 

桃園營業部 03-339-5888 

台中地區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4樓A2 

中區營業部 04-2302-3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