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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投資前瞻!錢磚地產 

 

這是一本運用不動產大數據正確引導未來十年房地產投資獲利的專業書

籍，V523 編輯部累積十年以上的房地產資料收集、研究及分析經驗，本著對房

地產業者對於收集之資訊正確不苟的使命，引導社會大眾走向房地產投資的康莊

大道，不論是房地產業者，或一般投資大眾，都能養成投資前深入研究的好習慣。 

帶動房價上揚的推手，主要是政府的重大公共建設，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建

設執行!「跟著公共建設買房」是房地產投資的最佳準則，不論是日本、美國、

中國；甚至是東南亞各國，全世界皆然。房地產的景氣指標牽動著國家的經濟命

脈，本書結合平台；提供政府最新的各項重大建設資訊，隨時掌握最佳投資機會，

締造房市利多空間與機會。 

政府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公布房地產實價登錄資料，V523 便持續累積大

量的房地產實際交易價格資訊，本書將藉由十年以上的房地產數據，包括房地產

實價登錄內容、法拍價格、政府標售價格、都市計畫變更案…等資訊，累積並追

蹤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資訊，運用房地產的數據加以分析解構，並建議未來十

年全省各縣市的投資地圖，讓您成為房地產專業的投資高手！並永久獲利，造福

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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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省房地產總體分析 
 
 第一節、政府最新經濟建設-前瞻計畫 
 

 第二節、全省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總體指標及房市相關因素分析 

二、影響房地產交易狀況的數據分析 
 

 第三節、大高雄地區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近年高雄市住宅價格指數走勢分析 

二、近年高雄市房價趨勢分數走勢分析 

三、高雄房價所得比走勢分析 

四、高雄市房地產可能成交指數走勢分析 

五、歷年住宅買賣移轉棟數走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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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了解政府最新經濟建設-前瞻計畫 
 
  擴大全面性基礎建設投資，目標在於著手打造未來 30 年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

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計畫：建構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因

應氣候變遷的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

設、加強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

以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前瞻未來，國家需要新世代的基礎建設，為提升區域間資源流通效能，縮短區

域落差，亟需便捷完善的公共運輸系統，尤其軌道建設、運輸骨幹、城際交通及

捷運系統優化；因應氣候變遷、能源轉型並實現非核家園，亟需強化韌性國土及

建構綠能低碳社會；生活與產業面臨數位轉型，為保障網路公民權，使每個公民

都有公平接近網路的機會，尤其臺灣仍有區域落差且需多元性城鄉建設，因此亟

待加強數位化基礎建設及其應用；因應少子化趨勢，積極提升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之質與量，協助家庭分擔照顧責任；食品安全管理攸關國人健康，興建現代化食

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以提升檢驗量能並健全安全管理體系。另配合創新產業

發展政策，將促進人才培育與就業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以培育優質技術

人力，並培植科研新世代投入創新研發，帶動國內大學創新與青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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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全省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總體指標及房市相關因素分析： 

(一)房屋交易量偏低，牽動住宅價格盤跌 

105 年全年的建物買賣移轉登記棟數為 245,396 棟，為近 25 年來的最低點，106

年第 2 季的房屋交易量為 69,395 棟，較 105 年同期 65,399 棟增加了 6.11%，

年增率漲幅遠低於第 1 季的 38.29%，交易量雖然有觸底反彈的跡象，但市場仍

存在相當的觀望氣氛。 

建物交易買賣棟數分析                單位:棟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Q1(1~3 月) 63,477 43,182 59,715 

Q2(4~6 月) 70771 65,399 69,395 

Q3(7~9 月) 64850 67206  

Q4(10~12 月) 93452 69609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資料整理分析:V523 地產資訊網 

 
 

(二)經濟緩步復甦成長但仍有不確定性 

按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我國的經濟成長率民國 104 年為 0.72%，民國 105

年為 1.48%，106 年第 2 季為 2.13%，預估 106 年為 2.11%，較預期為優，而

總體經濟在歷經民國 104 年的衰退後，近二年呈現明顯緩步復甦跡象，展望未

來，受限川普經濟、二岸現況及連帶的經濟結構調整、前瞻計畫執行成效、與朝

鮮半島情勢等因素，未來的三到五年內仍有具不確定性；整體而言，按主計總處

對今年的估計，我國經濟成長將呈現審慎小幅穩定復甦的趨勢；因此，現階段並

無足夠的經濟動能推動房地產投資需求。 

 

 

年 季 

7 
 



第二章  
2018前瞻相關建設的房地產投
資分析 
第一節、大高雄前瞻計畫暨重大建設簡介 

第二節、大高雄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 

二、高雄捷運都會線(黃線) 
 

第三節、大高雄前瞻計畫-綠能建設 

一、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第四節、大高雄前瞻計畫-城鄉建設 

一、金澄雙湖森林門戶計畫 

二、六龜之心再造計畫 
 

第五節、前瞻計畫-軌道建設投資祕技 

一、前瞻計畫-軌道建設的投資步驟解析 

二、投資案例解析 

三、如何運用 V523 前瞻地產網-地產投資開發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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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 
  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將採兩階段推行建造，全線起於南岡山站(R24)，銜接車

站北側路線再續往北延伸，行經臺鐵岡山站、岡山農工、高雄科學園區、高苑科

技大學、路竹市區，止於湖內區之臺鐵大湖車站附近，全長約13.22公里，設置

RK1~RK8共8座車站。主要路段穿過南科高雄園區特定區，其中包含南科高雄園

區、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及南區環保科技園區等南部重要之科技發展區。 

 
 

 

 

 

 

 

 

 

 

 

 

 

 

 
 

 

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示意圖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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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湖站(RK8) 

(1)車站周邊土地開發之可行性 

RK8站為端末站，周邊鄰近國道1號、省道臺1線、臺17線、臺28線、臺39線等

重要交通要道，再加上臨近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及東方設計學院等二校，初步

分析應具土地開發可行性。RK8車站周邊多數土地係屬農業區，未來若能配合岡

山路竹延伸線之推動，將週邊農業區變更為其他使用分區，將較具潛在效益。 

 

 (2) 車站周邊潛在可調整使用分區為住商分區之土地 

本站周邊500公尺範圍大多位於湖內(大湖地區)都市計畫區，東側少部分落在非

都市土地，現行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大致以省道台1線為界，區分為兩種型

態，省道(即中山路一段)以西主要為文教區(東方設計學院)，及提供大專院校生

活機能所需的商業區、住宅區；省道以東則為低密度的農業區及工業區。 

在工業區之檢核方面，位於500公尺圓周邊界之三處面積較大的乙種工業區，目

前已有中大型廠房營運生產中，無變更之可能性；而中山路與環球路口交叉口東

北隅之工業區，則僅有2、3家零星的小型輪胎行及汽車修護廠，變更之可能性

大。 

至於農業區方面，未來將省道東側直接面臨捷運系統之部分農業區變更為住宅區

或商業區之可能性大，以符合大眾運輸場站周邊高強度使用之TOD理念，期帶

動地方繁榮並增進捷運運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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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8站周邊都市計畫圖暨配合特定區計畫預留土地開發區位示意圖及現況衛星空拍圖 

 

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歷年交易走勢圖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大湖站(RK8)-歷年不動產交易分析表(周邊 3km 坪單價) 

年份 大樓 公寓 透天 店面 工廠廠辦 土地 

102 年 4.61 萬/坪 4.43 萬/坪 9.79 萬/坪 12.25 萬/坪 10.03 萬/坪 4.53 萬/坪 

103 年 5.91 萬/坪 8.15 萬/坪 10.93 萬/坪 12.94 萬/坪  5.68 萬/坪 

104 年 5.51 萬/坪 4.50 萬/坪 11.87 萬/坪 13.13 萬/坪  5.47 萬/坪 

105 年 6.06 萬/坪 4.62 萬/坪 12.08 萬/坪 18.97 萬/坪 7.98 萬/坪 5.44 萬/坪 

106 年 6.42 萬/坪 9.01 萬/坪 11.57 萬/坪 16.53 萬/坪 10.23 萬/坪 4.82 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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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析未來十年大高雄國土計畫、區域
計畫、都市計畫的房地產投資契機 
 

第一節、大高雄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未來重要發展分析 

    一、全國國土計畫簡介 

    二、大高雄地區整體空間未來發展方向 

    三、大高雄未來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四、國土、區域計畫之農業區/工業區劃設及變更原則 

    五、國土計畫新商機 

第二節、大高雄都市計畫變更及通盤檢討案 

第三節、都市計畫投資祕技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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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6 公告實施「擴大及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四階段)案」 

1. 計畫緣起 

澄清湖特定區自民國58 年11 月15 日發布實施都市計畫迄今，已歷經47 年，

其間分別於77 年7 月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並於87 年7月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

作業，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核定案件業於民國103年10 月28 日發布實施；

第二階段已於民國104 年4 月28 日發布實施；第三階段已於民國105 年11 月

25 日發布實施。本次（第四階段）係針對第三階段後續辦理案件部分第一案及

部分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888次會中決議案件辦理核定作業。 

2. 變更位置及範圍 

本次變更區位位於高雄市東側近郊，其範圍東沿縣道183 東側丘陵地向北延伸

至仁武區觀音湖，再往北至大社區觀音山風景區，南與鳳山都市計畫區為界，西

與原高雄市行政轄區範圍為鄰，北與仁武都市計畫區為鄰，行政區域包括仁武、

鳥松、大社等三區。 

3. 變更內容 

(一-1) 變更公園用地(公十八-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0387公頃。(附帶條 

       件:捐贈基地面積30%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一-2) 變更風景區及保護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1241公頃。(附帶條件:捐贈    

        基地面積6%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一-3)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3920公頃。(附帶條件:捐贈基地面積30% 

       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一-4)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3171公頃。(附帶條件:捐贈基地面積30% 

        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一-5) 變更保護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1260公頃。(附帶條件:捐贈基地面積30% 

        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一-6)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附)、廣場用地(附)及綠地(附)，面積0.650公 

      頃。(附帶條件:捐贈基地面積30%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 

        4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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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變更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附)，面積0.2167公頃。(附帶條件:捐贈基地面積30% 

        土地，可捐贈土地或繳納代金，以當期土地公告現值4成計算) 

(二-1) 變更人行步道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附)及道路用地，面積0.0244公頃；變 

       更住宅區為道路用地(附)。(附帶條件:捐贈4公尺道路用地予市府)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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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高雄未來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高雄市區域計畫有關擴大及新訂都市計畫，將以已取得區委會同意函之兩處申請

新訂都市計畫地區及配合沿海重大建設填築之新生地辦理擴大都市計畫為主，依

其發展需求共劃設以下六處擴大及新訂都市計畫區: 

(一) 因應國家重大建設需求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1、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 

   此擴大計畫提供高雄港未來30年永續發展之空間，包括各類深水碼頭、後線

及港埠產業發展之空間，促進港埠產業上中下游之整合，達成高雄港「增值創量」

雙V港永續發展之目標。 

   計畫位於小港區西側臨海區域，由第一期已填築完成之港埠用地往海域延伸

填築擴建高雄港港埠設施，為延續第一期工程(已於101年6月完成擴大及變更都

市計畫並公告實施)，第二期工程計畫總填築面積約422.5公頃，預定於107年全

數填築完成。其主要機能為: 產業( 石化油品儲轉運、物流等)、港埠(貨櫃中心)

及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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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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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8 大高雄房地產重要區位投
資商機 
第一節、近期重要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房地產投資趨勢分析 

    一、何謂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二、重劃區投資優勢 

  三、大高雄近期重要公辦市地重劃區投資分析 

  四、大高雄近期重要區段徵收區投資分析 

第二節、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投資祕技 

  一、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的重要投資步驟解析 

  二、案例說明 

第三節、大高雄重點工業區及智慧園區房地產投資分析 

第四節、工業區及智慧園區投資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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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87 期公辦市地重劃區(大鵬九村)(岡山區-劉厝段) 

1. 區位環境 

重劃區區位北接介壽路、南連國軒路、西臨仁壽南路、東倚機一-九用地，鄰近

岡山文化中心和捷運南岡山站。重劃區總面積為26.99公頃，重劃後將提供18.89

公頃可建築用地(第三、三-1、三-2 種住宅區)及 8.1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市

場用地(0.5 公頃)、公園用地(3.73 公頃)、園林道用地(2.7 公頃)、)及道路用地(1.17

公頃)。 

 

2. 重劃經過 

本開發區原係國軍眷村用地，建物老舊殘破，環境品質低落，土地閒置荒廢，嚴

重影響地區發展。為連結捷運機能、活化眷村土地，以打造高住宅品質環境，提

高土地使用效率，促進岡山地區發展，本區有加速開發之必要。 

日期 重劃經過 

105 年 06 月 05 日 公告土地分配結果 

106 年 07 月 27 日 工程動工 

 

3. 未來發展分析 

本重劃區工程於今年7月27日舉辦動土典禮，預計於2018年10月完工。開發後

除了可改善居住環境，區內配置之其中一處公園用地將打造成文化景觀地醒村，

未來將增加景觀遊憩點，以呼應地方人文特色並有效提供市民及觀光人潮適當活

動空間，必可締造美好的優質生活宜居環境空間，未來發展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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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 87 期重劃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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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交易走勢圖                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第 87 期公辦市地重劃區-歷年不動產交易分析表(周邊 3km 坪單價) 

年份 大樓 公寓 透天 店面 商辦 土地 

102 年 8.06 萬/坪 12.60 萬/坪 13.38 萬/坪 16.22 萬/坪 5.35 萬/坪 8.18 萬/坪 

103 年 8.52 萬/坪 6.44 萬/坪 15.84 萬/坪 28.50 萬/坪  10.28 萬/坪 

104 年 7.76 萬/坪 7.17 萬/坪 15.94 萬/坪 26.94 萬/坪  10.10 萬/坪 

105 年 8.84 萬/坪 8.19 萬/坪 16.93 萬/坪 20.03 萬/坪 9.16 萬/坪 9.29 萬/坪 

106 年 9.47 萬/坪 6.16 萬/坪 16.66 萬/坪 21.31 萬/坪  11.32 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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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岡山本洲擴大產業園區 

   a. 環保科技園區 

南區環保科技園區於92年3月11日正式誕生於原高雄縣(現已合併)，為首座「環

保科技園區」，不僅具體落實了推動環保、經濟並重的產業政策，對於國家永續

發展及建立循環型社會體系之趨勢，均有指標性意義。 

為營造具有競爭優勢之投資環境，區內規劃具有產業生態化之循環連結再利用之

「量產實證區」與環保技術研發環境之「研究發展區」兩大區，將可引進先進技

術產業進駐園區，同時進行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創造綠色技術與產品之市

場需求，發展符合產業生態循環與地方產業所需之環保技術、產業，促進區域性

之生產、生活與生態的平衡。 

 

   b. 物流專區計畫 

經濟部基於產業需求性與國際競爭之迫切性，遂於93年正式核定「高雄縣岡山

物流專區」(縣市合併前)輔導設置計畫，並落籍設置在岡山本洲工業區西側。專

區面積5.72公頃，位於臺南與高雄都會區之間，周圍具備便利之鐵、公路及機場、

港口等運輸系統，形成綿密的交通路網，提供物流業者海、空、陸運之便利性。

專區距高雄國際機場與國內最大貨物輸送量之高雄港，均在30公里之經濟運距

內，對發展成為國際物流亦具備經濟及時效上之優勢。 

物流專區除了能提供南臺灣產業在供應、生產、銷售流通方面最佳的服務機能

外，還可以藉由全國首座(唯一)「電信技術中心」之技術認證及資訊功能，強化

物流專區之物流體系自動化技術，創造出具高附加價值之「加工、重整、驗證、

分銷」之物流專區，對進駐岡山物流專區之物流業者創造無可取代的競爭優勢。 

 

 

20 
 



 

 

 

 

 

 

 

岡山本洲擴大產業園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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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本洲擴大產業園區-周邊歷年不動產交易分析表(周邊 3km 坪單價) 

年份 大樓 公寓 透天 店面 工廠廠辦 土地 

102 年 8.04 萬/坪 16.64 萬/坪 11.60 萬/坪 20.76 萬/坪 13.53 萬/坪 5.48 萬/坪 

103 年 8.52 萬/坪 6.07 萬/坪 15.59 萬/坪 14.49 萬/坪 20.28 萬/坪 6.65 萬/坪 

104 年 7.75 萬/坪 7.28 萬/坪 13.78 萬/坪 32.22 萬/坪 16.55 萬/坪 6.31 萬/坪 

105 年 8.56 萬/坪 7.49 萬/坪 14.93 萬/坪 22.04 萬/坪 18.44 萬/坪 5.78 萬/坪 

106 年 8.94 萬/坪 7.90 萬/坪 13.41 萬/坪 19.95 萬/坪 16.23 萬/坪 9.42 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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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本洲擴大產業園區土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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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最新房地產政策引導出的
房地產商機 
第一節、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投資商機 

第二節、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投資祕技 

第三節、高雄市房地產投資的最後一片藍天-新草      

 衙投資專區(亞洲新灣區) 

     一、新草衙的由來 

     二、新草衙地理位置 

     三、新草衙最新政策法規 

     四、為何要投資新草衙? 

     五、投資案例大解密 

     六、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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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03 公告實施「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區（原高雄市地區）市場用地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1. 計畫緣起 

高雄市政府於民國70年辦理「變更高雄市原都市計畫區市場用地（通盤檢討） 

案」，針對舊市區非屬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之既存市場進行通盤檢討作業，期使計

畫與實際現況相配合，俾舊有市場得以整頓更新，新設計畫市場可以適應未來需

要。惟前次專案通盤檢討迄今已逾30年，期間陸續劃設之市場用地面臨傳統市

場因量販店、生鮮超市競爭而逐漸萎縮，致使部分市場用地多年未開發，影響民

眾權益，故併同配合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專案通盤檢討，並以土地資

源效率最佳化觀點通盤檢討市場用地劃設適宜性。 

近年來隨著便利商店、超級市場及大型連鎖量販店之大量興起，連帶使市民消費 

型態轉變，導致傳統零售市場之需求已大為減弱。鑑於促進土地有效開發利用，

參酌既有發展狀況及地區發展需求檢討之，期使計畫與實際相配合，俾低度閒置

使用之市場用地得以變更為地區可發展用地，解決髒亂寙陋之情形。 

 

2. 計畫範圍 

本次市場用地通盤檢討範圍以原現行高雄市主要計畫及各細部計畫區劃設之3處 

批發市場及150處市場用地共153處為主，其面積總計約為69.1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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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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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雄市房地產投資的最後一片藍天-新草衙投資專區 
       (亞洲新灣區) 
 
一、新草衙的由來 

高雄市前鎮區新草衙地區為占用市有土地所形成之違章建築，早期因高雄拆

船業興起及於高雄港區打工民眾先後在前鎮草衙地區，佔用約 32 公頃的公有土

地搭建矮房，但大多數沒有產權，成為大違建區，如今這些建築被地方人士認為

阻礙市容與發展。高市府 26 日表示，擬用容積獎勵、拆遷補償等尋求解決。  
二、新草衙地理位置 

根據「高雄市前鎮區新草衙違建戶占用市有公地處理原則修正條文」，以本

市前鎮區中山四路以西、臨海工業區以東、前鎮運河以南、漁港路以北，總面積

約 725.76 公頃範圍內，扣除第九期重劃區、供興建國宅使用之住宅區、保存區、

公共設施用地及私有地後之市有住宅區與商業區，面積約 32.39 公頃。新草衙

地區由於接近各項工業設施或工作地點的區位條件，便成為城鄉移民中勞工在都

市的第一個駐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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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錄 
第一節、V523 前瞻地產網-房地產投資最佳利器 

一、V523 前瞻地產網 

二、V523 地產資訊網 

三、行動 VIP 專業整合系統 

四、客製化地籍圖套繪、掛圖、圖冊 

第二節、房地產最新相關法條修正 

一、 水利法增訂得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河川區域都市  

計畫範圍內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 

     二、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三、最新地產相關法規 

第三節、土地投資買賣注意事項 

     一、投資土地應注意事項 

     二、投資農地必須關心的事 

 

 

 

 

 

 

27 
 



第一節、V523 前瞻地產網-房地產投資最佳利器 

  一、V523 前瞻地產網--提昇房地產投資勝算新工具 

  V523 前瞻地產網，累積超過 20 年以上房地產相關的資料庫數據，提供房地

產歷年的數據統計與應用分析；徹底讓使用者透過大數據資料與內容分析舉

證。讓您更能掌握房地產漲跌趨勢，成為房地產界中最銳不可擋的實力戰將！ 
 

高雄市還能哪裡能新興重劃區便宜的建地呢？  

高雄市(亞洲新灣區)鄰近地區哪裡還能找到每坪 20萬元的商 5建地呢？ 

V523 前瞻地產網讓您輕鬆掌握房地產漲跌趨勢，成為房地產界中最銳不可擋

的實力戰將！透過網站使用者可在 Google 地圖上自行點選地理位置，立即查

詢相關房地產大數據資料與分析整合結果，內容包括：周邊房屋/土地物件、周

邊重劃區、周邊廠房/工業用地、周邊農舍/農地、周邊實價、周邊法拍；讓我

們對物件，對區域環境的投資報酬率有更加精準的依據與信心！ 

V523 前瞻地產網不但提供專業銷售物件平台,可輕鬆在網站上刊登物件,增加

物件曝光度!並提供民眾瀏覽房地產相關資訊,如: 房產大數據、實價登錄、房產

新聞、房產知識、地震帶、土壤液化區、環境民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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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產大數據: 

    運用本公司累積 20 年以上之房地產數據資料,透過網站查詢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軌道建設各交通站點之鄰近實價分析、周邊待開發物件、農舍/農地、廠房

/工業用地…等相關投資開發資料。跟著大數據走,了解未來投資是否有價值! 

 
 

 2.房屋/土地物件 

前瞻投資網提供一般購屋及換屋民眾、房地產專業者、投資客…等,查詢物件周邊

實價分析及生活機能,並且可清楚知道物件周遭是否有嫌惡設施等不良地方,因而

影響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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