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序 

 

這是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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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對於房地產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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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不管是房地產專業者，一般

投資大眾，都能養成投資前深入研究的好習慣。 

真正推動房價上揚的動能，是政府的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建設

執行，「跟著公共建設買房」是房地產投資的唯一準則，全世界皆然，看著最近東南亞、

中國、日本甚至美國，房地產的景氣指標牽動著本國的經濟命脈，而帶動本國的投資動

能兩大支撐就是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所得以及政府的重大公共工程投資。跟著政府的

重大建設走，房市永遠有多頭空間。 

民國 101 年 8 月以來，政府公佈房地產實價登錄資料，累積了大量的房地產實際

交易價格資訊，本書將藉由十年以上的房地產數據，包括房地產實價等路資訊、法拍價

格、政府標售價格、都市計畫變更…等資訊，累積並追蹤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資訊，

運用房地產的大數據分析，解構並建議未來十年全省各縣市的投資地圖，讓您永久獲

利，造福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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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國房地產總體分析 
第一節、政府最新重大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二節、全國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房屋交易量偏低，牽動住宅價格盤跌 

        二、經濟緩步復甦成長但仍有不確定性 

      三、低成本環境將延長房市修正期 

四、政策效應及觀望 

第三節、臺南地區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第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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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 



第二節、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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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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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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成長率及建物建物交易買賣棟數分析     (單位:棟、%)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成交量 經濟成長率 成交量 經濟成長率 成交量 經濟成長率 

Q1 63,477 4.01％ 43,182 -0.23％ 59,715 2.66％ 

Q2 70771 0.66％ 65,399 1.13％ 69,395 2.13% 

Q3 64850 -0.70％ 67206 2.12％   

Q4 93452 -0.79％ 6960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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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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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8前瞻基礎建設房地產

投資分析 
第一節、臺南前瞻計畫暨重大建設簡介 
第二節、臺南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捷運綠線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二、捷運綠線延伸線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三、捷運藍線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四、捷運藍線延伸線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五、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六、臺南鐵路立體化延伸至善化地區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

產趨勢分析 

       七、其他路線資料 

第三節、臺南前瞻計畫-綠能建設 

第四節、臺南前瞻計畫-城鄉建設 

第五節、前瞻計畫-軌道建設投資祕技 
 

 

 

 

 

 

 



第二節、臺南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捷運綠線各站點位置及周邊地產趨勢分析  

捷運綠線為府城都心之橫貫路線，起訖點為平實轉運站及市政府/市議會，路線主要

行經小東路、公園路、民生路、慶平路、安億路以及永華路等，路線長度約11.9 公里，

捷運綠線設有公園維修機廠，負責捷運車輛之維修作業。捷運綠線之行駛路線如圖所

示。此路線將府城都心內重要的商業(安平老街、海安路商圈、成大商圈、站前商圈等)、

觀光(安平古蹟、孔廟、赤崁等)、休憩(林默娘公園、臺南公園、成大校園等)與未來轉運

站(平實轉運站、臺南轉運站、民生轉運站、安億轉運站)之開發位址串接起來，如此一

來可提升路線服務功能，吸引更多民眾使用公共運輸，因此在路線設定定位上，捷運綠

線可滿足觀光遊憩、通勤與商業活動服務之路線，屬多功能服務路線。 

 

捷運綠線（府城橫貫線）路線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 



9.Ｇ9/B2  建平十七街站(交會站) 

位於中華西路/建平十七街路口西側。捷運綠線設於建平十七街路側公園，未來捷運

藍線將於此站與綠線交會。近運河星鑽特定區、新南國小。 

 
車站周邊500公尺都市計畫圖                            現況衛星空拍圖 

資料來源: V523前瞻地產網 

歷年交易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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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十七街站(Ｇ9/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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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萬/坪 7.01萬/坪 15.51萬/坪 20.50萬/坪 8.78萬/坪 17.40萬/坪 

103 年 13.64萬/坪 8.23萬/坪 17.23萬/坪 25.67萬/坪 8.37萬/坪 18.06萬/坪 

104 年 14.10 萬/坪 8.51 萬/坪 18.48 萬/坪 23.49 萬/坪 7.82 萬/坪 20.73 萬/坪 

105 年 15.17 萬/坪 8.59 萬/坪 18.26 萬/坪 30.94 萬/坪 7.88 萬/坪 22.11 萬/坪 

106 年 15.99 萬/坪 9.61 萬/坪 18.26 萬/坪 42.40 萬/坪 8.56 萬/坪 22.52 萬/坪 



第三章 

解析未來十年臺南國土計畫、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房地產投資契機 
第一節、臺南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未來重要發展分析 

一、新訂及擴大都市計畫 

二、都市計畫整併 

三、臺南市區域計畫之指導茲說明 

四、都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概況 

五、農地分類 

六、重大土地開發計畫 

第二節、臺南都市計畫變更及通盤檢討案 

 

 

 

 

 

 

 



第一節、臺南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未來重要發展分析 

一、新訂及擴大都市計畫 

●新訂都市計畫 

(一)市鎮計畫 

1、北門都市計畫 

內政部2004年3月23日臺內營字第0930082763號函原則同意以北門鄉公所所在地

申請新訂都市計畫，後因配合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北門舊埕

地區景觀計畫」，變更原核定案，故以內政部2010年9月27日內授營綜字第0990807493

號函同意北門鄉公所變更原核准開發範圍。新訂都市計畫案面積約52.08公頃，由於其

已在縣市合併前即通過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審議，故得依照既有程序辦理新訂都市

計畫程序。 
 

2、七股都市計畫 

內政部1999年3月24日台(88)內營字第872572號函原則同意以七股鄉公所所在地申

請新訂都市計畫，計畫案面積為171.71公頃，由於其已在縣市合併前即通過內政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之審議，且已依照既有程序辦理新訂都市計畫程序。 
 

(二)特定區計畫 

1、以保持優美風景為目的 

臺南市具有優美風景之地區均分布在西側濱海地區及東側山林地區，目前大多已劃設有

特定區計畫，其中梅嶺地區仍為非都市土地，建議為保持優美風景可劃設為風景特定區

計畫。 
 

2、以發展工業為目的 

目前大規模之工業區僅餘保安工業區及柳營科技工業區為非都市土地，具有發展為以

工業為目的之新訂特定區計畫之機會。 
 

3、其他特定目的 

 

 

 



●擴大都市計畫 

擴大都市計畫地區經分析後為三處，茲說明如下： 

(一)新營都市計畫東南側： 

以柳營科技工業區作為發展第一級產業的升級基礎，發展周邊農業原料之提供腹地以及

未來因應產業需求所需之用地，故本擴大都市計畫之功能係以發展產業為主型。 
 

(二)南科特定區南側： 

南科特定區與永康交流道特定區之間夾雜之非都市土地，長期以來因屬於高潛勢之易淹

水地區(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具有災害敏感特性，但因其距南科及永康工業區較近，

且離永康系統交流道(國1與國8交會處)相當近，具有便利的交通可及性，故為避免未來

違章或未登記工廠設立營運，故於本計畫中指定為管制災害為主型之擴大都市計畫地

區。 
 

(三)歸仁都市計畫北側： 

歸仁都市計畫之人口達成率已達80%，且北側因鄰近仁德都市計畫與永康六甲頂都市計

畫，故該地區之非都市土地發展現況相當熱絡，為管制都市成長邊界，將該地區指定為

以發展產業及住商為主型之擴大都市計畫地區。 
 

 

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第二節、臺南都市計畫變更及通盤檢討案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緣起及目的: 

因應臺南縣市自民國99年12月25日起合併改制，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由原仁德鄉公所

改為直轄市臺南市政府後，賡續於民國103年2月18日及103年11月11日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821次及第839次會審議通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得視實際發

展需要，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爰此，本次通盤檢討之第一階段

及第二階段計畫書、圖已於民國104年6月25日及106年3月8日公告發布實施在案。 

本計畫位於仁德區西側，其範圍東至縱貫鐵路並與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及高速公路臺南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為鄰，南至二仁溪及港尾溝溪，西至大甲里現有聚落西側及臺南機場

界線，北至臺南市東區區界，包括仁愛、仁和、成功、大甲、二行及保安等六里，計畫

區面積約817.96公頃。 

 

 

 

 

 

 



 

編號6變更示意圖 

 

 

編號6變更後示意圖 



 

 
變更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示意圖 

 

 



第四章 
2018 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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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重劃 

       二、區段徵收 

   第二節、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投資祕技 

   第三節、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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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辦辦理中-第二期平實營區市地重劃區 

 【位置簡介】 

  本開發區位於臺南市東區與永康區交界處，鄰近成功大學、成大醫院、奇美醫院及興

闢中之大灣交流道，區位優越，開發面積為 42.4 公頃。 

 

 【重劃原因】 

  早期平實營區係陸軍五四工兵群駐紮營區，為市區內封閉型軍事用地；精忠三村則為

陸軍眷村，係早期蔣宋美齡女士率領婦聯會發動民間捐款所興建之軍眷住宅，於民國

54 年興建完成。歷經四十多年的發展變遷，眷村家庭人口倍增，即使不斷加蓋增建亦

無法提供充裕居住環境，加上房舍逐漸老舊窳陋，故臺南市政府主動與國防部建立合作

機制，並以創新之整體規劃方式獲得國防部支持，透過都市計畫變更達成市區公共設施

增加、土地價值提升、整體生活環境改善之多贏局面。 

 

 【重劃經過】 

1.100 年 6 月發布實施本區細部計畫案。 

2.100 年 10 月市地重劃計畫書公告。 

3.103 年 3 月、12 月及 104 年 4 月土地改良物補償公告。 

4.103 年 11 月完成工程細部設計。 

5.103 年 11 月總工程發包。 

6.104 年 1 月 25 日總工程開工；同年 3 月本區公 E3 公園公區開工。同年 3月 16 日辦

理本區動土典禮。 

7.105 年 10 月 28 日至 105 年 11 月 28 日公告土地分配成果。 

 

 【開發願景】 

1.本開發區完成後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19.55公頃，提供可建築土地14.04公頃住宅區、   

  7.39公頃商業區及1.42公頃車專區，預估節省新台幣50.19億餘元的徵地費用及公共 

  設施開闢費用約新台幣13.81億餘元。 

2.創造集文化、休閒、藝術及商業功能於一域之生活環境；提供超水準休憩園地，提升 

  居住的品質，展現舊都市新風貌。 

3.規劃時結合低碳、綠能、保存原有樹木及帶動流行創意等目標進行，以求本重劃區發 

  展為多元商業活動及高居住品質之新興社區。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http://land.tainan.gov.tw/NewsDetailC007126.aspx?Cond=65898731-419d-49d3-b502-40dac96d8056&ClassID=735b0e1e-29d0-4121-93c0-9efbfa219f66


4.塑造優質都市環境，以帶動創意產業發展，維護營區原有老樹，提供市民綠蔭休憩空 

  間，開發採用低碳及綠能概念，宣揚及推展環保理念。 

5.建構東臺南副都心、型塑都市森林景觀及樹立低碳社區典範，增加財政收入，提升都 

  市競爭力。 

 

 

 

 



 

歷年交易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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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平實營區市地重劃區於 105 年 8 月開發完成後，將促進東區城市機能與風貌的改善，

並與鄰近之國賓商圈及南紡夢時代開發案產生聚集經濟效果；區內 7 公頃生態環保公園

與南紡開發案之公園串連成都市綠軸，將成為市民休閒的優質城區綠野；小東路與中華

東路口之車站專用區則為未來大眾運輸轉運重要節點，另外榮民醫院旁 20 米南北向道

路將連結永康、東區、仁德之南北向交通。期待開發完成後達成「區域均衡、城鄉共榮」

目標，讓市民看見未來，讓台南更宜居，也更多人願意移居到此，共同來實現創業、安

居、樂遊的夢想城市。 

歷年不動產交易分析/坪均單價 

年份 大樓 公寓 透天 店面 商辦 土地 

102 年 12.99 萬/坪 8.02 萬/坪 15.85 萬/坪 21.11 萬/坪 7.49 萬/坪 11.29 萬/坪 

103 年 13.29 萬/坪 9.75 萬/坪 17.97 萬/坪 21.85 萬/坪 9.05 萬/坪 12.90 萬/坪 

104 年 13.86 萬/坪 10.58 萬/坪 18.25 萬/坪 26.13 萬/坪 10.83 萬/坪 15.24 萬/坪 

105 年 14.37 萬/坪 10.46 萬/坪 18.16 萬/坪 23.92 萬/坪 14.76 萬/坪 16.31 萬/坪 

106 年 14.19 萬/坪 10.00 萬/坪 19.33 萬/坪 24.98 萬/坪 10.84 萬/坪 14.88 萬/坪 

歷年國有財產土地標售價格 

年度 縣市 鄉鎮 地段 地/建號 面積(㎡) 得標金額 

102 年 臺南市 東區 精忠段 544 133 7018880 



(二)新吉工業區 

新吉工業區(下稱本工業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及安定區交界，公學路一段124巷橫貫

基地中央位置，道路以北屬臺南市安定區，道路以南屬臺南市安南區；基地西側以灌溉

溝渠為界，基地東側及北側以道路為界，基地面積合計123.26公頃。 

 

 

 

 

 



  本園區鄰近台17甲省道，交通便捷，南距臺南市約8公里，西北距曾文溪約1.5公里，

東北距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約11公里。基地往東500公尺即可聯絡國道8號臺南

支線新吉交流道，沿國道8號往東6公里可由臺南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

路，續沿國道8號往東9公里則可由新化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3號，交通區位四通八達。 

 

 
 

本工業區初步規劃產業用地(產一及產二)面積約76.75公頃(佔總面積62.27%)，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約46.51公頃(占總面積37.73%)。包括產業用地、管理中心、自來水設施

用地、電力設施用地、污水處理廠、公園、停車場、滯洪池、綠地等，並將公共設施用

地分散規劃於北、中、南三個區域，供區內廠商、員工就近適當的休憩空間。工業區周

圍劃設20公尺寬之隔離設綠帶，以降低工業區開發對於鄰近地區所造成之影響。工業區

內道路系統規劃分為聯外道路、主要道路及次要道路三種層級。滯洪池周邊用地及部份

無法利用之畸零地則規劃為景觀綠地，並適時增加區內道路綠化程度，強化植栽綠化之

意象，塑造本工業區未來之綠美化及活水空間。 

 



 

 

 

歷年交易走勢圖 

 

 

 

 

 

 

歷年不動產交易分析/坪均單價 

年份 大樓 9寓 透天 店面 工廠廠辦 土地 

102 年 7.01 萬/坪 5.50 萬/坪 11.97 萬/坪 15.24 萬/坪 17.90 萬/坪 3.63 萬/坪 

103 年 7.69 萬/坪 7.87 萬/坪 13.25 萬/坪 16.02 萬/坪 45.41 萬/坪 3.92 萬/坪 

104 年 7.42 萬/坪 6.46 萬/坪 13.74 萬/坪 13.60 萬/坪 23.87 萬/坪 3.84 萬/坪 

105 年 7.15 萬/坪 7.10 萬/坪 13.73 萬/坪 19.89 萬/坪 12.28 萬/坪 4.55 萬/坪 

106 年 8.48 萬/坪 6.91 萬/坪 14.21 萬/坪 16.48 萬/坪  4.35 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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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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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新地產相關法規 

第三節、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投資祕技 

 

 

 

 

 

 

 

 

 



 105.02.01公開展覽 變更關廟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1.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之實質環境已有所變遷，實有必要進行通盤檢討，重新審視關廟都市計畫區

的各項發展現況及條件，給予適切的發展定位及規範，提升整體都市環境品質及土地使

用之效益。 

本次通盤檢討除依循傳統檢討作業著重於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計畫人口、土地使用及開

發方式等檢討方式外，並導入生態、永續、防災等概念為檢討架構，引導關廟都市計畫

區之空間發展，並透過都市計畫通盤檢討程序作業，結合生態城市概念，調整都市計畫

內容，建構安全、宜居之健康都市。 

針對計畫區內現有公共設施用地及需求推估進行檢討，劃設必須之公共設施用地，以改

善地區生活品質；另對於已無需求之公共設施予以解編，使土地得以合理利用。 

 

 2.計畫範圍 

  目前關廟都市計畫規定17處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合計面積3.36公頃，除編號1已完

成附帶條件外，餘3.26公頃尚未辦理。 

 

 

 

 

 



  3.檢討變更內容 

關廟都市計畫區之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一覽表 

編  

號 

案

名 

變更
案編
號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新計畫 

1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16 停車場 
(停一，0.09公頃) 
商業區 
(商一，0.01公頃) 

商業區(附) 
(商一，0.06公頃) 

原停車場用地過於零散，不

易經營管理，故另集中規

劃。 

1.變更後之廣場總面積應為原

計畫停車場面積之 40%。 

2.土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公

共設施用地或以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 

廣場(附) 
(廣一，0.04公頃) 

2 17 停車場 
(停二，0.1公頃) 

商業區 
(商一，0.06公頃) 

廣場(附) 
(廣二，0.04公頃) 

3 18 停車場 
(停三，0.15公頃) 

商業區(附) 
(商一，0.09公頃) 

廣場(附) 
(廣三，0.06公頃) 

註1：第二次通盤檢討表示「變更關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一期公設保留地專檢表示「變更關廟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註2：*者停四於「變更關廟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時重新編號為停一。 

資料來源:臺南市都發局 

 

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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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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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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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