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序 

投資前瞻!錢磚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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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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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區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近年新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走勢分析 

    二、近年新北市房價趨勢分析 

    三、新北房價所得比走勢分析 

    四、新北市房地產未來趨勢 
 

 

 

 

 

 

 

 

 

 

 

 

 



第一節、政府最新重大建設-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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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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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2018前瞻基礎建設房地產投資分析 
第一節、新北前瞻計畫暨重大建設簡介 
第二節、新北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淡海輕軌綠山線 

       二、淡海輕軌藍海線 

       三、輕軌安坑線 

       四、捷運三鶯線 

       五、其他延伸線資料 

   第三節、新北前瞻計畫-城鄉建設 

第四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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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周邊房地產發展分析 

       三、如何運用 V523前瞻地產網投資開發房地產       

 

 

 

 

 

 

 

 



第二節、新北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淡海輕軌綠山線 

路線起自淡水捷運線紅樹林站至新市鎮一期一區發展區北側為止，為優先興建路段

(第一階段)，依不同條件考量，規劃路線分為「捷運紅樹林站至國泰橋」、「國泰橋至淡

海新市鎮」、「淡海新市鎮」三個區段。 

整體路網建議路線規劃圖 

 



(二)G1A竿蓁林站周邊發展概況 

臺二線往坪頂路方向沿線與淡水線由竹圍至紅樹林站路段相同，近年來高樓林立，人

口進駐快速。 

 

1.規劃構想 

因本區鄰近登輝大道轉台二乙線交口附近，鄰近多大型高層住宅區之開發，  及坪頂

路上之別墅社區，車站主要服務對象為鄰近住宅社區之居民。出入口規劃為土地開發基

地，主要設置垂直動線及臨停轉乘設施。 

 

2.不動產市場價位 

沿中正東路兩側住宅預售屋 40~50 萬/坪，新成屋 35~45 萬/坪，屋齡 10~20 年中

古屋約 25~35 萬/坪，廠辦約 20~25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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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A 竿蓁林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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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 萬/坪 17.71 萬/坪 27.37 萬/坪 40.31 萬/坪 20.72 萬/坪 13.46 萬/坪 

103 年 24.28 萬/坪 19.42 萬/坪 30.78 萬/坪 45.05 萬/坪 21.94 萬/坪 13.20 萬/坪 

104 年 26.60 萬/坪 18.42 萬/坪 29.45 萬/坪 44.47 萬/坪 22.13 萬/坪 18.09 萬/坪 

105 年 23.42 萬/坪 18.35 萬/坪 27.97 萬/坪 38.89 萬/坪 23.92 萬/坪 18.06 萬/坪 

106 年 24.93 萬/坪 19.16 萬/坪 24.44 萬/坪 45.33 萬/坪 21.67 萬/坪 12.05 萬/坪 



第三章 

解析未來十年新北國土計畫、區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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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國國土計畫 

    二、新北地區整體空間未來發展方向 

    三、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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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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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新北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未來重要發展分析 
 
三、新北未來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溪南、溪北及三鶯策略區，除既有都市計畫地區透過都市更新、都市地區整體開發等

方式，引導居住、產業活動往都市計畫地區集中，另因應主城區都市計畫發展飽和與都

市計畫縫合需求，檢討增加可發展用地，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納入為供住宅或產

業機能之待發展地區，以引導密度疏散及因應因交通與產業建設所帶動之人口移入。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彙整表 

策略區 處數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類型 計畫面積
(公頃) 

住宅區
(公頃) 

計畫人口 辦理階段 

溪南 1 5.擴大土城都市計

畫(土城彈藥庫附近

地區) 

住商為主

(TOD) 

162 9 4,800 第一階段 

溪北 5 1.擴大五股(部分更

寮及水碓) 

產業為主 143 8 8,000 第一階段 

2.擴大三重及蘆洲

都市計畫 

住商為主

(TOD) 

58 17 10,000 第一階段 

3.泰山楓江及產業

園區間非都市土地 

產業為主 256 12 9,500 第一階段 

4.二重疏洪道 管制為主 237 - - 第一階段 

7.泰山、五股間非都

市土地 

住商為主 32 8 5,300 第二階段 

小計   726 54 37,600   

三鶯 2 6.新訂三峽麥仔園

都市計畫 

住商為主

(TOD) 

128 37 15,000 第一階段 

8.大柑園地區非都

市土地 

產業為主 615 62 25,000 第二階段 

小計   743 99 40,000   



第二節、新北都市計畫變更及通盤檢討案 

 

●三峽都市計畫(三峽國光段社會住宅計畫)細部計畫案 

1.計畫緣由: 

本計畫係為新北市三峽區社會住宅計畫，配合內政部營建署「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

案」之政策指示，係為新北市政府預計 108 年底完成 7000 戶住宅政策目標之其中一處，

符合中央及新北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開發之政策。 

 

2.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屬三峽都市計畫，區位鄰近台北大學及三鶯線 LB06 站預定位置，計畫範圍位

於三峽都市計畫北側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區以南，國光街以北，民生街以西，三峽國中以

東，北大國小兩側範圍，計畫面積約為 3.3777 公頃。 

 

3.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配合社會住宅計畫，規劃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面積為

26081 公頃，佔計畫範圍面積之 77.22% 

 

 

 

 



 

(三峽國光段社會住宅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第四章 
2018新北房地產重要區位投資商機  
   第一節、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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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近期重要公辦市地重劃區投資分析 

        三、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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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運用V523前瞻地產網投資開發房地產-重劃區篇 

   第三節、新北重點工業區房地產投資分析 

   第四節、工業區投資祕技 

 

 

 

 

 



●公辦重劃 

●公辦已完成-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 

1.開發緣起 

土城臨近板橋，近年發展快速，週邊可供建築發展用地已接近飽和，復因劃設之軍事

禁限建範圍，恰位於土城的心臟地帶，各項建設開發行為皆受軍方嚴格限制，致現有公

共設施不足，道路系統不適當，嚴重影響土城的發展。 

為提供都市發展用地，活化土地利用，配合本計畫區軍事禁限建範圍之解禁，加上北部

第二高速公路及土城捷運線均經過本計畫區，交通極為便利，而依都市計畫規定採市地

重劃方式進行整體規劃開發，以促進本區之健全發展。 
 

2.開發範圍 

新北市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土地坐落於新北市土城區，東以青

雲路及其東側之街廊為界；西以學府路東側為界；南以金城路及明德路北側為界；北以

工五（大同公司）及文高（海山高工）為界。 
 

3.開發面積 

開發面積約45.06公頃。 
 

4.土地使用計畫 

(1)可建築土地：  

包含「住宅區」、「商業區」等2種使用分區（依據都市計畫書，重劃區內為第二種住

宅區及第一、二種商業區），合計面積29.79公頃。開發後分配土地予原土地所有權人，

剩餘土地則為抵費地，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售出後所得價款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 
 

(2)公共設施用地：  

本案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則開發後公共設施使用計畫應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

辦理。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規定，本區範圍內公

共設施用地包含「道路」、「排水溝」、「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人行廣場」、「公

園」、「綠地」、「國民中學」、「停車場」等用地，合計面積約15.27公頃。 



5.開發效益 

(1)無償取得區內公共設施用地約15.27公頃。節省政府用地取得及工程建設費用約新

臺幣約282億元，有效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區內居民環境生活品質。 
 

(2)私有土地透過都市計畫程序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並闢建公共設施，使土地價值

大幅提高，由地主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開發費用，符合受益負擔精神，實現土地正

義。 
 

(3)市地重劃後地籍重新整理，消除畸零不整地形，減少經界糾紛，健全地籍管理。 
 

(4)本重劃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完備，建築用地增加，可適時舒緩板橋、土城地區之發展

壓力，改善本區人口急遽增加所衍生居住環境設施不足問題，縮短與鄰近城鄉發展差

距，且實質促進本重劃區及週邊土地開發利用，使土地所有權人共享開發成果，以達地

盡其利之目的。 

 

周邊實價分析 

 

 

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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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5 萬/坪 27.46 萬/坪 39.69 萬/坪 53.78 萬/坪 32.33 萬/坪 31.56 萬/坪 

103 年 34.50 萬/坪 29.75 萬/坪 49.01 萬/坪 67.11 萬/坪 33.03 萬/坪 29.57 萬/坪 

104 年 29.78 萬/坪 29.61 萬/坪 37.88 萬/坪 61.44 萬/坪 31.22 萬/坪 34.49 萬/坪 

105 年 37.30 萬/坪 29.15 萬/坪 46.93 萬/坪 57.05 萬/坪 31.28 萬/坪 40.57 萬/坪 

106 年 35.88 萬/坪 28.80 萬/坪 37.74 萬/坪 53.34 萬/坪 27.47 萬/坪 35.46 萬/坪 



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歷年交易走勢圖 

 

 

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案都市計畫圖 

 

 

  



第三節、新北重點工業區房地產投資分析 
 

●土城工業區 

 

1.設立緣起與開發 

政府為積極發展工業，加強國家經濟建設，促進地方繁榮，民國六十一年由中興工程顧

問社規劃設計，中華工程公司負責開發，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完成，歷時三年又三個月，

全部面積一０七公頃。工業用地 79.81公頃，社區用地 3.44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約 23.75

公頃，闢設道路十四條，道路兩側設有雨水排水溝及污水管線，廠商投資金額一０四六

餘億元，區內道路、給水、電力及污水處理等公共設施齊備，由於本工業區地理位置適

中，交通便捷，自開發完成後，所有土地即搶購一空，造成供不應求之現象，開發單位

為使工廠容量增加，再以四•０八三一公頃土地興建五層樓標準廠房十二棟(二五０坪為

單位八棟，一五０坪為單位四棟)，以應興辦工業人之需求。該廠房業於六十九年六月

興建完成隨即公告出售，現已全部出售完畢。 

 

2.地理交通 

本工業區位於台北縣土城市，全區自東向西呈狹長狀，面山靠水，位居交通要道東至板

橋四.五公里，中和五公里，台北市十五公里西至三峽七.五公里，桃園二十公里，北至

樹林三公里，距北部第二高速公路土城交流道 1.5 公里，區域交通以台三號省道為主，

交通十分便捷。 

 



3.未來展望 

土城工業區自開發以來，產業型態由傳統產業隨著時間改變，逐漸被高科技產業所

取代，配合政府各單位提高政策輔導資源，並加強橫向聯繫合作，提供整合性的支援服

務，以有效促進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加速提升產業競爭力。祈望在不久的未來能使土城

工業區蛻變成一個高科技的工業園區，同時透過地方建設之結合及生產空間再強化，賦

予園區新的生展活力，形塑園區新風貌。 
 

4.土地配置與廠商狀況 

本工業區自東向西呈狹長狀，總開發面積 107 公頃，其中設廠用地 79.81 公頃，社區用

地 3.44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23.75 公頃。土城工業區廠商計 336 家，以金屬製品製造

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佔為最大宗。 
 

周邊實價分析 

 

土城工業區-歷年交易走勢圖 

 

土城工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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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 萬/坪 22.92 萬/坪 32.76 萬/坪 51.74 萬/坪 31.28 萬/坪 19.71 萬/坪 

103 年 27.18 萬/坪 24.89 萬/坪 34.92 萬/坪 46.72 萬/坪 24.41 萬/坪 19.47 萬/坪 

104 年 28.01 萬/坪 23.71 萬/坪 27.69 萬/坪 53.44 萬/坪 24.22 萬/坪 19.22 萬/坪 

105 年 29.43 萬/坪 23.90 萬/坪 32.65 萬/坪 52.43 萬/坪 27.41 萬/坪 31.06 萬/坪 

106 年 28.61 萬/坪 23.77 萬/坪 25.05 萬/坪 41.57 萬/坪 17.88 萬/坪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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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投資祕技 

 

 

 

 

 

 

 

 

 

 

 

 

 

 

 



第一節、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投資商機 

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應被政府徵收而尚未被徵收之私有公共設施用地，由於有法令

限制，所有權人不得自行開發利用，故除等待政府徵收外，持有人只能依法申請臨時建

築使用，或依以下2種方式進行變更: 

 1.容積移轉: 主要以捐贈道路用地、綠地、園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為主，最高可換

取50%的建地容積移轉優惠，建商收購價最高可達公告地價的1-2倍左右。 

 2.以地易地: 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劃設逾25年未經政府取得者，得優先辦

理交換。 

 

  新北搶頭香公設保留地解編還地於民、土地有效運用兼顧地主權益與公共利益公共設

施用地的劃設是為了都市發展的需要，攸關環境品質與都市健全發展，留設用途包括學

校、市場、停車場、機關、公園等。但近年來政府財政緊縮、對於公共設施的投資興建

趨緩，對於持有公共設施用地地主的財產權益造成影響。 

 

  今年 11 月 11 日內政佈報請行政院審查通過「推動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計畫(草案)」，即是希望兼顧地主權益與都市發展的雙贏前提下，研議解編部分公共設

施保留地，還給所有地地主應有的財產使用權。新北率先訂立解編原則 早日還地於民

新北市響應中央政策，通過「新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告受理申請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草案)」，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預計 103 年 1 月底前完成公告，提供公共設施

保留地地主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解編的行政程序，未來地主依相關程序申請通過

後，一半土地開闢為開放性公共設施用地，一半土地則變更為可建築用土地還於地主，

保障地主應有的財產權益。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經市長同意擇定了 15 個首辦行政區，包括板橋、三重、永和、

中和、新莊、新店、土城、蘆洲、汐止、樹林、淡水、泰山、三峽、鶯歌、五股等地區，

並建議後續開發方式，期能解決新北市舊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難以開闢的困境，創造公共

利益與地主雙贏局面。解編後都市綠地不減更增，實質提升環境品質。 

 



  在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解編項目上，新北市除了依循內政部政策，選定學校、市場、停

車場、機關四項公共設施用地為優先解編標的外，考量其中一半開闢為開放性公共設施

的用地可變更為公園綠地，將能實際地增加新北市公園綠地開闢面積，提高新北市民人

口綠地比例，實質提升都市空間環境品質。 

 

  未來民眾循相關行政程序辦理解編後，得透過開發許可或重劃方式取回一半可建築土

地，另一半土地則配合居住、生活需求開闢為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或補充該地區所

需之其他公共設施，一方面透過開放空間之提供，提升新北市整體環境品質; 另一方面

可解決數十年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持有土地卻不得運用的無奈，期望能使本市都市空間

環境機能提升，給市民更優質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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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設置綠

能設施相關條例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條例-可申請變更為丁種建築用

地相關條例 

    五、最新房地產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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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