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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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房地產市場大數據分析 

    一、近年新竹住宅價格指數走勢分析 

    二、近年新竹市房價趨勢分析 

    三、新竹房價所得比走勢分析 

    四、新竹房地產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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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前瞻計畫暨重大建設簡介 
第二節、新竹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新竹環線輕軌 

   第三節、新竹前瞻計畫-綠能建設 

          一、國際綠能智慧園區 

第四節、新竹前瞻計畫-城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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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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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一、新竹環線輕軌 

1.建議路線方案 

  由於新竹生活圈之核心地區腹地漸趨飽和，剩餘可供發展之空地極為有限，而新竹市

中心逐漸有向外擴充之趨勢，其中以竹北市發展最為顯著，因此為解決新竹市與竹北地

區間交通路網不足的問題，以及補強區域交通運輸服務，本計畫於輕軌路線規劃上，以

達路網連結、轉乘便利性及都市發展為主要考量。 

 

  依據路線方案研擬及機廠區位評估結果，本計畫建議輕軌路線起於新竹機場東側之東

大路，沿東大路南行分別跨越台1線及臺鐵後，行經公園路、東山街左轉至食品路，續

沿食品路北行穿越光復路高架後銜接忠孝路，以縮減轉乘距離及增益旅客搭乘便利性；

路線繼續沿忠孝路北行右轉公道五路再行經建美路、建功一路、建新路左轉至光復路，

續行光復路穿越新竹交流道再連結至新竹科學園區(行經園區一路、介壽路、光復路至

關新路)，路線並沿關新路續行關東路、埔頂路後，以國道1 號與慈雲路間之都市計畫

農業區另開闢路廊往北跨越前頭溪與莊敬南路銜接，續北行至光明六路左轉西行，再分

別穿越竹北交流道及臺鐵後右轉北行中華路、新泰路至臺鐵竹北站止，路線總長約21.7

公里，沿線共設置24個平面車站、3個高架車站及一座平面機廠，另考量營運調度之彈

性，於竹北跨頭前溪後莊敬南路西側之公有地(約1.4 公頃)設置駐車廠。 

 

  本計畫輕軌路線於縱坡規劃係依據既有道路高程、坡度布設，路線最大縱坡約

5.56%，位於東大路跨越臺鐵引道段，其它於介壽路段、銜接跨越頭前溪引道段及穿越

竹北交流道地下道東側引道段等四處縱坡約5.0%，皆尚符合最大坡度6%之設計準則；

另車站較大縱坡於HC05站約2.48%、於HC14站約2.0%，亦符合其車站最大坡度2.5%

之原則。 

 



  2.車站初步規劃 

   (1)第一階段通車為HC01～HC18 站，連接新竹許多重要的節點。從新竹機場附近

設定為路線起點，HC04 為新竹市政府，HC05 為新竹火車站之轉乘站，HC11～HC12

通過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從HC12～HC18 站進入新竹科學園區，HC18 則為新莊車

站之轉乘站。 
 

  (2)第二階段通車為HC18～HC-27，主要連接竹北市與新竹市，HC19 站通過新竹縣

政府，HC27 站與竹北車站轉乘。 

 
 
  ●HC01 車站 

  本站位處東大路二段與武陵西四路交會口附近，車站設於東大路上，位於道路中央

側，附近有住宅群及國民小學。相關地標:載熙國小。站間距離：距機廠1,028 M,距HC02 

車站299 M。 

 
  ●車站周邊環境調查與分析 

 車站周邊500 公尺內，公共設施主要為南側武陵路上之國軍新竹地區醫院及變電所一

所；文教設施則有車站東側之戴熙國小；車站西北側除有樹林頭夜市等觀光景點外，亦

有數棟新興之住宅大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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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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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 萬/坪 12.55 萬/坪 26.43 萬/坪 34.01 萬/坪 16.73 萬/坪 23.76 萬/坪 

103 年 19.24 萬/坪 14.08 萬/坪 26.69 萬/坪 35.96 萬/坪 17.31 萬/坪 27.63 萬/坪 

104 年 19.73 萬/坪 14.25 萬/坪 26.14 萬/坪 35.53 萬/坪 17.51 萬/坪 30.03 萬/坪 

105 年 21.75 萬/坪 14.50 萬/坪 25.84 萬/坪 32.88 萬/坪 16.85 萬/坪 26.42 萬/坪 

106 年 20.69 萬/坪 14.31 萬/坪 26.92 萬/坪 40.34 萬/坪 19.28 萬/坪 25.78 萬/坪 



第三章 

解析未來十年新竹國土計畫、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房地產投資契機 
第一節、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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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整體空間未來發展方向 

 三、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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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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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未來重要發展分析 

 1.新訂擴大都市計畫區位指認 

  參考「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考量新竹市重大建設計

畫效益、重點人口成長地區、行政院83 年6 月27 日台83 內字第24484 號函同意新

竹市全市轄區納入都市計畫等，藉由指認目標年115 年新訂擴大都市計畫優先區位，透

過策略性引導進行城市空間佈局，合理規劃各地區機能分工。 
 

新竹市新訂都市計畫綜理表 

都市機能分類 新訂都市計畫區位 面積(公頃) 可容納人口(人) 

住商型 

1.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都市計畫 約 379 35,000 

2.新訂新竹機場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約 1806 41,500 

3.新訂香山交流道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約 382 15,000 

合計  約 2567 91,500 
 
 

 2.規劃原則 

  (1)位屬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應考量環境敏感特性規劃為保護、保育、或其他適當分   

    區，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合適開發強度、容許使用項目等規定。 
 

  (2)如屬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農業生產或經營地區，或經調查農地地主具有保留農地 

     耕作意願者，需優先規劃為農業區。 
 

  (3)公共設施規劃除符合基礎環境需求外，需強化防災、滯洪、生態等都市機能。 
 

  (4)新訂都市計畫區位應位屬本案第四章所指認之「發展策略區」，並依據都市機能性 

    質，規劃延續在地文化特色、發展紋理及自然地景之土地利用內容，並配合中央、 

    地方重大建設效益，規劃為適當產業機能分區，以符合跨域整合加值方案政策。本 

    案共指認 3處新訂都市計畫區： 



   A.新訂頭前溪沿岸地區都市計畫：於頭前溪與新竹市中心之間地區，配合台鐵六家    

 線千甲站大眾運輸機能之建設效益及地方發展需求，合理配置住宅及商務服務業空間。 
 

    B.新訂新竹機場附近地區都市計畫：於新竹機場與新竹市中心之間地區，考量保存

既有社區聚落空間紋理，配合交通動線系統，建構高品質之居住、商務服務及產業發展

腹地。 
 

   C.新訂香山交流道附近地區都市計畫：於國道三號香山交流道周邊區域，考量既有

內湖、中隘及南隘等社區聚落空間紋理，配合交通動線系統，建構高品質之居住及休閒

遊憩發展腹地。 

 

 



第二節、新竹都市計畫變更及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 變更竹東都市計畫(部份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含

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1.計畫緣起與目的 

  「擬定竹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住宅區、商業區、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綠地用地、停車場用地、廣場用地及道路用地)細部計畫案」(以下簡稱現行計畫)

業於民國99 年9 月30 日府工都字第0990156073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新竹縣竹東鎮

公所刻正辦理「擴大及變更竹東都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案」(以

下簡稱主計五通) (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該案之都市計畫重製成果包括已擬定

細部計畫地區之重製成果，爰此，本計畫擬配合主計五通之重製成果以及新竹縣相關管

制事項與本細部計畫區之特性，辦理通盤檢討作業。 

 

  2.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細部計畫區，北側臨中正路及工業一路、西側臨東寧路，南側臨工業二路， 

而東側則鄰近北興路，計畫面積約 8.5882 公頃。 

 

 

 



 

 

 
 
 



第四章 
2018新竹房地產重要區位投資商機  
   第一節、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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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近期重要自辦市地重劃區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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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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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新竹近期重要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房地產投資趨勢分析 

●重劃案名稱: 新竹市東區東明自辦市地重劃案 

●重劃範圍: 東明段 東光段 

區塊一：東以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範圍線為界，西以公道五路為界，南以 Y-4號道路為

界(不含鐵路用地)，北以省道台一線(中華路)為界。 

區塊二：東以 73 號道路為界，西以東進路為界，南以忠孝路為界，北以公道五路為界。 

區塊三：位於特定公用設施區與公四公園之間，屬編號 Y-2 號道路用地之範圍。 

重劃土地總面積(公頃): 12.3511 

●目前辦理情形: 土地登記完成 

 

 



 

 

 

 

 

 

歷年交易走勢圖 

 
 

●未來發展分析 

市府過去協助台肥進行都市計畫變更與市地重劃，成功將傳統肥料生產工

廠，重新活化科技商務園區，在台肥與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努力下，成立商辦大

樓，象徵新竹市科技產業翻開嶄新的一頁。台肥科技商務園區總計 19 公頃、

開發量體達 20 萬坪，將打造「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一體，以及「職」、「住」、

「遊」多功能合一的園區，規劃資訊及工商服務、支援服務設施、光電、生物

科技、 IC 設計產業及行政管理中心等五大區塊，盼引入高附加價值、低污染

及低耗能之科技產業中心，豐沛產業能量。  

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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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 萬/坪 14.80 萬/坪 27.74 萬/坪 40.19 萬/坪 17.77 萬/坪 22.14 萬/坪 

103 年 20.62 萬/坪 16.93 萬/坪 30.29 萬/坪 37.37 萬/坪 18.78 萬/坪 23.23 萬/坪 

104 年 21.65 萬/坪 16.49 萬/坪 27.62 萬/坪 40.11 萬/坪 23.72 萬/坪 28.52 萬/坪 

105 年 22.47 萬/坪 16.26 萬/坪 27.30 萬/坪 42.15 萬/坪 22.35 萬/坪 24.73 萬/坪 

106 年 22.46 萬/坪 15.39 萬/坪 29.03 萬/坪 43.25 萬/坪 27.38 萬/坪 28.34 萬/坪 



第三節、新竹重點工業區及智慧園區房地產投資分析 
 
●新竹科學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設立於 1980年，面積 653 公頃，主要為積體電路、電腦及周邊設備、

通訊、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等產業發展主軸之科學園區，為我國第一個科學工業園

區。自成立以來，政府投注大量經費於本園區的軟硬體建設，由於交通便捷、工作環境優

美，加上附近有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學術與研究機構而發展迅速。 

 

1970年代以前，勞力密集的工業為台灣經濟發展奠下厚實的基礎。1973 及 1978 年二

次全球的能源危機讓台灣的經濟成長面臨勞動及原料成本的大幅上揚，因此，台灣產業的

政策朝向技術密集發展方向修正，國科會(科技部前身)提出建立仿美國矽谷的科學園區，促

使台灣工業脫胎換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的宗旨，在建立臺灣高品質的研發、生產、工作、生活、休閒

的人性化環境，吸引高科技人才，引進高科技技術，建立高科技產業發展基地，並逐步擴

展至中南科，以促進臺灣產業升級。 

 

近幾年來竹科產值均達新台幣 1兆元以上，入區核准廠商家數已逾 520家以上，就業

人數超過 15 萬人，成功帶動了國內的經濟成長，並持續不斷引進國內外旗艦級的創新公司，

使台灣的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均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如晶圓代工產值世界第一；IC設計

業、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 LCD)、矽晶太陽能電池等產品產值居世界第二；發光二極

體(LED)、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等產品產值居世界第三；並持續朝物聯網(IoT)、數位匯流、

雲端、巨量資料和 B4G無線寬頻等核心技術發展，使竹科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成功經營的

典範，除培育出豐富的高素質人力並整合堅實的研發資源，建立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雄厚

實力。 

 



竹科產業群聚效應已成功建立台灣高科技產業卓著的全球知名度，目前科學園區更推

動創新轉型發展，持續結合周邊產官學研資源，在既有基礎上納入創新思維及新業計畫，

讓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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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緣起與目標   

公共設施用地久未取得檢討存廢及加速必要之公設用地開闢，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之權益。各類型公共設施用地應配合實際需求予以核實檢討及調整。 內政部「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以生活圈檢討，打破「小區」發展思維，以「整

體」發展機能佈局。 檢討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外，應以多元自償方式取得、興闢仍

具 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 提升地區居住環境品質，並減輕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財

務負擔。  
 

 
 
 
 
 
 
 
 
 
 
 
二、計畫位置與範圍 

都心生活圈：共 4 處都市計畫區，計畫面積合計 3,545.8707 公頃、公設面積合計

1,055.5467 公頃。(公設開闢率 82.90%) 濱海生活圈：共 2 處都市計畫區，計畫面積合

計 1,081.1205 公頃、 公設面積合計 281.3395 公頃。(公設開闢率 46.92%)  

 
公共設施開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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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科學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