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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資料為政府推動各項重要建設之重要核心資料，透過資料之統計

分析，可提供各行政機關了解並擬定相關之各項政策，同時落實政府資訊公

開，進而提供相關學術研究及相關便民施政業務所需，活化資訊運用及再利

用之價值。本所運用「地籍資料優質化-統計分析系統」分析資料情形如下。 

(一)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

產情形 

   表 1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移轉不動產一覽表 

 

 

  圖 1 本所轄區於近五年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總件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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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本所轄區於近五年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總件數比例圖 

由上表 1 得知，本所轄區於近五年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

(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取得總件數(38 件)及筆棟數(117 筆棟)明顯多

於移轉總件數(18 件)及筆棟數(43 筆棟)，其中不論取得或移轉件數皆以

外國自然人之部分占多數(如上圖 1 及圖 2)，各權利人及各轄區取得及

移轉不動產詳細情形分析如下。 

1. 權利人取得及移轉案件情形 

(1) 外國人 

 

          表 2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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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取得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圖 4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取得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圖 5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移轉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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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人移轉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2、圖 3 至圖 6 之取得移轉交易頻率(件數)及筆棟數進行交

叉分析可知，本所轄區近五年外國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案件，主要分布

於豐原區，神岡區之取得移轉總件數雖多於后里區，惟取得移轉筆棟數

略低於后里區。 

(2) 外國法人 

              表 3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圖 7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法人取得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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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法人取得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圖 9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法人移轉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圖 10 近五年本所轄區外國法人移轉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3、圖 7 至圖 10 分析可知，本所轄區近五年外國法人取得

不動產案件位於后里區，移轉不動產案件位於豐原區，神岡區則無外國

法人取得移轉不動產相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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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陸地區自然人 

              表 4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自然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圖 11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自然人取得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圖 12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自然人取得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4、圖 11 及圖 12 分析可知，本所轄區近五年大陸地區自然

人部分僅有取得不動產案件，分別位於豐原區及神岡區，其中豐原區之

取得交易頻率(件數)及筆棟數略多於神岡區，后里區則無大陸地區自然

人取得移轉不動產相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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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陸地區法人 

       表 5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圖 13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法人取得不動產件數統計圖 

 

        圖 14 近五年本所轄區大陸地區法人取得不動產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5、圖 13 及圖 14 分析可知，本所轄區近五年大陸地區法人

部分僅有取得不動產案件，並位於神岡區，豐原區及后里區則無大陸地

區法人取得移轉不動產相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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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轄區取得及移轉案件情形 

(1) 豐原區 

表 6 近五年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15 近五年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16 近五年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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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近五年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18 近五年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6 得知，豐原區於近五年無大陸地區法人取得移轉案件；大

陸地區自然人部分僅分別於 106 年及 109 年間共計取得 5 件，移轉案

件為 0 件；外國法人部分則於 109 年間移轉 4 件。 

再分析上圖 15 至圖 18，可知豐原區大陸地區自然人之取得筆棟數

雖明顯高於外國人之取得筆棟數，惟就取得移轉交易頻率(件數)進行交

叉分析亦可得知，豐原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

轉不動產於近五年間仍以外國自然人之取得及移轉最為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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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岡區 

 表 7 近五年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19 近五年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0 近五年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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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近五年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22 近五年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7 得知，神岡區於近五年無外國法人取得移轉案件；大陸地

區自然人部分僅分別於 107 年及 109 年間共計取得 2 件，移轉案件為

0 件；大陸地區法人部分則於 111 年取得 2 件，移轉案件為 0 件。 

再分析上圖 19 至圖 22，可知神岡區大陸地區自然人之取得筆棟數

雖明顯高於外國人及大陸地區法人之取得筆棟數，惟就取得移轉交易頻

率(件數)進行交叉分析亦可得知，神岡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

(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於近五年間，相對以外國自然人之取得及移轉

較為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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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里區 

表 8 近五年后里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情形一覽表 

 

 

 

        圖 23 近五年后里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24 近五年后里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筆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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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近五年后里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圖 26 近五年后里區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筆棟數統計圖 

由上表 8 得知，后里區於近五年無大陸地區自然人及法人取得移轉

案件；外國法人部分僅於 108 年間取得 2 件，移轉案件為 0 件。 

再分析上圖 23 至圖 26，可知后里區無論就取得移轉交易頻率(件

數)及取得筆棟數進行交叉分析，其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

取得或移轉不動產亦以外國自然人為主。 

➢ 綜合分析 

由上述資訊分析可知，就權利人而言，本所轄區外國人(法人)及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仍以外國人為主，大陸地

區自然人次之。另就轄區範圍而言，豐原區仍為本所轄區外國人(法

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之主要市場，推測係因

該區除既有區位及生活機能皆相對其他兩區較為完善外，近年亦受惠

於中科后里園區及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之發展，提供龐大就業機會，

再加上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計畫之規劃，大幅提高交通便

https://www.freeway.gov.tw/Upload/Html/2014923100/page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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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皆連帶提升置產意願性，短期內不僅穩定豐原區不動產市場需

求，以長期投資或持有而言，亦使該區不動產市場更具發展潛力。 

 

(二)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

情形 

1. 權利人取得及移轉案件情形 

    表 9 近三年六都各權利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圖 27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比例圖 

 

       圖 28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比例圖 

https://www.freeway.gov.tw/Upload/Html/2014923100/page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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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9 得知，六都於近三年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

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取得總件數(6,755 件)及筆棟數(23,356 筆棟)

明顯多於移轉總件數(2,954 件)及筆棟數(7,234 筆棟)，其中不論取得

或移轉件數皆以外國自然人之部分占多數(如上圖 27 及圖 28)。 

2. 各都取得及移轉案件情形 

表 10 近三年六都取得或移轉不動產情形一覽表 

 

 

 

     圖 29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件數統計圖 

 

   圖 30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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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總件數比例圖 

 

圖 32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移轉總件數比例圖 

由上表 10 及圖 29 至圖 32 得知，六都於近三年外國人(法人)及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取得不動產部分，係以新北市占多數、臺北市

次之、臺中市第三、桃園市第四、高雄市第五、臺南市末之；移轉不

動產部分則以臺北市占多數、新北市次之、臺中市第三、高雄市第四、

桃園市第五、臺南市同樣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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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都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情形 

表 11 近三年六都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一覽表 

 

 

       圖 33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筆數統計圖 

 

       圖 34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面積統計圖 

 

    圖 35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總筆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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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總面積比例圖 

由上表 11 及圖 33 至圖 36 得知，六都於近三年外國人(法人)及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筆數部分係以新北市占多數、桃園

市次之、臺北市第三、臺南市第四、台中市第五、高雄市末之；面積

部分則以桃園市占多數、新北市次之、臺南市第三、臺中市第四、臺

北市第五、高雄市末之。 

4. 各都持有建物棟數及面積情形 

表 12 近三年六都持有建物棟數及面積一覽表 

 
 

 

       圖 37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棟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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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面積統計圖 

 

  圖 39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總棟數比例圖 

 

  圖 40 近三年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總面積比例圖 

由上表 12 及圖 37 至圖 40 得知，六都於近三年外國人(法人)及

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棟數部分係以臺北市占多數、新北

市次之、臺中市第三、高雄市第四、桃園市第五、臺南市末之；面積

部分同樣以臺北市占多數、臺南市次之、新北市第三、桃園市第四、

臺中市第五、高雄市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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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分析 

將上述資訊以 109 年及 110 年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進行比較分

析，得知持有土地筆數部分增漲幅度，以新北市居冠，臺北市次之，

高雄市及臺中市大致持平，其餘直轄市則呈現減少之趨勢；持有土地

面積部分增漲幅度，同樣以新北市居冠，桃園市次之，且皆具明顯漲

幅，其餘直轄市則呈現減少之趨勢，其中以高雄市跌幅最為明顯(詳

如下表 13 及表 14)。 

另再以 109 年及 110 年持有建物棟數及面積進行比較分析，得

知持有建物數部分增漲幅度，以桃園市居冠，臺南市次之，臺北市及

新北市大致持平，其餘直轄市則呈現減少之趨勢；持有建物面積部分

增漲幅度，同樣以桃園市居冠，臺南市次之，新北市有些微漲幅，其

餘直轄市則呈現減少之趨勢，其中以臺北市跌幅最為明顯(詳如下表

15 及表 16)。 

綜觀以上資訊，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於六都之

取得或移轉件數仍以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為主力區域，可推論目

前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在臺置產仍以首都、政治經

濟重鎮之主要都會區居多，確保海外置產價格之穩定。 

另再就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部分進行詳細探討，僅新北市持有之

土地筆數及面積皆呈上漲趨勢，桃園市之持有筆數雖有減少之趨勢，

惟其持有土地面積相較其他直轄市亦有明顯漲幅；持有建物棟數及面

積部分，持有棟數居冠之臺北市持有面積相較其他直轄市則有明顯跌

幅，其中桃園市不論持有棟數或面積之漲幅則最為明顯，臺南市次之，

新北市第三。由此可知，除雙北之穩定需求外，外國人(法人)及大陸

地區自然人(法人)對於桃園市及臺南市不動產需求亦有逐漸成長之

趨勢，可見於 Covid-19 疫情影響下，我國不動產以長期投資或持有

而言，仍具有相當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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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三年六都持有土地筆數一覽表 

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筆數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增減幅度 

臺北市 78,729 79,979 1.59% 

臺中市 40,996 41,257 0.64% 

臺南市 75,320 74,496 -1.09% 

高雄市 36,572 36,892 0.87% 

新北市 112,941 120,994 7.13% 

桃園市 100,762 98,142 -2.60% 

   表 14 近三年六都持有土地面積一覽表 

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土地面積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增減幅度 

臺北市 5,292,165.12 5,245,731.94 -0.88% 

臺中市 7,620,040.47 7,496,661.09 -1.62% 

臺南市 10,400,821.14 10,295,670.80 -1.01% 

高雄市 4,521,623.69 4,173,909.10 -7.69% 

新北市 30,859,566.23 36,874,340.75 19.49% 

桃園市 47,479,180.20 52,506,144.14 10.59% 

   表 15 近三年六都持有建物棟數一覽表 

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棟數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增減幅度 

臺北市 51,634 52,736 2.13% 

臺中市 19,815 19,682 -0.67% 

臺南市 6,193 6,468 4.44% 

高雄市 14,381 14,304 -0.54% 

新北市 38,894 40,387 3.84% 

桃園市 12,766 13,806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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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6 近三年六都持有建物面積一覽表 

六都外國人(法人)及大陸地區自然人(法人)持有建物面積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增減幅度 

臺北市 6,657,798.36 6,133,536.21 -7.87% 

臺中市 2,354,576.82 2,266,125.92 -3.76% 

臺南市 3,897,230.46 4,023,733.89 3.25% 

高雄市 1,737,873.46 1,703,081.76 -2.00% 

新北市 3,357,867.33 3,358,083.24 0.01% 

桃園市 2,856,557.59 3,016,728.16 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