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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說明

統計機關：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統計時間：建案備查申報日期為111年1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

案件範疇：新北市新莊區、泰山區、五股區、林口區預售屋備查資訊

統計分析：推案主流僅就含有住宅使用之推案分析。



本季新增建案

碧

註1：「坐落路街」僅為建案坐落位置，實際門牌依戶政機關核發為準。
註2：「住商混合」為建物用途中除集合住宅外，尚有店舖等其他用途。

註21

項次 申報日期 建案名稱 行政區 坐落路街 基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建物用途 使用分區 戶數

1 1110104 瀚羽蒔光 新莊區 中正路384號 3024.8 20754.14 純住宅 住宅區 155

2 1110110 長耀里 林口區 富貴路 1577.08 20608.62 住商混合 中心商業區 201

3 1110210 芳洲漾 五股區 新城八路 3647.14 25782.59 住商混合 住宅區 274

4 1110215 亞昕森中央 新莊區 富貴路與昌仁路交接口 6998.33 67458.89 住商混合 第一種商業區 339

5 1110215 佳陞景漾 五股區 成泰路 1645.24 11069.54 住商混合 住宅區 83

6 1110215 國美珩月 新莊區 福美街172號 2103.32 12573.96 純住宅 住宅區 78

7 1110217 潤見築 泰山區 莊田路與信華三街交叉口 3774.55 24605.06 住商混合 第三種住宅區 202

8 1110225 松柏硯 林口區 文化二路二段550巷30弄 2630.3 9441.05 純住宅 第二種住宅區 71

9 1110301 禾蓮心家園 新莊區 公園一路72號 2770.00 26335.43  住商混合 住宅區 174

10 1110308 輔大院 泰山區 明志路三段145巷 1682.06 70232.83 純住宅 第一種住宅區 141

11 1110311 新莊科達花園 新莊區 中環路二段 3217.98 21238.22 住商混合 第三種住宅區 165

12 1110311 新潤A5Ⅱ大道鎏域 泰山區 新北大道五段與幸福路旁 3010.91 30203.6 住商混合 第二種住宅區 240

13 1110315 仟葉美 林口區 文化二路一段 765.00 5002.36 住商混合 第五種住宅區 44

14 1110318 全坤峰碩 新莊區 中正路382號 12122.39 68803.39 住商混合 住宅區 201

15 1110323 碧瑤精品 新莊區 中環路三段與坡雅路路口 1880.95 12458.36 住商混合 第三種住宅區 101

16 1110328 合勤新莊共生宅 新莊區 長青街15號 1451.86 9432.57 其他 乙種工業區 10

小計 52301.91 217371.33 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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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新增建案-新莊 國美珩月
福美街172號
住宅區，集合住宅，78戶
基地面積：2103.32 ㎡

樓地板面積：12573.96 ㎡

亞昕森中央

富貴路與昌仁路交接口
第一種商業區，住商混合，339戶
基地面積：6998.33 ㎡

樓地板面積：67458.89 ㎡

合勤新莊共生宅
長青街15號
乙種工業區，廠辦，10戶
基地面積：1451.86 ㎡

樓地板面積：9432.57 ㎡

禾蓮心家園

中正路384號
住宅區，集合住宅，155戶
基地面積：3024.8 ㎡

樓地板面積：67458.89 ㎡

瀚羽蒔光
公園一路72號
第一種商業區，住商混合，174戶
基地面積：2770 ㎡

樓地板面積：26335.43 ㎡

全坤峰碩

中正路384號
住宅區，住商混合，201戶
基地面積：12122.39 ㎡

樓地板面積：68803.39 ㎡

中環路三段與波雅路路口
第三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101戶，基地面積：1880.95 ㎡

樓地板面積：12458.36 ㎡

碧瑤菁品

新莊科達花園

中環路二段
第三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201戶，基地面積：3217.98 ㎡

樓地板面積：21238.22 ㎡



本季新增建案-泰山

明志路三段145巷
第一種住宅區，集合住宅，141戶
基地面積：1682.06 ㎡

樓地板面積：70232.83 ㎡

輔大院

新潤A5Ⅱ大道鎏域

新北大道五段與幸福路旁
第二種住宅區，住商混合，240戶
基地面積：3010.91 ㎡

樓地板面積：30203.6 ㎡

潤見築
莊田路與信華三街交叉口
第三種住宅區，住商混合，202戶
基地面積：3774.55 ㎡

樓地板面積：24605.06 ㎡



本季新增建案-五股

新城八路
住宅區，住商混合，274戶
基地面積：3647.14 ㎡

樓地板面積：25782.59 ㎡

芳洲漾

佳陞景漾

成泰路
住宅區，住商混合，83戶
基地面積：1645.24 ㎡

樓地板面積：11069.54 ㎡



本季新增建案-林口

文化二路一段
第五種住宅區，住商混合，44戶
基地面積：765 ㎡

樓地板面積：5002.36㎡

仟葉美

松柏硯

文化二路二段550巷30弄
第二種住宅區，集合住宅，71戶
基地面積：2630.3 ㎡

樓地板面積：9441.05 ㎡

長耀里
富貴路
中心商業區，住商混合，201戶
基地面積：1577.08 ㎡

樓地板面積：20608.62 ㎡



統計分析-案量變動

111年第1季本轄申報備查的預售屋建案共計16案 (五股區2案、林口區3案、泰山區3案、新莊區8案)，
較前一季減少23.81%；自110年7月1日新制(預售屋銷售前須申報備查)推行以來，累計申報數共5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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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推案主流

從預售屋建案用途及戶數，觀察預售屋產品推案特性，用途部分以住商混合(包含店鋪、辦公室使用等)為主
流，計11案，占比73%；純住宅計4案，占比27%。其中住商混合戶數以151戶以上大社區為主，計8案，占

比53%；純住宅建案戶數以80戶以下為主，計2案，占比13%。本季推案主流為住商混合之大社區。

註：合勤新莊共生宅用途為廠房及托老中心，不列入住宅產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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