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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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至111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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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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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12 聯太淳青 林口區 惠民街30巷 1146.44 3592.89 住商混合 第二種住宅區 24

2 1110418 潤鴻日麗 林口區 文化二路二段 2732.79 24209.71 住商混合 第五種住宅區 187

3 1110506 山業寓璽 林口區 民權路73號旁邊 735.26 2283.08 住商混合 第二種住宅區 18

4 1110510 長虹閱莊 新莊區 思源路166巷 1602.35 9745.96 純住宅 第二種住宅區 60

5 1110512 美富.加倍家 五股區 新五路二段(芳洲路69號後方) 1721.09 7324.79 住商混合 住宅區 72

6 1110527 閱讀台灣 泰山區 莊泰路 6462.77 29452.7 純住宅 第三種住宅區 200

7 1110529 碧瑤一品雋 泰山區 仁德路與福興街交叉路口 1317.02 8776.24 住商混合 第二種住宅區 61

8 1110602 侘壹 林口區
文化一路一段135巷與

83巷14弄交叉路口
2138 8373.65 住商混合 第二種住宅區 84

9 1110602 青沐 五股區 臨新五路二段、新城一路、芳洲一路 1103.92 4729.2 住商混合 住宅區 30

10 1110607 聚美家 林口區 南勢一街17巷 1107.73 3571.8 純住宅 第二種住宅區 31

11 1110608 華固一莊 泰山區 莊田路與信華三街交叉路口 3802.53 25700.84 純住宅 第三種住宅區 168

12 1110609 明志學 泰山區 臨工專路12巷 1442.67 7325.06 住商混合 住宅區 69

13 1110617 宏道豐滙 泰山區 中環路與莊田路交叉路口 3630.04 24173.32 住商混合 第三種住宅區 186

14 1110620 日進學-日和 五股區 成州三路與疏洪北路交叉路口 908.91 4326.65 住商混合 住宅區 40

15 1110622 吉順科技廠辦大樓 新莊區 建國二路近建國一路口 1592.58 8579.86 工廠 乙種工業區 18

16 1110628 長虹PARK32 新莊區 思源路與福德一街交叉路口 4983.75 48007.98 住商混合 商業區 352

小計 36427.85 121685.51 1600



本季新增建案-新莊

長虹閱莊

思源路166巷
第二種住宅區，純住宅，60戶
基地面積：1602.35 ㎡

樓地板面積：9745.96 ㎡

長虹PARK32

思源路與福德一街交叉路口
商業區，住商混合，352戶
基地面積：4983.75 ㎡

樓地板面積：48007.98 ㎡

吉順科技廠辦大樓

建國二路近建國一路口
乙種工業區，工廠，18戶
基地面積：1592.58 ㎡

樓地板面積：8579.86 ㎡



本季新增建案-泰山 閱讀台灣
莊泰路
第三種住宅區，純住宅，
200戶
基地面積：6462.77 ㎡

樓地板面積：29452.7 ㎡

華固一莊
莊田路與信華三街交叉口
第三種住宅區，純住宅，
168戶
基地面積：3802.53 ㎡

樓地板面積：25700.84㎡

宏道豐滙
中環路與莊田路交叉口
第三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186戶
基地面積：3630.04 ㎡

樓地板面積：24173.32㎡

明志學
臨近工專路12巷
住宅區，住商混合，69戶
基地面積：1442.67 ㎡

樓地板面積：7325.06 ㎡

碧瑤一品雋
仁德路與福興街口
第二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61戶
基地面積：1317.02 ㎡

樓地板面積：8776.24 ㎡



本季新增建案-五股

美富.加倍家
新五路二段(芳洲路69號後方)

住宅區，住商混合，72戶
基地面積：1721.09 ㎡

樓地板面積：7324.79 ㎡

日進學-日和
成州三路與疏洪北路口
住宅區，住商混合，40戶
基地面積：908.91 ㎡

樓地板面積：4326.65 ㎡

青沐
臨新五路二段、新城一路、芳洲一路
住宅區，住商混合，30戶
基地面積：1103.92 ㎡

樓地板面積：4729.2 ㎡



聯太淳青
惠民街30巷
第二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24戶
基地面積：1146.44 ㎡

樓地板面積：3592.89 ㎡

聚美家
南勢一街17巷
第二種住宅區，純住宅，
31戶
基地面積：1107.73 ㎡

樓地板面積：3571.8 ㎡

本季新增建案-林口
山業寓璽
民權路73號旁邊
第二種住宅區，住商混合，
18戶
基地面積：735.26 ㎡

樓地板面積：2283.08 ㎡

侘壹
文化一路一段135巷與83巷14弄交叉路口

第二種住宅區，住商混合，84戶
基地面積：2138 ㎡

樓地板面積：8373.65 ㎡

潤鴻日麗
文化二路二段

第五種住宅區，住商混
合，
187戶
基地面積：2732.79 ㎡

樓地板面積：24209.71 ㎡



統計分析-案量變動

111年第2季本轄申報備查的預售屋建案共計16案 (五股區3案、林口區5案、泰山區5案、新莊區3案)，
與上季數量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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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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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戶以下小社區為主，計7案，占比47%。本季推案主流為住商混合之小社區。

註：吉順科技廠辦大樓用途為工廠，不列入住宅產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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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數 2 0 2 7 1 3

百分比 13% 0% 13% 47%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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