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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月報焦點 FOCUS

1
買賣登記量月增2.9%
107年1月買賣移轉登記棟數為
4,042棟，相較於上月增加2.9%，
比去年同期增加39.4%。繼106
年10月達近期低點後，1月的移
轉量表現已連續三個月正成⾧，
更為104年12月後，首次突破
4,000關卡。(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建照、使照數量變化
106年全年之建照及使照量分別為
15,380戶及12,122戶，與去年相比建
照量成⾧15.5%，使照量略跌3.6%。
回顧這兩年變化，建照量持續呈現正
成⾧趨勢，反觀使照量有逐年下滑現
象。(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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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天厝新成屋(屋齡2年內)價格分析

依據11月份實價登錄資料，大樓新成屋交易(詳第18頁)
主要集中在太平區、北屯區與清水區，交易件數均超過
百件。太平區的購買主力帶(即25分位~75分位)價格介
於16.5~18.9萬元/坪；北屯區的購買主力帶價格介於
18.7~21.9萬元/坪，本區有勝興松竹及仁美淳青兩個案
大量成交，成交價分別為約17.5萬-20.6萬/坪及17.8萬-
23.2萬元/坪，此區域並有多數個案零星交易，本月呈
量大增價小跌之現象；清水區的購買主力帶價格介於
12.4~13萬元/坪，該區幾近全數為遠雄之星㇐期之交易，
可反映出該案之價格落點。

大樓新成屋(屋齡2年內)價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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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依據11月份實價登錄資料，透天厝新成屋交易(詳
第19頁)主要集中在沙鹿區、清水區及龍井區。沙鹿
區的購買主力帶價格介於1,043~1,380萬元，清水
區的購買主力帶價格介於880~1,130萬元，龍井區
的購買主力帶價格介於838~1,380萬元。本月海線
區域躍升為交易熱區，沙鹿區及清水區交易量與上
月相比成⾧三倍，價格則表現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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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景氣對策信號變化 Taiwan NEWS

106年12月景氣對策
信號燈號由綠燈轉
呈黃藍燈，綜合判
斷分數為22分，較
上月減少1分。

景氣領先、同時指
標仍持續上升，顯
示當前國內景氣仍
維持復甦。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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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國房產新聞摘要 Taiwan NEWS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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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五大銀行12月新增房貸創2年新高
根據中央銀行最新公布，在建商持續祭出讓利優惠，以及年底購屋、交屋旺季帶動之下，2017年12月五大銀行新承做房貸金額
為485.72億元，創2年來新高，累計為4614億元，較前年高出257億元。至於利率部分，則由上月的1.63%增至1.632%，連2個
月成⾧。房市專家認為，2017年經濟與買賣移轉量確實有回溫，未來是否能維持低利率值得留意。(地產天下/2018年1月24日)

工業地產交易極為熱絡超越商辦
信義全球工業地產部執行協理段禮帆指出，大型工業地產成交規模逐年成⾧，2012年時工業地產（土地加廠房）占約18％，
但2014年工業地產占比升至34％，在2017年來到45％。成交熱絡有三大主因，其㇐是物流、倉儲、電商業的崛起；其二為
日商三井等國外企業來台設廠、企業總部或研發中心，也衍生許多需求，其三為過去台灣許多工廠違法使用，如今因法令趨
嚴，不合法業者被要求改善，也要租用、購買土地設立廠房。 (中國時報/2018年1月26日)

金融海嘯後法拍量8年來首見成⾧
官方統計2017年全國法拍移轉量達4899棟，為金融海嘯後首見成⾧，顯示法拍屋增加，民眾開始進入法拍市場撿便
宜。住商不動產企研室經理徐佳馨表示，雖然法拍移轉量回升，但在低利環境下，持有人即便資金緊迫，透過降價出
售或是寬限期、轉貸等方法仍可以解決，法拍屋應持續在低檔徘徊。(聯合晚報/2018年1月29日)

全台移轉棟數首度止跌翻揚
去年買賣移轉棟數落底反彈！內政部統計處昨公布2017年全年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全年棟數共26.6萬棟，年增約
8%，是2014年以來首度止跌翻揚的㇐年，且繼承、贈與和拍賣等移轉量也都高於2016年。但是，專家提醒今年底
的選舉將成房市發展最大變數。(蘋果日報/2018年1月26日)

05 國家住都中心三讀通過年中掛牌成立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內政部預計今年中成立第㇐個專業行政法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負責管理社會住宅及辦理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並訂定董監事利益迴避規範與監督機制，今年首要確保世大運選手
村轉型的社會住宅順利營運。(地產天下/2018年2月1日)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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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中房產新聞摘要 Taichung NEWS

NEWS

台中捷運電聯車16日首次從北屯機場G0站㇐路行駛至終點烏日高鐵站G17站，首航成功，捷運綠線全⾧16.71公里，
單趟行車時間25分鐘，預計2018年底試運轉，台中正式成為捷運城市。(中國時報/2018年1月18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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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不動產高峰論壇產官學正面交鋒
2018年度「不動產高峰論壇」由台中市不動產聯盟協會及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攜手舉辦，25日
在逢甲大學登場。內政部政務次⾧花敬群針對「危老條例」、「租賃專法」做出說明，8家公股銀行與台灣
金聯將成立金融機構，預定3月成立「危老都更服務公司」，望未來30年內740萬戶老舊建築更新，政府並
祭出三大獎勵鼓勵民眾申請，包括3年內提出申請，可額外再獲10%基準容積獎勵；放寬建蔽率與高度管制；
重建期間免徵地價稅、重建後地價稅與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等措施。(地產天下/2018年1月26日)

為打造台中宜居城市，台中市政府除了推動「八年㇐萬戶」社會住宅，也已啟動包租代管試辦計畫，
與二家專業不動產經營管理廠商簽訂契約，執行包租包管800戶、代租代管800戶的目標，盼提供
未抽到社宅或無法負擔高額房租的民眾，在租金補貼與共好社宅外，另㇐個租賃住宅的管道，增加
生活品質。(MyGoNews/2018年1月29日)

自宅稅籍台中增速稱冠
財政部統計各直轄市近三年（104-106年）自用住宅用地稅籍戶數成⾧率，以台中市成⾧14.4％
最高，增幅為全國平均7.3％的二倍。其次是桃園市成⾧10.5％，成⾧逾㇐成，第三則是台南市
成⾧9.4％，均高於全國平均的7.3％。其他依序是：高雄市6％、新北市5％、台北市2.3％。台
中市成⾧最高與近年推動新闢重劃區、企業持續投資中科帶動就業增加，吸引人口移入有關。
(經濟日報/2018年1月30日)

中捷首度全測試年底試營運

多元租屋，中市府啟動包租代管試辦計畫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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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登記案件數量
統計至107年1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建照、使照數量
統計至106年12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實價登錄資料
因資料發布之時間差(約㇐個半月)，
統計至106年11月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扣除特殊交易案例)

統計時間說明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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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買賣登記量分析
 104年12月因房地合㇐稅制即將於105年1月1日實施，致買賣登記量達最高點；105年2月之登記量則創近期新低點；
直自105年3月起央行鬆綁房市信用管制、調降利率等措施，促使買賣登記量有逐步回穩之趨勢。

 106年全年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9,332棟，與105年相比年增20.1%；雖較去年有20%的漲幅，但扣除近二成比例涵
蓋預售階段的交屋潮，加上去年基期偏低，故106年整體房市表現仍不佳。

 107年1月台中市買賣移轉登記棟數為4,042棟，相較於上月增加2.9%，比去年同期增加39.4%。
 繼106年10月達近期低點後，1月的移轉量表現已連續三個月正成⾧，更為104年12月後，首次突破4,000關卡。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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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使照量分析

 105年全年之建照戶數為13,312戶，較104年增加4.5%；105年全年之使照戶數為12,580戶，較104年減少20%。
 106年整年之建照及使照量分別為15,380戶及12,122戶，與去年相比建照量成⾧15.5%，使照量略跌3.6%。
 回顧這兩年變化，建照量持續呈現正成⾧趨勢，反觀使照量有逐年下滑現象。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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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6/11

 整體建物買賣交易以住宅大樓、透天厝佔比較高，數量比例分別為53.9%與22.5% ，金額比例分別為58.1%、26.3%。

 11月建物交易總金額：399億元。

 本月大樓成交總金額為231億元，與上月相比增幅達63.7%(約成⾧90億元)；而在其他類(工廠、廠辦、農舍、倉庫)部
分則呈現回跌現象，成交總金額跌幅高達70%(減少約22億元)。

備註：公寓(無電梯)、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其他(包括工廠、廠辦、農舍、倉庫)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成交數量比例

商辦,0.8%

華廈,10.8%

大樓,53.9%

透天厝,22.5%

公寓,4.4%
套房,5.2%

店面,1.9% 其他,0.5%

成交金額比例

大樓,58.1%

透天厝,26.3%

公寓,1.8%

華廈,5.1%

商辦,2%

套房,0.9%

其他,2.4%店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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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6/11

 大樓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45.5%。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7.5%。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9.9% 。

 106年11月大樓成交量為1,909件，成交總金額
為231億元。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大樓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500~1000,45.5%
1000~1500,27.1%

2000~3000,6%
300以下,1.9%

300~500,8%

1500~2000,7.7%

3000以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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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6/11

 11月份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多集中於太平區、北屯區與清水區。新成屋大樓購買主力總價為500~1,000
萬元間，佔44.6%；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32.2%。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6.9%；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19.1%。

 連續兩個月均以總價落點在500~1,000萬元間之產品(不分新、舊大樓)較受消費者青睞。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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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華廈總價帶分析－106/11

備註：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華廈總價帶以300~500萬元及500~1,000萬元
佔比相當，各佔40.8%。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較少，僅佔6.4%。

 106年11月華廈成交量為380件，成交總金額
為20.3億元。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華廈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500~1000,40.8%
300~500,40.8%

300以下
,12%

1000~1500,5.8%
3000以上,0.3%

2000~3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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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6/11

 11月份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熱區為清水區，與上月相同。以總價300~5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44.6%；
其次為總價500~1,000萬元間，佔36.5%。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1.8%；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39.9%。
 近兩個月在華廈新屋交易部分以總價落點在300~500萬元間較受消費者青睞。

備註：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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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6/11

備註：公寓(無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公寓總價帶以300~500萬元為主，佔49.7%。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24.8%。

 106年11月公寓成交量為157件，成交總金額
為7.2億元。

 本月公寓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僅四筆，同屬
北區(華中街81巷)個案之交易，成交總價為
600及638萬元。

 本月有成交2筆總價超過3,000萬元之交易，
其為西屯區文心路三段(夏慕尼旁)之整棟公
寓出售，故總價較高。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單位：萬元

公寓總價帶分布

300以下,25.5%500~1000,22.9%

300~500,49.7%

1000~1500,0.6% 3000以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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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6/11

 透天厝總價帶以1,000~1,500萬元為主，佔
33.3%，其次為500~1,000萬元，佔29.6%。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27.4%。

 500萬元以下者，僅佔9.7% 。

 106年11月透天厝成交量為797件，成交總金
額為104億元。

FOCUS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單位：萬元

300以下,3.1%

500~1000,29.6%

1000~1500,33.3%

1500~2000
,15.2%

300~500,6.6%

3000以上,4.5%

2000~3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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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台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6/11

 11月份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主要集中於沙鹿區、清水區與龍井區。本月海線區域交易熱絡，此三區之
交易件數即佔台中全區總數近五成，可見在政府建設利多頻頻釋出的情況下，建商積極搶進的脈象。

 新成屋透天厝以總價1,000~1,5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50%；其次為總價500~1,000萬元間，佔24.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31.9%；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5.9%。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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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以五分位方式區分高、中、低價格

 不動產價格分布並不符合常態分配，價格帶差距極大；故將價格由低至高依序排列後，以分位數的
概念，區分為五個不同等級產品的價格帶，以利民眾了解不同等級產品之價格分布。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頂標：位於第88百分位數之成交價 (價格高)

前標：位於第75百分位數之成交價

均標：位於第50百分位數之成交價

後標：位於第25百分位數之成交價

底標：位於第12百分位數之成交價 (價格低)



1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大樓建坪單價(106/11)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大樓交易案件，大樓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太平區、北屯區與清水區。
 太平區近六成之交易屬櫻花青邁個案，成交價約14.2萬-18.9萬元/坪；北屯區則有勝興松竹及仁美淳青兩個案大量成交，成
交價分別為約17.5萬-20.6萬/坪及17.8萬-23.2萬元/坪，該區並有多數個案零星交易，本月呈量大增價小跌之現象；清水區幾
近全數為遠雄之星㇐期之交易，可反映出該案之價格落點。

 西屯區因有高單價指標性建案大陸寶格及聯聚泰和大廈交易，致頂標價格較高，其成交價分別落在57.5萬-75萬/坪及50.2萬-
57萬/坪。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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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6/11)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透天厝交易案件，透天厝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沙鹿區、清水區及龍井區。
 本月海線區域躍升為交易熱區，沙鹿區及清水區交易量與上月相比成⾧三倍，價格則表現平穩。
 太平區及大甲區與上月表現相比，均價有明顯跌幅；大甲區頂標價格交易標的坐落於大甲鎮瀾宮商圈(順天路)，故價格較高。
 其他區域因低於10件或無交易案件故並未列入。

圖例說明

頂標(88分位)

前標(75分位)

均標(50分位)

後標(25分位)

底標(12分位)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總
價(

萬
元)

交易件數 14 11 62 11 13 11 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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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屯區為例：頂標(88分位)約38.8萬/坪；前標(75分位)約33.9萬/坪；均標(50分位)約25.5萬/坪；後標(25分位)約19.3萬/坪；
底標(12分位)約15.5萬/坪。

 106年11月之原台中市區以西屯區、南屯區、西區之平均單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北屯區、西屯區及南屯區。
 各區均價表現與上月相比多為成⾧或持平，僅北區及西屯區價格下修，其與市場上中古屋流通比例增加有關。
 本月中區因有㇐批新華廈產品交易(市府路近臺灣大道，商旅用途)，致價格上揚。

圖例說明

頂標(88分位)

前標(75分位)

均標(50分位)

後標(25分位)

底標(12分位)

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6/11)
(公寓、華廈、大樓)(原台中市區)

備註：公寓(無電梯)、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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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1月衛星區以烏日區、豐原區及太平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於太平區、清水區及豐原區。
 烏日區過半交易屬敬業雲起個案，成交價落在19.3萬-23.6萬/坪，致該區均價明顯上漲；豐原區連續兩個月各有㇐新建案大量
交易，使均價維持在2字頭；太平區目前呈現多案齊發(櫻花青邁、勝美誠、鉅虹曙光之旅…等)，成交量與上月相比增加近百
件，均價亦有小幅成⾧。

 海線地區清水區交易量成⾧近三倍，其為指標性建案(遠雄之星㇐期)交屋湧現所致，成交價約11.5萬-13.5萬/坪，均標價格較
上月下跌9%；大雅區有㇐新華廈產品交易(采庭Money曼尼)，且上月該區多為中古屋交易，故本月均價成⾧幅度達25.8%。

圖例說明

頂標(88分位)

前標(75分位)

均標(50分位)

後標(25分位)

底標(12分位)

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6/11)
(公寓、華廈、大樓)(衛星區)

備註：公寓(無電梯)、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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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區因幅員較大，市場上新舊產品均有流通，致其價格分布範圍較廣，而北區已連續兩個月為價格差異最顯著之區域。
 原台中市區(超過10件以上)以西屯區、南屯區、北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於北屯區、西屯區及南屯區。
 西屯區本月總價逾2千萬之交易比例大增，而於政和路及龍富二十路各成交兩筆總價超過6千萬之產品，致均標以上價格變動
較大；南屯區表現則與上月持平；北區多為屋齡30年以上案件，且本月有4筆交易為套房出租使用，故高低總價差異較顯。

 近㇐年來觀察，北屯區榮登交易最熱門之區域，而本月因新屋流通稀少，故均標以上價格大幅下修。
 本月中區僅㇐成交案件，資料僅供參考。

圖例說明

頂標(88分位)

前標(75分位)

均標(50分位)

後標(25分位)

底標(12分位)

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6/11)(原台中市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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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區以大雅區、潭子區、沙鹿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以沙鹿區、太平區及清水區較多。
 大雅區全區價格均有漲幅；潭子區僅底標價格略為下跌，其他區位則為成⾧；沙鹿區於平等路152巷、中清路六段261巷均
有㇐批新屋交易，本月呈價量均增現象。

 綜觀各區表現，太平區中古屋市場持續活絡，惟成交總價調整至1千萬左右(增減25%幅度)；龍井區近五成為新成屋(屋齡1
年內)交易，故均價上修；清水區於和平路、民治二街27巷各有㇐新建案交易，總價分別為780-1,130萬、935-1,375萬間，惟
該區價格表現不受新案影響拉抬，與上月相比反而下滑；其餘區域表現變化不大。

圖例說明

頂標(88分位)

前標(75分位)

均標(50分位)

後標(25分位)

底標(12分位)

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6/11)(衛星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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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分享您的觀察
與意見回饋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發佈單位

執行單位

台中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