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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月份實價登錄資料，透天厝新成屋交易(詳第19頁)主要集中在龍井區、

清水區及梧棲區。

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658~986萬元間，底標~後標主要反映璞悅麗景個案

行情，成交總價為598~923萬，該案總價較低致區位下修逾300萬；清水區

僅1筆超過仟萬元之交易，故全區價格大幅下修，主力購買總價為738~832

萬元間；梧棲區近七成交易屬雅砌，成交總價為1,030~1,680萬元間，本月

均標以上區位價跌，跌幅約150~340萬元。 2

本期月報焦點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4月買賣登記量月減21.4%，年減8.9%

建照、使照數量變化

大樓新成屋(屋齡2年內)價格分析

透天厝新成屋(屋齡2年內)價格分析

109年4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006棟，相較於上月減少

21.4%，比去年同月減少8.9%。本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

熱區依序為北屯區(415棟)、西屯區(397棟)及大里區

(261棟)，與上月相同。

統計109年1~4月買賣登記棟數累計為13,450棟，比去

年同期增加869棟，年增率6.9%。(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109年3月建照為2,348(戶)，月減32.8%，年減33.1%；使

照為1,558(戶)，月增8.85倍，年增54.9%。

累計109年第㇐季建照量合計為8,253(戶)，較去年同期增加

2,678(戶)，年增48%；使照量為2,903(戶)，比去年同期微

幅領先95戶，年增3.4%。目前統計數據尚屬疫情干擾前的

既定案量，故量能續穩，應觀察下半年的變化。(詳本月報

第8頁內容)

依據2月份實價登錄資料，大樓新成屋交易(詳第18頁)主要集中在北屯

區、南屯區與清水區。

北屯區適逢大毅讚幸福整批交屋，成交價為22.6~29.2萬/坪，底標區

位亦有總太織築挹注，成交價為20~23.5萬/坪，受個案影響帶動該區

價揚；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建義ATM，成交價為20~25萬/坪，本月

高單價產品交易銳減，後標~前標進行修正而有顯著跌幅，惟頂標續

受雙橡園1617餘量交易影響再攀高點；清水區幾近全數交易為和築鯨

天下，成交價為11.8~15.6萬/坪，與該區去年的價格表現相當。



資料來源：國發會

近期景氣對策信號變化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9年3月景氣對策信
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0
分，較上月減少4分，
燈號轉呈黃藍燈。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
下跌，顯示景氣明顯
受新冠肺炎疫情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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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國房產新聞摘要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Taiwan NEWS

危老條例 10％容積獎勵5/11屆期
危老條例訂定3年的10％時程獎勵規範，自2017年5月10日公布起施行，立法院考量申請重建案者的需求，㇐次性取消恐影響申請意願，於2020年4月17日
三讀通過，5月10日條例施行屆滿3年起，以第4年8％、第5年6％、第6年4％、第7年2％、第8年1％方式逐年遞減，至第9年獎勵才完全歸零，8％時程獎勵
自2020年5月12日開始施行。 (MyGoNews/2020年4月20日)

5/1起房屋買賣應揭露中繼水箱、基地台
自今(109)年5月1日起，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及不動產說明書，均應載明建物有無中繼幫浦機械室或水箱及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等資訊，使消費者充分掌握這
些重要資訊，避免日後滋生交易糾紛。(內政部地政司/2020年4月29日)

國家隊社宅產線全開 首次跨出雙北、4年後蓋4,100戶
為落實8年20萬戶社會住宅政策目標，國家住都中心30日宣布，第㇐波社宅將在雙北市12處，第二波則擴展至全台縣市8處，兩階段共將推出20處、4,100戶，
預計將於2024年全數完工。住都中心指出，今年上半年第㇐波首推需求最大的雙北地區，分別位在新北市中和區、三重區、板橋區及台北市萬華區、松山區、
內湖區共12處，預估可提供社會住宅約1,900戶，最快於2021年底陸續動工，2024年初完工；下半年則推出第二波社宅基地將擴展至全台縣市，基隆市、桃
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等7縣市共8處基地優先入選，預計可提供2,200戶，最快於2022年初陸續動工，期待於2024年底完工。
(自由時報/2020年5月1日)

疫情造成觀望 六都4月房市交易量全衰退 月減11.2%
新冠肺炎衝擊4月房市交易移轉量，全台六都今天公布4月「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台北市月減6.9%，新北市月減5.3%，桃園市月減9.8%，台中市月減
21.4%，台南市月減10.8%，高雄市月減13.1%，都呈現衰退，合計六都交易量月減11.2%，年減8%；累計前4月年增2.7%，顯示經濟前景看壞的情況下，
民眾暫緩購屋計畫，觀望氛圍升高。(鉅亨網/202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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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臺中房產新聞摘要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Taichung NEWS

01

02

03

減緩疫情衝擊 中市建照及雜照期限展延2年
受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全國營建物料供應短缺，包括砂、石、水泥製品、磁磚等需求無法正常供應，營建技術性勞工也發生短缺問題。協助營建業紓困，台
中市都發局今(7)日表示，今年1月23日起至12月31日止領有台中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或建造執照至今年1月22日仍為有效者，建築期限除得依建築法第
53條規定，得申請展期1年，並以1次為限外，另准其自動延⾧建築期限2年，無須另行申請，藉此紓緩疫情衝擊，讓台中投資環境更健全。
(自由時報/2020年4月7日)

大智路貫通計畫動工延宕13年 預計8月底通車
延宕13年的大智路貫通計畫，在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取得大智慧學苑所有權人同意拆遷後，今天展開樓層拆除工作，市府表示，預計8月底通車，將使台中火車
站前後站貫通。(中央通訊社/2020年4月13日)

降低衝擊 中市社宅承租戶可延後繳租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中市政府住宅處針對社會住宅承租戶，提出租金延後繳納方案，最⾧可申請延後繳納4個月份租金，並免除依合約應計收的違約金。
此外，考量各產業因疫情產生的衝擊時間點不同，申請租金延後繳納月份可追溯至年初，讓承租戶有充裕的財務運用彈性空間。(MyGoNews/2020年4月13日)

04
前店後廠 豐原三通產業用地變更審議通過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變更豐原都市計畫案—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豐原三通)，日前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內容包含配合豐富專
案二期用地推動台中市運動產業，將豐原文中5用地解編變更為產業專用區；及考量豐原都市計畫發展趨勢轉型，中、內環工業區未來可申請變更朝向住商機
能，或具潛力產業用地轉型等。都發局表示，市府於豐原打造運動產業園區，注入新型態產業，提供當地居民優質運動環境。豐富專案配合國民運動中心的
建置，豐富㇐期朝「前店」模式進行產品銷售，輔以體驗型行銷，並引入運動科學研究。目前㇐期用地範圍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預計於2020年7月完工。
(MyGoNews/2020年4月27日) 5



統計時間說明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買賣登記案件數量

建照、使照數量

實價登錄資料

統計至109年3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統計至109年4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因資料發佈之時間差(約1.5月)，本月統計109年2月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扣除特殊交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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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買賣登記量分析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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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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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基期偏低，故106年整體房市表現仍不佳；107年整年度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9,804棟，
與106年相比有1.2%的漲幅，整體房市交易量能僅與106年維持平波，並無亮眼表現；108年全年度的買賣登記棟數為
43,438棟，較去年增加3,634棟，增幅9.1%。

 109年4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006棟，相較於上月減少21.4%，比去年同月減少8.9%。比對前五年(104年~108年)3月移
轉數量，五年均量約3,105棟，而今年3月則創下近五年新高，達3,826棟，由於基期較高，使得本月月減幅度有超過二
成之情形；而與去年同月相比雖亦有衰退情形，但仍站穩3千棟之水平。

 本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熱區依序為北屯區(415棟)、西屯區(397棟)及大里區(261棟)，與上月相同。而累計109年1~4月
買賣登記棟數為13,450棟，比去年同期增加869棟，年增率6.9%，惟領先幅度與上月結算相比有縮減情形。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建
物
買
賣
登
記(

棟
數)

時間(月)

3,006

2,013

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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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使照量分析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109年3月建照為2,348(戶)，月減32.8%，年減33.1%。觀察歷年2月的建照戶數變化，因常受農曆春節因素影響，普遍未達千戶，
然而於今年2月建照戶數卻逆勢攀升直逼3,500戶，主要是延續去年推案動能，案場順銷、小宅需求面增，再加上今年春節落在
1月，建照量遞延集中在2月，以致於建照戶數衝高，在基期相對高的情況下，便顯得月減幅度較大；又，去年3月建照量受單
㇐個案(興富發夢幻誠)推出量體高達1,674戶產品影響，挹注大量戶數，故造成今年3月建照的年減幅度有超過三成比例之情形。

 109年3月使照為1,558(戶)，月增8.85倍，年增54.9%。進㇐步分析今年的2月使照名單可得知，完工落成的係以透天厝產品佔大
宗，其中又以單戶為主，因此2月的使照戶數有極度萎縮狀況，由於基期位於相對低點，因而形成3月的使照戶數月增幅度極大。

 另累計109年第㇐季建照量合計為8,253(戶)，較去年同期增加2,678(戶)，年增48%；使照量為2,903(戶)，比去年同期微幅領先
95戶，年增3.4%。目前統計數據尚屬疫情干擾前的既定案量，故量能續穩，應觀察下半年的變化。

發
照
戶
數

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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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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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與20.9%，金額比例分別為54.4%、30.3%。

 109年2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37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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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成交數量比例

商辦,0.6%

華廈
,9.5%

大樓,58.2%

透天厝
,20.9%

公寓,4.5%
套房,3.8%

店面,2.1% 其他,0.4%

成交金額比例

大樓,54.4%

透天厝,30.3%

公寓,1.6%
商辦,0.7%

套房,0.8%

其他,1.7%
店面,5.6%

華廈,4.9%



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大樓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53.4%。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2.7%。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9.2% 。

 109年2月大樓成交量為1,870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201.8億元。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10

單位：萬元

500~1000,53.4%

1000~1500
,24.7%

2000~3000,3.5%
300以下,0.9%

300~500,8.3%
1500~2000,5.5%

3000以上,3.7%

大樓總價帶分布



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2月份大樓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購買主力總價為500~1,000萬元間，佔55.4%；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
元間，佔26.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9.9%；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1.7%。

 不分新、舊大樓產品，均以總價在500~1,000萬元間較受消費者青睞。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11



臺中市華廈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華廈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57.9%。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5.3%。

 109年2月華廈成交量為304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18.1億元。

備註：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華廈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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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2000~3000,0.7%
3000以上,0.3%

500~1000,57.9%

1000~1500,4%

300~500,28.6%

1500~2000,0.3%

300以下,8.2%



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備註：華廈(10層以下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月份華廈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購買主力總價為500~1,000萬元間，佔57.8%；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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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27.1%。
 不分新、舊華廈產品，均以總價落點在500~1,000萬元間較受消費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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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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21%。

 本月無公寓新屋交易。

 109年2月公寓成交量為143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5.8億元。

臺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公寓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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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500~1000
,21%

300以下
,18.9%

300~500,60.1%



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透天厝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
29.3%，其次為 1,000~1,500 萬 元 ，佔
28.1%。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38.6%。

 500萬元以下者，佔4%。

 109年2月透天厝成交量為673件，成交總金
額為約112.4億元。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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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500~1000
,29.3%

1000~1500
,28.1%

2000~3000,12.2%

300以下,1.3%

300~500,2.7%

1500~2000
,16.6%

3000以上,9.8%



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2月份透天厝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34.1%；其次為總價1,000~1,500
萬元間，佔23.2%。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1,000~1,500萬元間為主，佔30.5%；其次為總價500~1,000萬元間，佔26.9%。
 本月透天厝新屋購屋預算有縮減情形，反觀舊透天厝購屋預算則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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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分位方式區分高、中、低價格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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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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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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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大樓建坪單價(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大樓交易案件(超過30件以上)，大樓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北屯區、南屯區與清水區。
 北屯區適逢大毅讚幸福整批交屋，成交價為22.6~29.2萬/坪，底標區位亦有總太織築挹注，成交價為20~23.5萬/坪，受個案影
響帶動該區價揚；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建義ATM，成交價為20~25萬/坪，本月高單價產品交易銳減，後標~前標進行修正而
有顯著跌幅，惟頂標續受雙橡園1617餘量交易影響再攀高點；清水區幾近全數交易為和築鯨天下，成交價為11.8~15.6萬/坪，
與該區去年的價格表現相當。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西屯區高價位區轉跌；太平區主要反映富宇讀樂樂交易行情而有價漲情形；大里區持平；豐原區近八成
交易屬富宇豐田，成交價為19.1~25萬/坪，整體表現續穩，僅底標跌幅較大(約4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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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18

0

40

西屯區 南屯區 北屯區 太平區

32.6

交易件數 52 196 519 34

單
價(

萬
元/

坪)

24.9

20.4

大里區
97

豐原區
77

50

10

22.2
23.8

21.7

清水區
134

13.2

20

30

51.6



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透天厝交易案件(超過14件以上)，交易主要集中在龍井區、清水區及梧棲區。
 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658~986萬元間，底標~後標主要反映璞悅麗景個案行情，成交總價為598~923萬，該案總價較低致區
位下修逾300萬；清水區僅1筆超過仟萬元之交易，故全區價格大幅下修，主力購買總價為738~832萬元間；梧棲區近七成交
易屬雅砌，成交總價為1,030~1,680萬元間，本月均標以上區位價跌，跌幅約150~340萬元。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北屯區高總價區受樸山村交易影響而大幅拉升；太平區前標~頂標價漲顯著；大里區全區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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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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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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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2月原台中市區(超過百件以上)以西屯區、北屯區及南屯區之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北屯區、南屯區及西屯區。
 北屯區全區價揚；南屯區均標以上跌幅約1.4~3.4萬/坪，底標主要反映屋齡超過20年之中古屋行情，表現不俗價漲逾2萬/坪；
西屯區均標以上表現走弱，跌幅約2萬/坪，低價位區則持平。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東區表現與上月相當；西區全區價漲，尤以前標漲幅最為顯著(4.8萬/坪)；南區均標~前標轉跌；北區本
月以屋齡超過20年之交易佔大宗，有價漲情形；中區因交易件數較少，故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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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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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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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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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2月衛星區(超過20件以上)以大里區、豐原區及太平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大里區、清水區及豐原區。
 大里區全區價揚，其中後標~均標區位漲幅較大，係因有精銳軟園1號B區及台中家家進場交易影響所致，成交價分別為

20~22.3萬/坪、15.8~17.2萬/坪；清水區價格續穩；豐原區以新屋(富宇豐田、亨都仰森)交易為主，全區價格上揚逾1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太平區表現平穩；潭子區適逢升豪尚美新案挹注，成交價為21.2~22.4萬/坪，帶動前標以上區位價格
上漲超過2萬/坪，而均標則反映中古屋行情，亦成⾧約2萬/坪；烏日區高價位區略漲，其餘區位表現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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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9/2)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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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2月透天厝交易(超過30件以上)以南屯區、北屯區、沙鹿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在北屯區、太平區及大里區。
 北屯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270~2,768萬元間，頂標適逢樸山村進場交易而使價格持續攀升；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780~1,550
萬元間，整體呈價平，僅頂標有顯著漲幅；大里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60~1,750萬元間，與上月表現相當。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南屯區全區轉跌，尤以低總價區跌幅較大(超過400萬)，中古屋行情轉弱；豐原區低總價區明顯下滑，
係因反映屋齡逾30年之行情致價低；沙鹿區前標以上止跌回升，成⾧逾300萬；清水區總價超過仟萬之交易量銳減，且新
案(禾喜莊園)總價較低，影響均標~頂標大跌；龍井區整體呈價穩，惟後標受璞悅麗景新案成交總價較低而使下調幅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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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分享您的觀察
與意見回饋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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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