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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月報焦點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8年9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148棟，相較於上月

減少5.8%，比去年同月增加4.6%，而9月買賣移

轉的前三大熱區依序為北屯區(530棟)、西屯區

(418棟)及南屯區(329棟)。(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建照、使照數量變化

依據7月份實價登錄資料，大樓新成屋交易(詳第18頁)主要集中

在北區、北屯區、大里區與南屯區。

北區適逢微笑世紀雲品特區大量交屋，佔該區近95%之交易量

(352件)，成交價為24.1~31.4萬/坪，受該案影響，底標~後標價

格上揚；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總太美樂地，成交價為13.1~17.8

萬/坪，由於本月以1字頭房價交易佔大宗，全區價格進行下修，

跌幅逾2.5萬/坪以上；大里區以允將康活交易為主，成交價為

19.7~26.5萬/坪，本區有價漲表現；南屯區受磐鈺雲華個案影響，

致前標~頂標價格有顯著上揚，該案成交價為36.4~44.8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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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7月份實價登錄資料(詳第19頁)，本月透天厝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

在梧棲區、清水區及太平區。

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22~936萬元間，均標以上有跌幅；清水區主

力購買總價為730~1,100萬元間，前標以上價揚，均標以下轉跌；太平

區適逢易墅家交屋潮，成交總價為998~1,250萬元間，本月無總價超過

兩仟萬之交易，全區價格進行大幅度下修。

108年8月建照為2,214(戶)，月減17.2%，年增

1.3倍；使照為1,830(戶)，月增1.86倍，年增2.1

倍。使照量已連續第二個月成⾧，創下今年新高

點，也是繼106年1月以後的第三高紀錄。

統計至今年8月為止，建照量合計為14,587(戶)，

較去年同期增加1,910(戶)，增幅15.1%；使照量

為9,185(戶)，比去年同期大增2,314戶，增幅

33.7%。(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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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買賣登記量月減5.8%，年增4.6%



近期景氣對策信號變化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8年8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
斷分數為20分，較上月上修值
(22分)減少2分，燈號續呈黃藍
燈。
景氣領先指標轉呈下滑，同時
指標仍持續上升，顯示影響未
來景氣不確定變數仍多，須密
切關注後續發展。

資料來源：國發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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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響應危老屋條例 土銀最高全額貸

國內辦理房貸業務的龍頭土地銀行配合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協助借款人取得重建所需資金，最高可全額貸款、期限最⾧5年。土銀說明，
此項貸款必須重建計劃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重建，且要在土地銀行辦理不動產信託，設立不動產信託專戶及委託建築經理公司
辦理營建工程管理、財務稽核、提供續建完工機制等，以控管風險並確保建物順利興建完工。 (自由時報/201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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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利率連13凍 上修今年經濟成⾧率至2.4%

美國聯準會(Fed)再降息1碼，不過，我國中央銀行今(19)日召開今(2019)年第3季理監事會議，並宣布維持利率不變，亦連續13季利率不動，重貼現
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1.375%、1.75%及3.625%。此外，央行也將今年下半年經濟成⾧率從上季預估的2.36%上修至
2.66%，全年經濟成⾧率亦從2.06%上修至2.4%。(今日新聞/2019年9月19日)

7月新增房貸數創3年半新高 每戶平均貸704萬
根據聯徵中心資料，今年7月新增房貸人數為2.66萬人，累計前7個月新增房貸人數為15萬人，比起去年增加約1萬人，新增個人房貸平均金額也緩步
增加，7月平均新增房貸金額突破700萬元，達到704.3萬元並創下近43個月以來新高，顯示自住買盤回籠，多選擇品質較好且坪數正常產品，因此拉
高平均貸款金額。(自由時報/2019年9月24日)

9月買賣移轉北冷南熱 高雄、台南月增達1成

根據六都地政局公布今年9月最新建物買賣移轉棟數表現，六都買賣移轉棟數為1.79萬棟，分別月增3%、年增5%，月增幅則以高雄、台南最亮眼，反
應市場上雖然步入淡季，但交易量表現仍相對穩定，並略優於去年同期。六都買賣移轉棟數情形如下：台北市2,172棟、月增2.5%、年減0.32%；新
北市4,937棟、月增5.83%、年增1.84%；桃園市3,212棟、月減1.23%、年增13.5%；台中市3,148棟、月減5.83%、年增4.65%；台南市1,773棟、月
增10.19%、年增5.79%；高雄市2,660棟、月增10.28%、年增6.44%。(自由時報/201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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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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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本府已公告自108年9月12日起於本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州廳、陽明大樓）及各區公所公開展覽「臺中市國土計畫
(草案)」30天，並訂自108年9月20日起至108年10月8日止於有關地點舉辦公聽會，公聽會確切時間及地點請詳見公告文。(臺中市政府地政局/2019年9月12日)

豐邑機構砸7.36億 標下烏日高鐵商業地
交通部鐵道局今日辦理高鐵土地標售，共標售新竹2筆和台中3筆土地，結果共標脫台中烏日2筆標單，其中225坪的住二土地由2位自然人得標，標脫總
價5391萬、單價23.9萬，溢價率10.2%；另筆為2525坪的商業區土地，由豐邑機構旗下的大美投資以總價7.36億、單價29.1萬標得，溢價率僅0.2％。
(蘋果日報/2019年9月10日)

03 台中綠美圖16日動土興建 2025年開館營運
總預算經費46億元、號稱全國最大雙館共構設計的台中綠美圖，正式動土！由2010年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日本知名建
築師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及台灣知名建築師劉培森跨國打造的「台中綠美圖」預計2025年開館營運。(工商時報/2019年9月16日)

就地合法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預登記起跑
為照顧潭雅神及豐原地區中小企業，市府積極推動「潭子聚興產業園區」的設置與開發，園區面積約14.76公頃，對於未登記工廠輔導大有助益。市府
在2019年8月和台糖簽定土地協議價購契約，9月即辦理持有的12個坵塊產業用地預登記作業，並為了照顧當地未登記工廠，將優先提供半數坵塊供潭
子區申請人抽籤選地；其餘18個坵塊，將等到市府開發後，交地給台糖辦理出租作業。(MyGoNews/2019年9月18日)

05 ㇐次可買㇐整層！ 台中市政府蓋廠房出售
輔導未登記工廠及中小型企業取得合法用地，台中市政府投入13億元於精密機械園區二期西側1.65公頃土地，規劃1~4層共39個智慧綠建築標準廠房，
另有停車位176個，最小坪數108坪、總價5100萬元起，單價行情16.3萬元~18.1萬元，略低於市場行情，提供低汙染產業申請購買承租，台中市經
發局指出，最多可申購㇐整層樓廠房，受理申請截止日為10月21日。(自由時報/2019年9月24日)



統計時間說明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建照、使照數量
統計至108年8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買賣登記案件數量
統計至108年9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實價登錄資料
因資料發佈之時間差(約㇐個半月)，統計至
108年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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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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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107年整年度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9,804棟，與去年相比有1.2%的漲幅。今年整體房市交易量能僅與106年維持平波，
並無亮眼表現。

 108年9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3,148棟，相較於上月減少5.8%，比去年同月增加4.6%，而9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熱區依序
為北屯區(530棟)、西屯區(418棟)及南屯區(329棟)。

建
物
買
賣
登
記(

棟
數)

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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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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照總量有逐年增加情形，主要與建商為因應目前剛性需求的低總價門檻，轉推小坪數、戶數多的產品有關。
 108年8月建照為2,214(戶)，月減17.2%，年增1.3倍；使照為1,830(戶)，月增1.86倍，年增2.1倍。使照量已連續
第二個月成⾧，並創下今年新高點，也是繼106年1月以來的第三高紀錄。

統計至今年8月為止，建照量合計為14,587(戶)，較去年同期增加1,910(戶)，增幅15.1%；使照量為9,185(戶)，
比去年同期大增2,314戶，增幅33.7%。

 108年度出現「使照量大於建照量」之月份為1月、5月及6月，累積今年已達三次紀錄，後續須觀測大量新屋湧
入成屋市場後之價格波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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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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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與23.3%，金額比例分別為52.1%、29.8%。
 108年7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415億元，其中住宅大樓成交金額大幅成⾧，主要係因北區有微笑世紀雲品特區個案大宗
交易挹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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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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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8/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大樓總價帶分布

 大樓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55.8%。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6.7%。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7.8% 。

 108年7月大樓成交量為1,935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2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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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8/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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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
間，佔19.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8.7%；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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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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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華廈總價帶分析-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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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廈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59.6%。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5.8%。

 108年7月華廈成交量為431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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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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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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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
16.9%。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56.1%；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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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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8/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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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24.7%。

 本月僅有㇐筆公寓新屋交易(豐原區忠孝街79巷)，
總價為880萬元。

 108年7月公寓成交量為178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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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透天厝總價帶以 500~1,000萬元為主，佔
36.4%，其次為1,000~1,500萬元，佔30.5%。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27.6%。

 500萬元以下者，佔5.5%。

 108年7月透天厝成交量為863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1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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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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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
元間，佔36%。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34.4%；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8%。
 不分新、舊透天厝產品，均以總價落點在500~1,000萬元間較受消費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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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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大樓建坪單價(108/7)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大樓交易案件(超過50件以上)，大樓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北區、北屯區、大里區與南屯區。
 北區適逢微笑世紀雲品特區大量交屋，佔該區近95%之交易量(352件)，成交價為24.1~31.4萬/坪，受該案影響，底標~後標價格
上揚；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總太美樂地，成交價為13.1~17.8萬/坪，由於本月以1字頭房價交易佔大宗，全區價格進行下修，跌
幅逾2.5萬/坪以上；大里區以允將康活交易為主，成交價為19.7~26.5萬/坪，本區有價漲表現；南屯區受磐鈺雲華個案影響，致
前標~頂標價格有顯著上揚，該案成交價為36.4~44.8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西屯區高價位區有漲幅；烏日區主要反映高鐵1匯個案行情，全區轉跌；清水區幾近全數交易為遠雄之星
五期，價格表現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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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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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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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件以上)，交易主要集中在梧棲區、清水區及太平區。
 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22~936萬元間，均標以上有跌幅；清水區主力購買總價為730~1,100萬元間，前標以上價揚，均標以下
轉跌；太平區適逢易墅家交屋潮，成交總價為998~1,250萬元間，本月無總價超過兩仟萬之交易，全區價格進行大幅度下修。

 其餘各區交易狀況：豐原區過半交易屬豐勢路二段個案，成交總價為810~1,175萬元間，本月因高總價交易銳減，前標~頂標跌
幅達500萬；沙鹿區以晴空墅1交易為主，成交總價為960~1,499萬元間，全區表現轉弱，尤以高總價區位價跌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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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公寓、華廈、大樓)(原台中市區)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8年7月之原台中市區以南屯區、北區、西區之平均單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北區、北屯區及西屯區。
 北區近七成交易屬微笑世紀雲品特區個案，影響該區價格大幅攀升，僅底標仍維持1字頭房價；北屯區全區價微跌；西屯區則為
平波表現。

 觀察其他各區表現：東區小跌；西區全區價揚，其中前標以上因慶仁之間個案整批交易而有顯著漲幅；南區僅均標明顯下滑，
跌幅達2.5萬/坪，其餘區位表現平穩；南屯區因有高單價指標性建案(磐鈺雲華)進場交易，頂標逼近4字頭，漲幅約4萬/坪；中區
因交易件數較少，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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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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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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8/7)
(公寓、華廈、大樓)(衛星區)

 108年7月衛星區(超過30件以上)以大里區、龍井區及烏日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於大里區、太平區及清水區。
 大里區均標以上小漲、底標~後標小跌；太平區表現續穩；清水區逾六成交易為大樓新案遠雄之星五期，另有華廈新案(御墅
登峰)進場，成交價分別為約11.8~15.8萬/坪、13.4~20.3萬/坪，全區價格表現持平。

 觀察其他各區價格表現：潭子區平穩；豐原區全區下滑；烏日區普遍有走弱情形，僅後標價揚；龍井區於後標有2萬/坪跌幅，
其餘區位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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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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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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8/7)

 108年7月透天厝交易(超過40件以上)以西屯區、北屯區、沙鹿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以太平區、沙鹿區及梧棲區較多。
 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40~1,420萬，本月以總價低於1,500萬之交易為主，佔該區近八成，致均標以上區位進行下修；沙鹿
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58~1,499萬元間，前標~頂標價格走弱，均標以下則有成⾧；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22~988萬元間，本
區近九成屬新屋交易，惟其成交總價較低，致前標以上區位價格下調，而底標則反映新案行情而有拉升情形。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西屯區高價位區走揚、低價位區轉跌；北屯區僅頂標有明顯跌幅，其餘區位持平；大里區平穩中略有跌
幅；豐原區僅前標大幅下滑；清水區前標~頂標漲幅逾150萬，本區成交總價持續走高，於中清路九段之個案已達兩仟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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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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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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