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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月報焦點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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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登記量月增1.2%
107年9月台中市買賣移轉登記棟
數為3,008棟，相較於上月微幅
增加1.2%，比去年同期減少
8.3%。統計今年累計至9月的登
記量(28,351棟)，暫時落後去年
(28,926棟)表現。(詳本月報第7
頁內容)

建照、使照數量變化
107年8月建照為1,704(戶 )，較上月激增
92.3%，比去年同期略減0.4%；使照量為
873(戶)，較上月略增0.3%，比去年同期減少
20.9%。
本月以北屯區核發之建照戶數佔大宗(超過千
戶)，其中過半比例屬北屯區同榮段社會住宅，
故戶數量衝高；而今年使照量表現不振，月平
均僅核發859戶，暫時未達去年的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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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北屯區、南屯區與西屯區。
北屯區逾四成交易屬櫻花沐然，成交價約16.8-20.6萬/坪，
本區並有數案在去化去年新成屋庫存，呈價量平穩狀態；南
屯區本月有遠雄文心匯進場交易(佔該區34%)，成交價約
33.5-38萬/坪，均標以上價格雖有小幅下修，但仍維持在34
萬元/坪以上，惟後標有顯著跌幅；西屯區受指標性建案陸府
植森交易影響，頂標價格突破50萬元/坪，該案成交價約
48.1-61.8萬元/坪，而本區均標以下區位則略有下修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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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實價登錄資料，透天厝新成屋交易(詳第19頁)主要集
中在清水區、豐原區及沙鹿區。
清水區於民享路有㇐批新屋交易，佔該區近八成之交易量，
成交總價約775~918萬元，而本月交易總價以低於壹仟萬為
主，故均標以上價格有顯著下滑；豐原區幾乎全數交易為位
於富陽路上的映豐錦，本區價格落點反映出該案表現，該區
段尚有低總價優勢，全區價格均有向下修正情形；沙鹿區過
半交易屬福至路50/56巷同案產品，總價在920~1398萬元
間，本區進行餘屋整盤，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今年新完工產品
交易流通，整體價格表現平穩，僅頂標有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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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景氣對策信號變化 Taiwan NEWS

107年8月景氣對策信
號燈號呈綠燈，綜合
判斷分數為24分，較
上月修正後之26分，
減少2分。

景氣領先指標轉呈下
跌、同時指標亦持續
下滑，顯示當前國內
經濟成⾧力道不足、
有待加強。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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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國房產新聞摘要 Taiwan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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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全台新建餘屋7.45萬宅創新高 新北餘屋數量最多
內政部今（10）日公布新建餘屋資訊統計分析，2017年第四季全國達7.45萬宅，較上㇐季增加1600宅，也創下調查以來歷史新高，其
中新建餘屋以新北市1.37萬宅最多，桃園市1.35萬宅第二，高雄市1.11萬宅第三，台中市為8,841宅第四。(新頭殼newtalk/2018年9月10日)

央行利率連9凍 全年經濟成⾧率預測值上調為2.73％
中央銀行今天舉行第三季理監事會，決議利率不變、連9凍，重貼現率1.375％不變；預期下半年經濟成⾧率為2.3％，因就業
穩定、薪資提高，帶動民間投資增溫，公共投資也持續擴增，央行將全年經濟成⾧率預測值從上㇐季的2.68％，上調為2.73
％。(聯合報/2018年9月27日)

賣預售屋所得 併綜所稅申報
房地產價格波動，部分民眾預售屋交易過程出現損失。財政部表示，轉讓「預售屋」屬不動產的權利移轉，是財產交易所
得，應併同綜合所得稅申報；如有虧損時，得以以後三年度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舉例說明，民眾以800萬元買入某建
案預售屋，後來以750萬元賣出，有財產交易損失50萬元，因此，在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可自申報年度財產交易
所得中，列報扣除該筆財產交易損失50萬元；若申報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以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在以後108、109及
110年度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 (經濟日報/2018年9月27日)

六都建物移轉 北市交易增㇐成
各地政局昨（1）日公布9月建物買賣移轉棟數，六都總計達1.7萬棟，月增2.5%，整體房市稍稍回穩。台北市再度回到2,000棟，9月回升至2,179
棟，月增11.2%，為六都增加最多，新北市4,848棟，月增6.2%，另外台中市與台南市也有1%至5%成⾧，桃園市較月減3.3%，落在2,830棟，高
雄市月減5%，僅2,499棟。(經濟日報/201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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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工業地首批公告 傳產大廠成屯地王
美中貿易戰引發台商返台潮，經濟部昨公告首批二㇐四公頃閒置工業地，若兩年未改善將強制拍賣，促使工業地「動起來」。其中，
傳產上市公司成「屯地王」，燁輝、中纖、正新都是首波大戶名單，燁輝在屏南工業區共有近廿二萬平方公尺（約六．六萬坪）、
中纖、正新在雲科工業區分別有廿萬平方公尺（約六萬坪）、十四萬平方公尺（約四．三萬坪）土地未開發。(自由時報/2018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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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為幫市民把關住宅交易行情，積極推動住宅市場交易資訊透明化，今(18)日發表「107年台中市住宅交易
價格指數」，並公布於網站，讓民眾輕鬆查詢。地政局說明，台中將中古屋、住宅大樓與華廈作為分析標的，以101年8月
為基期，經運算各行政區房價差異後，將29個行政區進行空間分群，依據各行政區的價量與區域特性，合併為5個分群，並
分別編製住宅價格指數。(臺中市政府地政局/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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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逾500間房子認賠殺出 台中西屯爆賠售潮
房屋比價平台統計，網路上標示「賠售」、「賠錢」的待售住宅共519間，台中214間最多，新北123間第二，
桃園72間第三。觀察賠售屋，以預售屋及新屋較多，占比近七成。以行政區來看，台中西屯標示賠售的待售住
宅最多，達106件，占全台約二成。(經濟日報/2018年9月26日)

台中市11期重劃區內的「市31」市場用地BOT案，即日起公告招商。經發局表示，「市31」格局方正、
地形完整，且鄰近台中洲際棒球場園區、台中巨蛋預定地，區域發展潛力無窮，適合規劃休閒零售商
場，預估可創造逾6億5000萬元投資金額，競爭力可期。即日起公告60天，申請人可於11月19日前至
該局網站首頁標租（售）招標公告專區、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網際網路首頁下載招商
文件。 (自由時報/2018年9月26日)

「108年度公告土地現值作業」開跑 召開說明會廣納各界意見
108年度土地現值將於108年1月1日公告，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使市民及各界充分瞭解108年度公
告土地現值作業情形，於107年10月1日起至10月12日止，陸續於本市豐原地政事務所等11所分
別辦理11場公開說明會。公開說明會辦理場次、時間及地點於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及所轄各地政事
務所網頁最新消息項下公告。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2018年9月27日)

健全住宅市場發展 台中市地政局發表住宅交易價格指數

台中「市31」BOT案公告招商 投資金額預估6.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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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建照、使照數量
統計至107年8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實價登錄資料
因資料發佈之時間差(約㇐個半月)，
統計至107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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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台中市買賣移轉登記棟數為3,008棟，相較於上月微幅增加1.2%，比去年同期減少8.3%。統計今年累計
至9月的登記量(28,351棟)，暫時落後去年(28,926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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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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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104年至今的數據資料顯示，建照量僅於105年1月及12月有突破2,000戶大關，而於今年3月再創新高點，直逼

3,000戶，主因為建商因應市場需求，轉推「小坪數、低總價」產品所致。
 107年8月建照為1,704(戶)，較上月激增92.3%，比去年同期略減0.4%；使照量為873(戶)，較上月略增0.3%，比
去年同期減少20.9%。

 本月以北屯區核發之建照戶數佔大宗(超過千戶)，其中過半比例屬北屯區同榮段社會住宅，故戶數量衝高；而
今年使照量表現不振，月平均僅核發859戶，暫時未達去年的量。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發
照
戶
數

時間(月)



9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台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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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與28.3% ，金額比例分別為44.6%、35.8%。
 107年7月建物交易總金額：287億元。
 因高單價指標性建案交易銳減，故本月建物成交總金額有下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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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華廈,13.9%

大樓,40.7%

透天厝,28.3%

公寓,5.9%
套房,6.1%

店面,2.7% 其他,0.4%

成交金額比例

大樓,44.6%
透天厝,35.8%

公寓,2.3%

華廈,7.3%

商辦,3.6%

套房,1.1%

其他,1%店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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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7/7

 大樓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49.1%。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8%。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12.5% 。

 107年7月大樓成交量為1,104件，成交總金額
為12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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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000,49.1%

1000~1500
,20.4%

2000~3000,6.3%
300以下,3.4%

300~500,9.1%

1500~2000,7.6%

3000以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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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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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
元間，佔35.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53.9%；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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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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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華廈總價帶分析－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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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較少，僅佔3.8%。

 107年7月華廈成交量為377件，成交總金額為
20.6億元。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華廈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500~1000,50.6% 300~500,35.8%

300以下
,9.8%

1000~1500,3.2%

1500~2000,0.3%
2000~3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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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台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7/7

 7月份華廈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60.5%；其次為總價300~500萬
元間，佔35.5%。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8.2%；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35.9%。
 本月華廈新、舊屋交易均以總價落點在500~1,0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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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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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18.1%。

 107年7月公寓成交量為160件，成交總金額
為6.6億元。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公寓總價帶分布
1500~2000,0.6%

單位：萬元

300以下
,23.1%

500~1000
,16.3%

300~500,58.8%

1000~1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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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7/7

 透天厝總價帶以500~1,000萬元為主，佔
35.2%，其次為1,000~1,500萬元，佔27.5%。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26.9%。

 500萬元以下者，佔10.4% 。

 107年7月透天厝成交量為767件，成交總金
額為101.5億元。

FOCUS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300以下,3.4%

單位：萬元

500~1000
,35.2%

1000~1500
,27.5%

1500~2000
,13.2%

300~500,7%

3000以上,6.9%

2000~3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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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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7月份透天厝新屋(屋齡2年內)交易以總價1,000~1,5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41%；其次為總價500~1,000
萬元間，佔32.6%。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36%；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3.4%。
 本月透天厝新屋購屋預算有縮減情形，回流至總價500~1,000萬元間。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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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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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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大樓建坪單價(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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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區、南屯區與西屯區。
 北屯區逾四成交易屬櫻花沐然，成交價約16.8-20.6萬/坪，本區並有數案在去化去年新成屋庫存，呈價量平穩狀態；南屯區
本月有遠雄文心匯進場交易(佔該區34%)，成交價約33.5-38萬/坪，均標以上價格雖有小幅下修，但仍維持在34萬元/坪以上，
惟後標有顯著跌幅；西屯區受指標性建案陸府植森交易影響，頂標價格突破50萬元/坪，該案成交價約48.1-61.8萬元/坪，而
本區均標以下區位則略有下修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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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0

10

20

30

40

南區

50

西屯區 南屯區 北屯區 太平區

23

交易件數 24 51 64 116 32

單
價(

萬
元/

坪)

36.9
34

18.8
20.5

大里區

15

22.6



19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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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區、豐原區及沙鹿區。
 清水區於民享路有㇐批新屋交易，佔該區近八成之交易量，成交總價約775~918萬元，而本月交易總價以低於壹仟萬為主，
故均標以上價格有顯著下滑；豐原區幾乎全數交易為位於富陽路上的映豐錦，本區價格落點反映出該案表現，該區段尚有低
總價優勢，全區價格均有向下修正情形；沙鹿區過半交易屬福至路50/56巷同案產品，總價在920~1398萬元間，本區進行餘屋
整盤，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今年新完工產品交易流通，整體價格表現平穩，僅頂標有跌幅。

 本月全台中市透天厝交易仍以低總價市場為主，總價兩仟萬(含)以下之交易比例為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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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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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屯區為例：頂標(88分位)約37.1萬/坪；前標(75分位)約30.3萬/坪；均標(50分位)約23.5萬/坪；後標(25分位)約17.7萬/坪；
底標(12分位)約14.6萬/坪。

 107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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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屯區本月中古屋交易比例即佔八成，受指標性建案(興富發文華匯)交屋潮趨減影響，前標~頂標價格有顯著跌幅，其餘區
位則持平；南屯區均標以上因高單價個案(精銳雲、精銳博)交易量漸減，價格有回跌修正情形，後標以下反映中古屋市場
行情，相對平穩；西區僅前標價格略漲，其餘區位變化不大。

 綜觀其他區域均價表現，普遍有微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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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公寓、華廈、大樓)(原台中市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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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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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7月衛星區以烏日區、太平區及大雅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於太平區、大里區及豐原區。
 綜觀各區價格表現，多與上月持平，僅以下三區價格有較明顯波動：大里區前標~頂標價格受零星新案餘屋交易支撐行情，
致價格走揚；豐原區均標價格跌幅明顯，中古屋行情轉弱；清水區本月有㇐華廈個案(蔚藍之邑)大量交屋，佔該區近八成之
交易量，成交價約14.2-17萬坪，且該區全數交易均為兩年內新屋，故全區價格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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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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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台中市區(超過20件以上)以西屯區、南屯區、南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於北屯區、西屯區及西區。
 西屯區全區價格呈成⾧現象，其中均標以上價格大幅上揚，主要係因高總價新案(精銳花語樹)進場交易，成交總價約

3,500~4,600萬元間；南屯區表現大致持平，僅底標有顯著跌幅；南區整體價格走揚，但仍以總價兩仟萬元以下交易為主。
 綜觀其他各區表現，僅東區價格有轉弱情形，而本月中區僅1筆成交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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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原台中市區)
2018 世界花博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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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星區(超過30件以上)以豐原區、大雅區、大里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以太平區、豐原區及大里區較多。
 豐原區本月雖有㇐批新屋(映豐錦)交易，惟其成交總價落在1,000~1,495萬元間，且逾兩仟萬元以上之交易比例大減，故頂
標價格大幅下修，驟跌至約1,600萬元。

 本月其他各區表現，價格與上月相比均無太大波動。
 以近期觀察，海線區域(清水、龍井)透天厝價格起伏變動大，上月的漲幅又於本月回跌，鄰近重大建設對價格的支撐性有
限，目前仍以千萬以內產品為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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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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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