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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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563棟，相較於上月增

加44.9%，比去年同月增加12.8%，而10月買賣移轉

的前三大熱區依序為南屯區(873棟)、西屯區(663棟)

及北屯區(614棟)。(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建照、使照數量變化

依據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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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與南區。

北屯區連續兩月遇總太美樂地大量交屋，佔該區近75%之交易

量(245件)，成交價為12.8~17.1萬/坪，本月均標以下區位均

反映該案行情，表現與上月相當，而前標~頂標則有下修情形，

跌幅達2萬/坪以上；大里區主要有允將康活及君大院兩案交易

流通，本區表現持平；南區近八成交易屬勝美樹廈個案，該案

成交價為20~25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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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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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水區、梧棲區及太平區。

清水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00~1,160萬元間；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

870~1,168萬元間，本月仍有微笑大未來個案餘量交易，成交總價為

836~1,030萬元間；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060~1,588萬元間。

108年9月建照為2,432(戶)，月增9.8%，年增2.1倍；

使照為344(戶)，月減81.2%，年減76.5%。本月請

領建照戶數以北屯區佔大宗，其次為豐原區安康段

社宅案(516戶)；反觀使照量則大幅萎縮，觀察核

發使照名單可見本月以單㇐戶數為主，無量體大的

建案完工戶數挹注所致。

統計至今年9月為止，建照量合計為17,019(戶)，較

去年同期增加3,165(戶)，增幅22.8%；使照量為

9,529(戶)，比去年同期增加1,194戶，增幅14.3%。

(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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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買賣登記量月增44.9%，年增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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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
斷分數為19分，較上月減少1
分，燈號續呈黃藍燈。

景氣領先指標經回溯修正後續
呈上升，同時指標亦持續上揚，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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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購屋信心指數創51個月新高紀錄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28日發布消費者信心指數(CCI)調查，整體而言上升0.11點至80.97點，但「購買耐久財時機」已經連續2月突破100點，
並達到近51個月新高紀錄，顯示消費者對於不動產抱持樂觀態度，台經中心指出，不排除與台商資金回流、反送中港資流入台灣有關。(自由時報/2019年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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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3階段健全租賃市場 將訂定租金水準區間表
內政部今天舉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2.0聯合開辦記者會」，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鄭俊杰表示，將透過3階段逐步打造更完善
的租賃制度與環境。第1階段是訂定租金水準區間表，作為房東、房客參考依據，這部分是公會自發性的想法，依區域、樓層、採光、裝修等條件不
同來訂定租金水準區間，草案送給國家住宅及都更中心審核後，先從六都試行，預計明年1月1日上路；租金水準區間表訂出來後，要有審核機制，第
2步是成立租金評議委員會，成員希望涵蓋產官學研，性質類似地價評議委員會；最後，希望可以每年發布租金指數。(中央通訊社/2019年10月30日)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修正案 涉煉鋼爐碴部分 將延緩6個月施行
內政部表示，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爐碴不得用於建築結構體。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該部前於108年5月2日公告修正「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明定賣方保證建材不含有損建築結構安全的爐碴，並為給予實施前之緩衝期，特規定自11月1日施
行。惟本契約修正公告後，部分業界反映現行混凝土品質雖有國家標準CNS1240規範，但無針對爐碴檢測的國家標準及方法，倘要求混凝土業者出具
保證混凝土不含有損建築結構安全的爐碴證明，恐有困難。為避免影響市場運作及業者的權益，爰將此新制措施延緩6個月至明年5月1日施行，在此
期間，內政部將完成相關法制配套，以確保政策順利推行。(內政部地政司/2019年10月31日)

6都移轉開紅盤 台中交易量創新高
今日六都地政局陸續公布10月份買賣移轉，六都表現強旺，均較上月量增，除北高兩都外，年移轉也呈現正成⾧。其中台北市月增9%、年減5%，新
北市月增13%、年增19%，桃園市月增17%、年增28%，台中市月增45%、年增13%，台南市月增18%、年增26%，高雄市月增16%、年減4%。(自由
時報/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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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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土增稅大案增額 冠六都
財政部統計，前九月土地增值稅稅額千萬以上案件增加，尤其台中市千萬以上案件貢獻稅額較去年同期增14億元，年增64%，冠居六都，而高雄市也年
增9億元，大幅增加1.23倍，主因中科等科學園區持續擴張，產業投資帶動廠辦需求。 (經濟日報/2019年10月25日)

海線4區 中級土壤液化潛勢圖資上線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9年10月25日舉行「2019台中市中級土壤液化潛勢建築安全技術研討會」，公布海線清水、梧棲、龍井、沙鹿區的中級土壤
液化潛勢地圖資訊，供民眾上網查詢，並提供土壤液化知識與諮詢管道，另市府自2018年起加強建築執照抽查，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查核地基調查報
告，為台中市各建築工程地質調查與分析作業提供多㇐層把關，確保未來建築物結構安全無虞。(MyGoNews/2019年10月25日)

03 台中市府進帳128億元 地王由豐邑奪下
台中市第三波土地標售案於30日登場，本次標售總坪數高達2.1萬坪，為歷年最大標售案，最後標脫總金額達128億元，共13筆，標脫率5成，其中面積
最大、總金額最高的台糖湖濱園區商業區土地由豐邑建設以35.2億元標脫，溢價率達33%。本次北屯機廠、台糖湖濱園區土地全數標出，而水湳經貿園
區僅9筆標出，令人跌破眼鏡。(自由時報/2019年10月30日)

中市公布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
為改變過去都市更新案件中3家估價者全由實施者選任，造成對估價結果不受信任，內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施行《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條文，新增專
業估價者選任制度，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配合新政策於昨（三十）日公布「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提供無法共同指定專業估價者
的都更案件，可自台中市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專業估價者。為利實務操作執行，建議名單已加註建議事項供參考，相關資訊可至台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查詢(網址：https://is.gd/YPgMMT)，後續名單如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更新。(台灣新生報/2019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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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買賣登記案件數量
統計至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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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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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563棟，相較於上月增加44.9%，比去年同月增加12.8%，而10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熱區
依序為南屯區(873棟)、西屯區(663棟)及北屯區(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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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建照為2,432(戶)，月增9.8%，年增2.1倍；使照為344(戶)，月減81.2%，年減76.5%。
本月請領建照戶數以北屯區佔大宗，其次為豐原區安康段社宅案(516戶)；反觀使照量則大幅萎縮，觀察核發使
照名單可見本月以單㇐戶數為主，無量體大的建案完工戶數挹注所致。

統計至今年9月為止，建照量合計為17,019(戶)，較去年同期增加3,165(戶)，增幅22.8%；使照量為9,529(戶)，
比去年同期增加1,194戶，增幅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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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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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與20.6%，金額比例分別為51.1%、24.6%。

 108年8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308億元，本月住宅大樓與透天厝新屋交易量大幅萎縮，而使總金額銳減約10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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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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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51.1%
透天厝,24.6%

公寓,2.3%

商辦,2.3%

套房,1.4%

其他,7.7%

店面,4.3%

華廈,6.3%



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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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5.4%。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8.4% 。

 108年8月大樓成交量為1,429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15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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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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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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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
間，佔19.3%。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8%；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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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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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9.3%。

 108年8月華廈成交量為300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19.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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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廈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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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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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華廈新屋(屋齡2年內)成交量偏低(僅29件)，購買主力總價為500~1,000萬元間，佔75.9%；其次為總價
3,000~4,000萬元間，佔10.3%。本月有三筆總價超過3千萬之交易，其均非僅購置單層，故成交總價較高。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52.8%；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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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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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24.7%。

 本月僅有二筆公寓新屋交易(南屯區保安十街)，
成交總價分別為1,600萬及1,628萬。

 108年8月公寓成交量為150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6.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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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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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00萬元為主，佔
34.3%，其次為500~1,000萬元，佔30.9%。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27.7%。

 500萬元以下者，佔7.1%。

 108年8月透天厝成交量為560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75.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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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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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其次為總價500~1,000萬
元間，佔29.6%。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31.2%；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31%。
 本月透天厝新屋購屋預算有增加情形，而舊透天厝產品則以總價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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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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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與南區。
 北屯區連續兩月遇總太美樂地大量交屋，佔該區近75%之交易量(245件)，成交價為12.8~17.1萬/坪，本月均標以下區位均反映
該案行情，表現與上月相當，而前標~頂標則有下修情形，跌幅達2萬/坪以上；大里區主要有允將康活及君大院兩案交易流通，
本區表現持平；南區近八成交易屬勝美樹廈個案，該案成交價為20~25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西區以博館匯交易佔大宗，成交價為29.1~32.5萬/坪；北區幾近全數交易為微笑世紀雲品特區，價格表現
持平；西屯區均標以上轉跌，尤以頂標下修幅度最大；南屯區小漲；烏日區仍以高鐵1匯交易為主，價格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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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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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件以上)，交易主要集中在清水區、梧棲區及太平區。
 清水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00~1,160萬元間；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70~1,168萬元間，本月仍有微笑大未來個案餘量交易，成交
總價為836~1,030萬元間；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060~1,588萬元間。

 其餘區域因交易件數較少，資料不足以分析，故僅提供主要個案交易之說明：豐原區近七成交易屬豐勢路二段個案，成交總價
為845~1,398萬元間；后里區幾近全數交易為福興路個案，成交總價為735~822萬元間；霧峰區以新埔路/五福路個案交易為主，
成交總價為1,080~1,768萬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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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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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之原台中市區以西區、西屯區、南屯區之平均單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北屯區、西屯區及南屯區。
 北屯區仍有近半數交易為總太美樂地個案，本月僅頂標價略跌，其餘區位則持平；西屯區續呈平波表現；南屯區均標以上明顯
轉跌，下修幅度約1.9~3.7萬/坪間。

 觀察其他各區表現：東區止跌回升；西區因高單價指標性建案交易趨緩，前標以上價格進行下修，其餘區位續揚；南區小漲；
北區本月新屋交易銳減，均標以下區位反映屋齡逾十年以上之行情，價格大幅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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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公寓、華廈、大樓)(衛星區)

 108年8月衛星區(超過30件以上)以大里區、烏日區及潭子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於大里區、太平區及烏日區。
 大里區及太平區表現與上月相當；烏日區僅底標明顯價揚，漲幅達2萬/坪，其餘區位則持平。
 觀察其他各區表現：大雅區以屋齡超過20年以上交易為主，本月均標下滑、底標~後標表現轉強，成⾧逾2萬/坪；潭子區續穩；
豐原區全區上漲，尤以前標成⾧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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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108年8月透天厝交易(超過30件以上)以北屯區、沙鹿區、潭子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以太平區、北屯區及豐原區較多。
 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40~1,450萬，本月仍以總價低於1,500萬之交易為主，佔該區近八成，僅頂標有明顯漲幅，其餘區位
續穩；北屯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018~2,208萬元間，普遍有轉跌情形，僅底標有成⾧；豐原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45~1,270萬元
間，本月交易以低總價為主，全區價格回縮至1,500萬元內，其中頂標價格下修幅度近仟萬元。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大里區、潭子區尚穩；沙鹿區微漲；清水區僅底標明顯轉跌；梧棲區前標以上成⾧顯著，漲幅超過20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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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