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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8月份實價登錄資料，透天厝新成屋交易(詳第19頁)主要集

中在太平區、梧棲區與北屯區。

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300~1,675萬元間，本月頂標回升至兩

仟萬，而均標則略為下滑；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70~1,208萬

元間，整體呈價平；北屯區主力購買總價為2,580~3,900萬元間，

前標下修300萬，而低總價區則有約200萬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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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月報焦點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月買賣登記量月增1.8%，年增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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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957棟，已連續4個月達

4仟棟門檻，近半年來呈逐月上揚，相較於上月增加

1.8%，比去年同月增加8.6%。本月前三大交易熱區依

序為北屯區(932棟)、西屯區(816棟)及南屯區(711棟)。

累計109年1月~10月買賣登記棟數為38,139棟，比去年

同期大幅領先2,509棟，年增7%。(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9月建照止跌回升，除北屯區依舊有穩定的推案量以外，另有寶急建設於西屯區中

科商圈合計推出622戶、櫻花建設於清水區市鎮北段45地號推出461戶挹注所致；

而9月使照量大幅銳減，主要係因僅有四案超過百戶社區(鄉林天韻、湖濱新綻、勝

麗豐中匯、富宇山河匯)完工之緣故。而累計109年1~9月建照量合計為24,836(戶)，

較去年同期大增7,817(戶)，年增45.9%；使照量為12,689(戶)，比去年同期領先

3,160戶，年增33.2%。建照量年增率較上月統計結果略為縮減，反觀使照量年增

率差距則有擴大情形，大量新成屋投入房市，將形成預售與成屋市場競爭客源的拉

鋸戰。 (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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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屯區、清水區與北屯區。

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興富發博識，另有惠宇㇐森青整批交屋，

成交價分別為34.9~42萬/坪、35.1~41.4萬/坪，本月受兩案影

響，全區價格突破36萬/坪以上；清水區以遠雄之星六期交易

佔大宗，成交價為12.5~15.5萬/坪，全區漲幅約1~2萬/坪；北

屯區有多案(華相上謙、惠宇樂觀、登陽㇐溪雲…等)進場交易，

全區價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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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景氣對策信
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7
分，較上月增加1分，
燈號續呈綠燈。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
持續上升，反映國內
經濟逐漸趨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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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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家銀行房貸放款比逼近警報區 不動產授信泡沫壓力加劇
根據金管會近三年資料，2017年的房貸放款比為26.24%、2018年增至26.28%、2019年則為26.58%，今年呈現持續上升趨勢。此外，截至今年7月底，全
體銀行放款餘額為28.1兆元，年增6.8%，若以用途別來看，購置不動產就達12.5兆元，占整體放款達44.6%，成⾧7.8%，增加速度是所有類型授信中最快的。
觀察近3年趨勢，銀行授信朝向不動產集中化的情形似乎越來越明顯，資金不斷湧進不動產市場，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動產市場欣欣向榮，然而從金融秩序角度
來看，則是風險係數越拉越高，㇐旦房地產價格出現波動，就會直接影響多數放款擔保品的價值，進而衝擊整體金融穩定及秩序。(鉅亨網/2020年11月1日)

六都10月移轉棟數減1成 僅台中達到月增、年增雙成⾧
六都10月買賣移轉棟數為2.17萬棟，月減11％，但年微增1％；其中，台北市為2,699棟，月減14％、年增10％；新北市為5,549棟，月減12％、但與去年同
期持平；桃園市則是3,487棟，月減21％且年減7％；台中市則為4,957棟，月增1.8％且年增8.6％，屬六都之中唯㇐月變動與年變動雙雙正成⾧的區域；台南
市為1,860棟，月減12.7％，年減11％；高雄市為3,223棟，月減8％，年增約4％。(今日新聞/2020年11月2日)*註：台中市官方數據於新聞發佈後有修正，故新聞摘要以修正後數據呈現之。

房市熱度直線上升 2大指標續創歷史新高
房市交易熱呼呼，銀行房貸餘額屢創新高，9月自住客積極進場。根據中央銀行公布的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房貸)及建築貸款(土建融)餘額，當月增至
7.811兆元及2.323兆元，續雙創歷史新高，年增率分別締造十三年半與九年來的最高水準，其中房貸進入第四季購屋旺季效應，年底前衝破8兆元大關機率
高。(網路地產王/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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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炒房 內政部首度跨縣市稽查
為扼止炒房亂象，內政部開第㇐槍！10月31日內政部會同行政院消保處及地方政府，同步就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6個縣市、
23個建案案場，進行首次跨縣市大規模聯合稽查行動。稽查過程並發現部分案場紅單及交易契約確有違規情事。這次聯合大稽查主要就6大重點查核，包括：
預售屋建案是否在尚未取得建造執照前就擅自銷售；使用購屋預約單(紅單)情形；刊登廣告有無不實或誤導消費者認知；預售屋買賣契約是否符合內政部規定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代銷人員執業過程是否符合法令規範；接待中心或樣品屋是否取得雜項執照。(中時新聞網/2020年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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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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法台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市政會議修正通過
為配合行政院去年12月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並因應業務執行需要，「都市計畫法台中市施行自治條例」修正部分條例，包括：在風景區增列
溫泉井，溫泉儲槽為容許使用項目，以配合輔導既有溫泉業者合法取得水權及業務執行需求；另鼓勵建築物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重建，且刪
除須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始得放寬建築物高度比及建蔽率要件，全案7日在市政會議通過，後續將送台中市議會審議。(工商時報/2020年10月8日)

落實違規者付費 違反土管強制代拆 中市即起收費
台中市政府訂定「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代履行拆除執行原則」，十月㇐日起上路，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經限期自行
拆除仍不拆除，將於執行拆除時收取費用，新法針對農地違規、未登記工廠、稽查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等三類違規使用建築物，將列入優先處理。(台灣新聞報/2020
年10月19日)

捷運綠線文心崇德站、文心櫻花站聯開案敲定
台中捷運綠線預計2020年底通車，文心崇德、文心櫻花站基地開發招商案有果，由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順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最優申請人，預
估投資文心崇德站17.2億元、文心櫻花站13.6億元。兩站開發基地與已完工的捷運站體，將以共構型態進行設計，預計建置地上24層的店鋪及集合式住宅，以
「綠蔭植栽中呼吸」的意象，運用簡潔線條設置外凸的玻璃景觀陽台，使綠色植栽意象延伸到周邊都市環境，妝點都市綠意。(MyGoNews/2020年10月21日)

04 台中烏日高鐵站70年地上權案 壽險、大建商都關注
台中軌道經濟黃金10年啟動，高鐵站區最大招商案「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69、70、71地號事業發展用地開發經營案」30日舉辦招商說明會，吸引各
大壽險公司、大型建商關注，全案為70年地上權案，前4年權利金底價為0，佔地面積達4萬8,085坪，預計下月公告招標。(工商時報/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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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趕上台中地價飇 全台面積最大14期完成3179筆配地
鄰近台中洲際棒球場㇔台中巨蛋興建地的公辦第14期美和庄市地重劃區重劃作業，經歷台中3任市⾧，今年終於陸續完成土地分配，總計私有地約3,179筆，其
中1,987筆私有地已完成登記，另四成還在協調。11月7日在中正地政事務所統㇐換發權狀，維護民眾權益。(聯合報/20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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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統計至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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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扣除特殊交易案例)

6



建物買賣登記量分析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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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957棟，已連續4個月達4仟棟門檻，近半年來呈逐月上揚，相較於上月增加1.8%，比去
年同月增加8.6%。本月前三大交易熱區依序為北屯區(932棟)、西屯區(816棟)及南屯區(711棟)。

 累計109年1月~10月買賣登記棟數為38,139棟，比去年同期大幅領先2,509棟，年增7%，雖然今年上半年房市買氣受疫
情干擾稍有停滯狀況，但觀察近期的交易量已連續六個月正成⾧，市場量能持續走高。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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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9月建照為3,437(戶)，月增30.5%，年增41.3%；使照為1,369(戶)，月減48.4%，年增3.98倍。
 9月建照止跌回升，除北屯區依舊有穩定的推案量以外，另有寶急建設於西屯區中科商圈合計推出622戶、櫻花建設於清水區市
鎮北段45地號推出461戶挹注所致；而9月使照量大幅銳減，主要係因僅有四案超過百戶社區(鄉林天韻、湖濱新綻、勝麗豐中
匯、富宇山河匯)完工之緣故。

 而累計109年1~9月建照量合計為24,836(戶)，較去年同期大增7,817(戶)，年增45.9%；使照量為12,689(戶)，比去年同期領先
3,160戶，年增33.2%。建照量年增率較上月統計結果略為縮減，反觀使照量年增率差距則有擴大情形，大量新成屋投入房市，
將形成預售與成屋市場競爭客源的拉鋸戰。

發
照
戶
數

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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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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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與22.2%，金額比例分別為52%、37.2%。

 109年8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461.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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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金額比例

大樓,52%

透天厝
,37.2%

公寓,2.9%

華廈,7.9%

成交數量比例

華廈
,15.2%

大樓,57%

透天厝
,22.2%

公寓,5.6%



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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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9.9%。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11.6% 。

 109年8月大樓成交量為2,030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240.1億元。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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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300~500,6.9%

500~1000
,43.2%

1000~1500
,25.3%

2000~3000,6.5%
300以下,4.7%

1500~2000,9.8%

3000以上,3.6%



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9/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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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
元間，佔31.3%。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2.8%；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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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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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10.7%。

 109年8月華廈成交量為542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36.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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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500~1000
,60.7%

1000~1500,7.6%

300~500
,14%

1500~2000,2%

300以下
,14.6%



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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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購買主力總價為500~1,000萬元間，佔83.9%；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
間，佔8.7%。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51.9%；其次為總價300萬元以下，佔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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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42.4%。

 本月僅有2筆位於西區的公寓新屋交易，總價
分別為1,238萬元及1,400萬元。

 109年8月公寓成交量為198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13.4億元。

臺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9/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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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500~1000
,33.3%

300以下
,17.7%

300~500
,39.9%

1000~1500,6.1%

1500~2000,1.5%
3000以上,1.5%



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透天厝總價帶以1,000~1,500萬元為主，佔
30.4%，其次為500~1,000萬元，佔25.2%。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40.2%。

 500萬元以下者，佔4.2%。

 109年8月透天厝成交量為790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171.6億元。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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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500~1000
,25.2%

10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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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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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其次為總價500~1,000
萬元間，佔19.1%。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27.8%；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5.4%。
 本月透天厝新屋購屋預算仍維持在1,000萬元以上水準，而舊透天厝購屋預算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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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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大樓交易案件(超過50件以上)，大樓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南屯區、清水區與北屯區。
 南屯區近七成交易屬興富發博識，另有惠宇㇐森青整批交屋，成交價分別為34.9~42萬/坪、35.1~41.4萬/坪，本月受兩案影響，
全區價格突破36萬/坪以上；清水區以遠雄之星六期交易佔大宗，成交價為12.5~15.5萬/坪，全區漲幅約1~2萬/坪；北屯區有
多案(華相上謙、惠宇樂觀、登陽㇐溪雲…等)進場交易，全區價格成⾧。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南區續穩；西屯區僅頂標因反映大陸麗格交易行情而大幅拉升，其餘區位則持平；大里區以勝美有禮、
君大院餘量交易為主，全區價漲逾2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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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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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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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件以上)，交易主要集中在太平區、梧棲區與北屯區。
 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300~1,675萬元間，本月頂標回升至兩仟萬，而均標則略為下滑；梧棲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70~1,208
萬元間，整體呈價平；北屯區主力購買總價為2,580~3,900萬元間，前標下修300萬，而低總價區則有約200萬漲幅。

 其他區域價格表現：大里區逾六成交易屬仁化工八路2&6巷/仁化工二路個案，成交總價為1,158~1,575萬元間，本月以總價
低於1,500萬交易佔多數，故有明顯價跌情形，僅底標持平；大雅區及龍井區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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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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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原台中市區(超過百件以上)以南屯區、西屯區及南區之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南屯區、北屯區及西屯區。
 南屯區全區價揚，均標~頂標上漲超過6萬/坪以上，主要反映新案(興富發博識、惠宇㇐森青)行情，中古屋表現亦佳；北屯
區中高價位區漲幅約1.3~3.4萬/坪，低價位區則持平；西屯區普遍走跌，僅頂標有成⾧。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東區高價位區上揚；西區無明顯變化，僅前標漲幅超過1萬/坪；南區均標價漲達3萬/坪；北區續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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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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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衛星區(超過50件以上)以大肚區、大里區及太平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在清水區、大里區及太平區。
 清水區主要反映遠雄之星六期及新都匯交易行情，帶動底標~均標約有1萬/坪漲幅；大里區僅底標持平，其餘區位漲幅約

1.3~2.5萬/坪；太平區高價位區下修1.3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豐原區中高價位區價跌顯著，反觀底標則上揚逾2萬/坪；烏日區表現走弱；大肚區近九成交易屬華廈
新案(茂美洋齊美)，成交價為20.7~24.3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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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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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透天厝交易(超過35件以上)以南屯區、北屯區、太平區之平均總價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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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2,850萬元間，頂標及底標大漲；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50~1,535萬元間，頂標強勢回升至兩
仟萬元以上，均標亦有小漲約150萬元，其餘區位價穩；大里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35~1,435萬元間，總價低於1,500萬元之交
易即佔超過八成，故中高總價區下修力道強，跌幅在210~668萬元不等。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南屯區中低總價區明顯轉強，漲幅均超過200萬元；大雅區底標及頂標小漲，其餘區位續穩；梧棲區
以新屋交易為主，故全區價格成⾧；龍井區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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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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