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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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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井區及沙鹿區，以海線地區為主。

清水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18~900萬元間，普遍有價跌情形，均標以上跌幅約

150~250萬元；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05~866萬元間，本月於南社路二段

58巷及臨港東路㇐段15巷286弄各有整批交屋，成交總價分別為800~900萬元、

735~980萬元；沙鹿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060~1,711萬元間，頂標價格大幅攀

升至2,400萬元，主要係因北勢東路個案成交總價高達2,900萬元所致。 2

本期月報焦點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2月買賣登記量月增30.8%，年增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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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2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425棟，相較於上月增加

30.8%，比去年同月增加19.8%，而12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熱

區依序為北屯區(652棟)、太平區(575棟)及西屯區(571棟)。

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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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本月報第7頁內容)

108年11月建照為1,423(戶 )，月減64.3%，年減32%；使照為

2,013(戶)，月增79.6%，年增5.8%。本月建照量大幅萎縮，僅東區

(社宅)、西屯區、太平區及梧棲區有單㇐個案逾百戶之量體挹注，反

觀使照量則大幅攀升，為108年最高點記錄，亦為繼104年12月以後，

再度突破2,000戶大關。

108年1月至11月的建照量合計為22,437(戶)，較去年同期增加

4,043(戶)，增幅22%、使照量為12,663(戶)，比去年同期增加568戶，

增幅4.7%。(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依據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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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與豐原區。

北屯區主要有小春日和交易流通，成交價為15.1~22.7萬/坪，

本區表現走揚，整體而言有2萬/坪以上漲幅；西屯區本月全

區價格表現均達30萬/坪，其中近八成交易屬惠宇觀市政個

案，該案成交價為28.6~37.1萬/坪；豐原區全數交易屬富宇

豐景個案，成交價為18.9~22.4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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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1月景氣對策信
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4
分，較上月修正後之
19分，增加5分，燈號
轉呈綠燈。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
續呈上升，均高於⾧
期趨勢，顯示景氣逐
漸改善，惟影響未來
景氣不確定變數仍多，
須密切關注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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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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2季房貸㇐族超過4萬人 近5年首見
根據聯徵中心最新貸款資料顯示，最近2季的貸款樣本數量都超過4萬人，上㇐次貸款樣本超過4萬人以上是將近5年前的事情，數據反映市場買氣為近年最佳；
而今年第3季平均購屋金額鑑估值為1,079萬元，和過去幾年相比變化不大，不過平均的核貸成數為75成，貸款利率1.74%都是近年最佳，但購買面積卻略微
縮水到45.1坪，反映民眾購屋時礙於預算考量縮減購屋坪數。(自由時報/2019年12月24日)

建商2019掃地30萬坪 商仲：可蓋60座京華城
高力國際最新報告顯示今年商用不動產、土地投資大爆發，連續兩年突破年度交易額均線，今年全年更㇐舉突破4千億元，不但較去年同期大增超過5成，甚
至創歷年統計新高。商用不動產今年全年交易總額達1,386億元，年增幅逾7成，其中以工業地產包括廠房與廠辦累積成交額達556億元為最高，占整體商用
交易額比重約40%；而土地今年全年交易總額達2,719億元，比年度成交額均線(1,520億元)大增1,199億元，增幅近8成，創歷史新高。 (自由時報/2019年12月25日)

房市大噴發 全年推案1.5兆
建商購地發燒，房市推案量大噴發！根據591新建案統計，2019年全台房市推案量破1.5兆，這個規模將是2013年房市推案高峰反轉以來的最大量。值得注
意的是，這波全台推案狂潮多集中在新興重劃區，例如板橋區衝出924億案量高居全台各行政區之冠，也是拜新興重劃區推案爆量之賜，台中則因捷運線綠
線、水湳經貿園區等建設，帶動首購族進駐蛋白區，建商也看好人口磁吸效應，今年案量超過2,800億元居全台第二，預期明年海線、北屯、太平等蛋白區將
會是推案熱區。 (工商時報/2019年12月31日)

六都去年度交易量破20萬棟 年成⾧9.3%
根據六都地方政府公布2019年12月「建物買賣移轉棟數」，新北市交易5,754棟居冠，桃園市4,466棟第2，不過年增率卻是大幅暴增5成，累計六都全年度
移轉棟數達23.19萬棟，年增9.3%。(中央社/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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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危老最佳容積獎勵 把握黃金期
現行危老條例規定，10%時程獎勵僅到今年5月9日，據內政部初步規劃，今年5月10日後，時程獎勵將砍半為5%，並新增規模獎勵，400平方公尺以上可得
2%容獎，每增加100平方公尺可多得0.5%，另外時程加規模容獎合計不得超過10%，有意透過危老條例將老屋翻修的民眾，還是要把握黃金時間，儘早提
出申請。(經濟日報/2020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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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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完工 南屯精科、太平育賢明年1/16受理申請
台中首例採容積獎勵分回的社會住宅「南屯精科樂活好宅」，預計2020年6月開放入住，太平育賢社宅預計2020年4月底完工，台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
程處將採聯合受理，2020年1月16日至2月14日開放民眾臨櫃或線上申請，除了台中州廳設立收件櫃檯外，南屯區公所、太平區公所也設置臨時性櫃檯，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MyGoNews/2019年12月17日)

台中市公告地價降2成 平均每戶地價稅少2,500元
台中市政府今天(20日)召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決議109年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跌0.98%、公告地價平均降20.06%，台中市29個行政區公告地價
都下跌，明年約94%納稅戶的地價稅額會減少，落實市府輕稅簡政的施政原則。 (中廣新聞網/2019年12月20日)

中市921震災全倒建物首案 危老重建獲20%容積獎勵
台中市北區「衛道黃金城」歷經921震災，判定房屋全倒，申請單位整合所有權屬、建築師設計規劃，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危老
重建)規定申請重建，近期審議通過，成為921震災全倒大樓危老重建首案，可獲20%基準容積獎勵，未來將原地興建2棟地上5層的全新建物。(自由時報
/2019年12月24日)

04 中市明年推動都市計畫容積總量管控機制 引導土地合理使用
引導土地、人口合理使用及分布，確保都市有次序發展，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明(109)年將全面盤點全市都市計畫容積，研析容積總量與公共設施容
受力，建立總量管控機制，並針對軌道運輸重要場站及周邊土地，研擬大眾運輸導向（TOD）的都市發展指導原則與執行策略，同時建立增額容積檢討
變更原則及審查執行機制，促進鐵路及捷運場站周邊土地合理使用。(臺中市政府/201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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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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統計至10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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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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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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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425棟，相較於上月增加30.8%，比去年同月增加19.8%，而12月買賣移轉的前三大熱
區依序為北屯區(652棟)、太平區(575棟)及西屯區(571棟)。

 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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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中市地政局

建
物
買
賣
登
記(

棟
數)

時間(月)

4,425

2,013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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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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建照為1,423(戶)，月減64.3%，年減32%；使照為2,013(戶)，月增79.6%，年增5.8%。
本月建照量大幅萎縮，僅東區(社宅)、西屯區、太平區及梧棲區有單㇐個案逾百戶之量體挹注，反觀使照量則大
幅攀升，為108年最高點記錄，亦為繼104年12月以後，再度突破2,000戶大關。

 108年1月至11月的建照量合計為22,437(戶)，較去年同期增加4,043(戶)，增幅22%、使照量為12,663(戶)，比去
年同期增加568戶，增幅4.7%。

發
照
戶
數

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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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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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與21.6%，金額比例分別為48.3%、32.1%。

 108年10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432億元，本月金額攀升除了有住宅大樓大量挹注之外，亦因非住宅類(如：廠辦、
工廠等)貢獻度提升所致。(註：本月並未納入新業宜家交易統計，其屬勞工宅性質成交單價偏低，故剔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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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金額比例成交數量比例

商辦,0.7%

華廈
,11.3%

大樓,53.9%

透天厝
,21.6%

公寓,4.4%
套房,5.8%

店面,1.8% 其他,0.5%

大樓,48.3%
透天厝,32.1%

公寓,1.8%

商辦,1.4%

套房,1.2%

其他,5.9%

店面,3.8%

華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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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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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8.3%。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10.4% 。

 108年10月大樓成交量為1,785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202億元。

 註：本月於南屯區適逢新業宜家整批交易，因其
屬勞工宅性質為特殊個案，故不予納入分析。

備註：大樓(11層以上有電梯) /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500~1000,49.8%
1000~1500

,21.5%

2000~3000,5.7%
300以下,1.4%

300~500,9%

1500~2000,9.2%

3000以上,3.4%

單位：萬元

大樓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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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8/10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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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其次為總價1,000~1,500
萬元間，佔22.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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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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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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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6.7%。

 108年10月華廈成交量為372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22.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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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萬元

500~1000,60.2%

1000~1500,5.1%

300~500,25.3%

1500~2000,1.6%

300以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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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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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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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
間，佔7.2%。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53.1%；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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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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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29.5%。

 本月僅三筆公寓新屋交易，均位於沙鹿區，其
中兩筆係斗潭路個案，成交總價518萬；另外㇐
筆為星海路15巷個案整棟交易，成交總價為
1,200萬。

 108年10月公寓成交量為146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7.7億元。

臺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8/10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公寓總價帶分布

1000~1500,3.4%

1500~2000,0.7%

單位：萬元

500~1000
,24%

300以下
,25.3%

300~500,45.2%

3000以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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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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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其次為1,000~1,500萬元，佔29%。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31.3%。

 500萬元以下者，佔5.4%。

 108年10月透天厝成交量為715件，成交總金
額為約134億元。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單位：萬元

500~1000
,34.3%

1000~1500
,29%

2000~3000,11.3%

300以下,1.5%

300~500,3.9%

1500~2000
,12.9%

3000以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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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8/10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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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其次為總價1,000~1,500
萬元間，佔31.4%。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29.8%；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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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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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大樓建坪單價(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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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與豐原區。
 北屯區主要有小春日和交易流通，成交價為15.1~22.7萬/坪，本區表現走揚，整體而言有2萬/坪以上漲幅；西屯區本月全區
價格表現均達30萬/坪，其中近八成交易屬惠宇觀市政個案，該案成交價為28.6~37.1萬/坪；豐原區全數交易屬富宇豐景個案，
成交價為18.9~22.4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北區全區小漲；南屯區高單價個案交易量大減及低單價新案(聯富和慕)進場，致全區價格有大跌情形；
烏日區價格微漲，本月以聚悅方庭交易佔大宗，成交價為18.5~23.3萬/坪；沙鹿區反映單㇐個案(合總小時代)行情，成交價為
13.8~17.4萬/坪。

 本月南屯區適逢新業宜家大量交屋(519件)，成交價為12.1~13.9萬/坪，該案屬勞工宅性質單價較低，故剔除不予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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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

北區 西屯區 南屯區 北屯區

28

交易件數 31 223 63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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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屋齡2年內透天厝總價(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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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主要集中在清水區、龍井區及沙鹿區，以海線地區為主。
 清水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18~900萬元間，普遍有價跌情形，均標以上跌幅約150~250萬元；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05~866萬
元間，本月於南社路二段58巷及臨港東路㇐段15巷286弄各有整批交屋，成交總價分別為800~900萬元、735~980萬元；沙鹿
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060~1,711萬元間，頂標價格大幅攀升至2,400萬元，主要係因北勢東路個案成交總價高達2,900萬元所致。

 本月透天厝新屋交易量偏低，其餘區域因交易件數較少，資料不足以分析，故僅提供太平區及大雅區之說明：太平區本月
以總價超過1,500萬元交易為主，故全區價格漲幅顯著；大雅區過半交易屬樹德街/樹德街86巷個案，成交總價為1,060~1,350
萬元間。

總
價(

萬
元)

交易件數 24 29 43 51 51

0

500

1000

1500

太平區 大雅區 沙鹿區 龍井區 清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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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870

1650

2000

3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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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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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0月之原台中市區以西屯區、南屯區及西區之平均單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西屯區、北屯區及南屯區。
 西屯區全區價揚，其中均標以上區位係受惠宇觀市政交屋潮挹注而有顯著漲幅；北屯區全區價漲，後標~前標成⾧幅度超過

2萬/坪，主要係有小春日和及鼎佳耀文心交易流通所致；南屯區全區轉跌，跌幅約2.2~5.2萬/坪。
 其他各區表現：東區及南區續穩；西區本月改以中古屋交易為主，價格有回跌情形；北區單㇐個案(微笑世紀雲品特區)交易
量大減，後標~均標因價格回穩而進行下修，跌幅約3.8~6.5萬/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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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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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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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0月衛星區(超過30件以上)以豐原區、烏日區及大雅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豐原區、烏日區及沙鹿區。
 豐原區適逢富宇豐景交屋潮，佔該區逾八成之交易量，影響底標~前標價漲；烏日區以新屋交易為主(約85%)，價格普遍
有成⾧；沙鹿區底標~後標因有大樓新案(合總小時代)及華廈新案(站前青世代)進場交易，價格上漲約2萬/坪，而頂標則有
價跌情形。

 觀察其他各區表現：太平區及大雅區續穩；大里區僅均標跌幅較大(逾4萬/坪)，其餘持平；大甲區幾近全數交易為華廈新
案(萬泰仁愛)，成交價為13.5~19.5萬/坪。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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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元/

坪)

交易件數 68 86 31 213 176 117

0

5

太平區 大里區 大雅區 豐原區 烏日區

16.7
17.7

20.5 19.8

15.8

10

16.5

沙鹿區

15

20

25

32

大甲區

14.9

30

21



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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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0月透天厝交易(超過35件以上)以北屯區、大雅區、太平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以北屯區、沙鹿區及龍井區較多。
 北屯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400~2,510萬，全區價揚；沙鹿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95~1,427萬元間，表現持平；龍井區主力購買總
價為760~863萬元間，本月主要反映新屋交易行情，惟交易流通之個案總價不高，故全區價格回縮至1,000萬元內，呈高價
位區下修而低價位區上調之情形。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太平區均標以上有漲幅；大里區頂標大幅下修至1字頭總價；大雅區過半為新屋交易，僅頂標略跌，
其餘表現持平；清水區雖以新屋交易佔大宗，惟其成交總價較低，致前標~頂標下修幅度超過2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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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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