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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7月份實價登錄資料，透天厝新成屋交易(詳第19頁)主要集中在神岡

區、龍井區與大里區。

神岡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95~1,165萬元間，全區明顯價跌(約300萬) ；龍

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26~1,058萬元間，逾六成交易屬御墅家築樂，成交

總價為780~970萬元間，整體呈價平；大里區主力購買總價為

1,460~1,810萬元間，僅頂標續穩，其餘區位則有轉弱表現。 2

本期月報焦點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9月買賣登記量月增17.7%，年增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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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867棟，已連續3個月達4

仟棟門檻，相較於上月增加17.7%，比去年同月增加

54.6%。本月前三大交易熱區依序為北屯區(717棟)、西

屯區(668棟)及南屯區(559棟)。

累計109年1月~9月買賣登記棟數為33,182棟，比去年

同期大幅領先2,115棟，年增6.8%，市場量能激增。(詳

本月報第7頁內容)

8月建、使照雙跌，並於今年首次出現使照量大於建照量之情形，大批新屋

湧入房市，僅憑7、8月即累積超過5,300戶；而8月使照爆量主要係因於北

屯區有總太2020(937戶)、國泰Plus+(161戶)、惠宇樂觀(207戶)及南屯區有

麗寶微笑城市(454戶)等個案完工挹注所致，超過5成比例新屋集中在北屯區。

而累計109年1~8月建照量合計為21,399(戶)，較去年同期大增6,812(戶)，

年增46.7%；使照量為11,320(戶)，比去年同期領先2,135戶，年增23.2%。

(詳本月報第8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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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屯區、大里區與烏日區。

西屯區逾六成交易屬My勝美，另有聚合發艾麗整批交屋，成交價

分別為27~33.3萬/坪、23.7~31.5萬/坪，因高單價指標性個案銳

減，中高價位區皆進行大幅度下修，其餘區位則持穩；大里區以

茂美洋交易佔大宗，成交價為13.9~19.7萬/坪，該區超過八成比

例之成交單價為低於20萬/坪，故全區價格下滑，跌幅約3.3~5.1

萬/坪；烏日區適逢櫻花綴綻及和築青風整批交易，成交價分別為

19.6~25.2萬/坪、16.4~20.8萬/坪，均標~頂標漲幅約2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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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景氣對策信
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6
分，較上月增加5分，
燈號轉呈綠燈。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
持續上升，且增幅逐
月擴大，反映國內經
濟漸趨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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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第3季理監事會議 楊金龍宣布利率不變
今(17)日下午中央銀行召開第3季理監事會議，在會議結束後央行總裁楊金龍宣布不降息，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
1.125%、1.5%、3.375%。央行提到，政府啟動振興方案，國人消費信心回溫，零售業營業額恢復成⾧，半導體與資通訊業者擴大資本支出，民間投資穩定
成⾧，預期下半年經濟成⾧動能回升，預測今年經濟成⾧率上修至1.6%，預測明年經濟成⾧率升為3.28%。(經濟日報/2020年9月17日)

8月房貸、土建融餘額 雙創新高
央行昨公布8月全體銀行購置住宅貸款(房貸)及建築貸款(土建融)餘額分別為7.73兆元及2.29兆元，雙雙續創歷史新高；其中，土建融餘額年增15.45％、增幅
為近9年高點，而房貸餘額年增7.18％、增幅創近121個月新高。土建融餘額於去年9月衝破2兆元大關後，已連續18個月創新高，今年8月攀升至2.29兆元，
連續14個月雙位數成⾧，顯示疫情過後，建商信心快速恢復，且美中對抗下，台商持續回台投資帶動商辦需求增溫；此外，由於台灣疫情控制佳，房市回溫
態勢明顯，8月房貸餘額7.73兆，連續43個月創新高。(自由時報/2020年9月26日)

土地追價、房價走揚 商仲示警：泡沫不斷擴張
全國土地交易市場持續爆量，商用不動產則創單季交易額新高，兩大指標市場只能用「暢旺」形容，根據高力國際統計，今年前3季商用不動產交易總額達
984億元，而第3季更創近13年以來單季新高紀錄，此外，土地累計2,273億元，推估今年可望創土地交易總額新高的㇐年，但高力國際董事總經理劉學龍也
首度示警，認為土地追價的後果帶動房價、營建成本上揚，房市泡沫不斷擴張。(自由時報/202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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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潮襲捲房市 9月六都買賣移轉創房地合㇐新高
疫後資金狂潮襲捲房市，9月房市交易再爆表，六都公布9月建物買賣移轉合計約2.43萬棟，年增近36％、月增12％，為2016年房地合㇐稅實施57個月以來
的單月新高，同時9月也是今年以來單月年增率最高的㇐個月，全年相當有機會挑戰2014年、七年新高的32萬棟大關。六都地政局資料顯示，六都9月買賣移
轉棟數均較8月成⾧，幅度在5～26％之間，與去年同期相較，台中市年增55％最高，其餘直轄市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二至四成，其中，台北市3,133棟、新北
市6,331棟、台中市4,867棟，均創下了自房地合㇐稅實施以來的單月新高。(工商時報/2020年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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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2

03

中市2020年公告地價降2成 估9成市民受惠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每2年應重新規定地價㇐次，經台中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考量「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
擔能力」等原則，今年公告地價平均調降20.06%，重新計算後累進起點地價為166萬2,000元，較2018年度累進起點地價210萬9,000元，減少44萬7,000元，
全市約9成民眾受惠。(大紀元/2020年9月8日)

建商蜂擁 上半年台中商用建照突破去年總量
根據內政部資料，今年上半年核發建照面積當中，商用不動產開發面積明顯成⾧，六都中以雙北成⾧幅度較高，新北市為去年同期的2.5倍，其中工業類最為
亮眼，上半年核發面積26.6萬坪，與去年同期成⾧3.5倍，而台北的商業與辦公面積同時成⾧，值得關注的是，台中商業類上半年核發面積已遠遠超越2019年
全年度核發面積。台中近期被建商炒熱加上企業陸續至台中設立據點，進而帶動百貨、飯店業者看好台中消費市場，台中建照核發商業類面積與去年同期成
⾧近5倍，未來將有「洲際娛樂商城」、「三井lalaport」、「三井台中港二期」等商場開幕，為台中增添話題性。(自由時報/2020年9月10日)

台中國土計畫審議通過 2021/4/30前實施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推動，台中市政府擬定台中市國土計畫，以打造「富市台中、宜居首都」為發展願景，經內政部日前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14次
會議」審議通過，包括全市11處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地區、氣候變遷相關調適策略、台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以及有效引導與控管產業用地供給等規劃，預計
2021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MyGoNews/2020年9月16日)

04 都市縫合！ 中市五權路地下道填平啟動
台中鐵路高架化完工後，市府建設局積極縫合都市景觀，自2019年底陸續填平北屯太原路、豐原圓環北路及東區建成路地下道，2020年9月21日再啟動南區
五權路地下道填平，預計2021年5月完工，將串聯綠空廊道、改善五權車站周遭交通，促進地方發展。未來地下道填平並拆除建國南北路橋後，可串聯三民
路及復興路，建國南北路與五權路也形成平面路口，大幅改善五權車站周遭交通路網，優化都市景觀。(MyGoNews/2020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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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 (資料來源：台中市都發局)

統計至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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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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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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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買賣登記棟數為4,867棟，已連續3個月達4仟棟門檻，相較於上月增加17.7%，比去年同月增加54.6%。本
月前三大交易熱區依序為北屯區(717棟)、西屯區(668棟)及南屯區(559棟)。

 累計109年1月~9月買賣登記棟數為33,182棟，比去年同期大幅領先2,115棟，年增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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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月正成⾧，市場量能快速回穩並有激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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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建照為2,633(戶)，月減19.9%，年增18.9%；使照為2,654(戶)，月減0.8%，年增45%。
 8月建、使照雙跌，並於今年首次出現使照量大於建照量之情形，大批新成屋湧入房市，僅憑7、8月即累積超過5,300戶；而8
月使照爆量主要係因於北屯區有總太2020(937戶)、國泰Plus+(161戶)、惠宇樂觀(207戶)及南屯區有麗寶微笑城市(454戶)等個
案完工挹注所致，超過5成比例新屋集中在北屯區。

 而累計109年1~8月建照量合計為21,399(戶)，較去年同期大增6,812(戶)，年增46.7%；使照量為11,320(戶)，比去年同期領先
2,135戶，年增23.2%。今年雖受疫情干擾，但對於房市來說反而形成㇐股助力，游資洶湧，大力推進了建商購地及推案的步伐，
惟後續須留意買盤是由自住需求抑或是避險轉投資用途所支撐，若是投資需求面較大，恐造成房價哄抬，更難以遏止房價漲勢。

發
照
戶
數

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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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物價量分析-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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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與24.4%，金額比例分別為49.6%、34.4%。

 109年7月建物交易總金額為約640.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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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數量比例

商辦,0.1%

華廈
,16.3%

大樓,53.1%

透天厝
,24.4%

公寓,5.4%套房,0.2%

店面,0.4%

其他,0.1%

成交金額比例

大樓,49.6%

透天厝
,34.4%

公寓,2.3%商辦,0.2%

套房,0.1%

其他,4.6%店面,0.5%

華廈,8.3%



臺中市大樓總價帶分析-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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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高總價產品，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16.9%。

 低總價產品，500萬元以下者，佔13.7% 。

 109年7月大樓成交量為2,809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318.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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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1000~1500
,25.3%

2000~3000,6.3%
300以下,6.8%

1500~2000,7.1%

3000以上,3.5%



臺中市新、舊大樓總價帶分析-109/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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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
元間，佔38.8%。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4.4%；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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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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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佔9.9%。

 109年7月華廈成交量為862件，成交總金額為
約53.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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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500~1000
,52.8%

1000~1500,7.7%

300~500
,21.9%

1500~2000,0.9%

300以下
,15.4%



臺中市新、舊華廈總價帶分析-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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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
佔21.3%。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48.3%；其次為總價300~500萬元間，佔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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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總價帶在500萬元以上者，佔38.5%。

 本月僅有1筆位於清水區的整棟公寓新屋交易，
總價為950萬元。

 109年7月公寓成交量為283件，成交總金額
為約14.5億元。

臺中市公寓總價帶分析-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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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300以下
,17.3%

300~500
,44.2%

1000~1500,2.1%

1500~2000,1.1%

2000~3000,0.3%

3000以上,0.7%



臺中市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實價登錄

 透天厝總價帶以 500~1,000萬元為主，佔
30.4%，其次為1,000~1,500萬元，佔28.9%。

 超過1,500萬元以上者，佔35.7%。

 500萬元以下者，佔5%。

 109年7月透天厝成交量為1,291件，成交總金
額為約220.6億元。

透天厝總價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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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500~1000
,30.4%

1000~1500
,28.9%

2000~3000,11.9%

300以下,1.2%

300~5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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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新、舊透天厝總價帶分析-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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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500萬元間為購買主力，佔35.1%；其次為總價500~1,000
萬元間，佔27.8%。

 舊屋(屋齡逾2年)交易以總價500~1,000萬元間為主，佔31.5%；其次為總價1,000~1,500萬元間，佔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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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大臺中房市交易動態資訊平台

 統計各行政區屋齡2年內大樓交易案件(超過60件以上)，大樓新成屋交易主要集中在西屯區、大里區與烏日區。
 西屯區逾六成交易屬My勝美，另有聚合發艾麗整批交屋，成交價分別為27~33.3萬/坪、23.7~31.5萬/坪，因高單價指標性個
案銳減，中高價位區皆進行大幅度下修，其餘區位則持穩；大里區以茂美洋交易佔大宗，成交價為13.9~19.7萬/坪，該區超
過八成比例之成交單價為低於20萬/坪，故全區價格下滑，跌幅約3.3~5.1萬/坪；烏日區適逢櫻花綴綻及和築青風整批交易，
成交價分別為19.6~25.2萬/坪、16.4~20.8萬/坪，均標~頂標漲幅約2萬/坪。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南區續穩；太平區高價位區反映太子欣世界交易行情而有漲幅(逾3萬/坪)，該案成交價為20.5~26.4萬/坪；
豐原區有忠孝㇐品及大明頂鼎交屋潮，成交價分別為19.6~27.3萬/坪、23~25萬/坪，影響該區價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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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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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件以上)，交易主要集中在神岡區、龍井區與大里區。
 神岡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95~1,165萬元間，全區明顯價跌(約300萬) ；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26~1,058萬元間，逾六成交易
屬御墅家築樂，成交總價為780~970萬元間，整體呈價平；大里區主力購買總價為1,460~1,810萬元間，僅頂標續穩，其餘區
位則有轉弱表現。

 其他區域價格表現：太平區過半交易屬坤悅迎新墅，成交總價為1,296~1,800萬元間，普遍有走跌情形，僅底標價揚；大雅
區適逢幸福城交屋潮，成交總價為1,118~1,468萬元間；清水區以總價低於仟萬之交易佔大宗，故前標~頂標價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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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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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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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原台中市區(超過百件以上)以西屯區、南屯區及西區之均價較高，交易量則多集中在西屯區、南屯區及南區。
 西屯區頂標跌幅超過2萬/坪，後標~均標受聚合發艾麗進場交易而有價揚表現；南屯區僅後標~均標價格持平，其餘區位則轉
跌；南區續穩。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東區中古屋行情轉弱；西區中高價位區下滑；北區無明顯變化，僅前標漲幅超過1萬/坪；北屯區因高單
價指標性個案交易量減，均標~頂標價格向下修正，幅度約2~4.3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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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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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區分所有建物建坪單價(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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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衛星區(超過50件以上)以豐原區、太平區及烏日區均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在大里區、太平區及烏日區。
 大里區本月以1字頭房價交易佔大宗，故該區價格進行下修，跌幅約1.2~2.3萬/坪；太平區均標以上價揚，其中頂標係反映
太子欣世界交易行情而大幅成⾧3.3萬/坪；烏日區前標~頂標主要受櫻花綴綻交屋潮影響而價揚。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潭子區高價位區價漲超過2萬/坪；大雅區因單㇐個案交易量銳減，故價格進行下調，全區跌幅為
2.2~5.5萬/坪不等；豐原區因有大樓新案(忠孝㇐品、大明頂鼎)進場交易，且中古屋表現不俗，整體有價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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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鬚圖分析－透天厝總價(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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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透天厝交易(超過75件以上)以南屯區、西屯區、北屯區之平均總價較高，交易量則集中在太平區、大里區及龍井區。
 太平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05~1,500萬元間，頂標回跌至兩仟萬元以內，其餘區位則續穩；大里區主力購買總價為960~1,750
萬元間，頂標漲幅超過250萬；龍井區主力購買總價為800~1,085萬元間，僅頂標有顯著跌幅。

 其他各區價格表現：西屯區均標~前標價跌，反觀底標及頂標則明顯價揚；南屯區中低價位區主要反映屋齡超過20年之中
古屋行情，跌幅約250~400萬；北屯區以總價低於三仟萬元之交易為主，故頂標價格進行下修；大雅區價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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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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