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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季報內所載之相關資訊以2021年8月前蒐集調查或公布為準，統計資料部分依

各資料類型其更新時間不同而異。內容凡涉及各項預測分析部分，皆建立在各

項合理假設之下，並以客觀的角度進行分析，所有該等陳述及預測，均應被視

為有關可能性之推論，而非完全確定之結果。由於不動產市場受整體經濟環境

變化之影響，任何一項因素之變動，均可能對預測結果產生影響，此本季報不

確保未來預測之正確性，預測結果僅供使用者參考。季報內容係針對特定不動

產市場及特定區域進行分析，於本分析範圍之外的市場與地區概不適用。 

 

季報內容之引用請務必標註相關資料來源及資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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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體經濟 

一、經濟分析 

由於全球終端需求強勁，加上國內產能及投資強力擴增，商品出口及投

資皆優於預期，儘管民間消費受本土疫情影響，抵銷部分增幅，2021Q2

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7.47%，仍處於相對高點。景氣指標方面也反映出整

體經濟的強勁動能，Q2景氣綜合判斷分數為40分，是自2月以來連續亮

出的第五顆紅燈。 

圖 1 台灣近年經濟成長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2 台灣近年景氣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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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訂單部分，6月訂單達537.3億美元，創歷年同月新高，年增31.1%，

寫下連16個月正成長。 

資金方面，全球市場資金呈寬鬆狀態且在低利率水準，加上國內持續實

行疫情紓困方案，上半年M1B及M2年增率分別為17.71%及8.85%，資金

仍相當充沛。 

圖 3 台灣近年物價指數年增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4 台灣近年貨幣市場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5 台灣近年外銷訂單金額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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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股市部分，4月受到國際缺貨補庫存需求的拉動，表現氣勢如虹，持

續向上攀升，衝破並站穩萬七大關，再寫歷史新頁。 

5、6月受到本土疫情爆發的衝擊，市場因恐慌而大跌，但在全球景氣持

續復甦，以及貨幣政策寬鬆的情況下，國際股市走偏多的格局，儘管國

內疫情仍嚴峻，股市對疫情的反應已開始鈍化，呈現反彈走勢，最終季

線上漲1324.33點，以17755.46點作收。 

 

圖 6 台灣近年台股加權指數走勢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5月受到本土疫情爆發影響，全台進入三級警戒，5月下旬到6月上旬間買

氣最為谷底，然經濟基本面仍佳，房市供需不至於受到太大衝擊。Q2全

台移轉量為9.43萬棟，較上季增加16.8%，比去年同期增加32.8%，六都

均有增長，反映當前市場自住購屋需求相當明確，未受疫情影響而過度

悲觀。 

價格方面，持續受到低利環境與資金充沛影響，Q2全台房價仍有支撐，

都會區除了新北、台中較上季微幅修正外，其餘仍呈現上漲，其中新竹

縣市受科技產業帶動，出現季漲13.39%，年漲23.39%的驚人漲幅。Q2建

照量普遍萎縮，較Q1減少約19%，主要都會區僅台南呈現正成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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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地產業擴廠效應，大量工作人口剛性需求仍在，建商推案信心不

減。 

整體而言房市景氣仍在復甦的循環軌道上，短期內雖有本土疫情爆發影

響房市，但在資金充沛與低利率環境持續支撐下，待疫情趨穩後，自住

購屋需求強勁的力道持續推升，房市走勢仍將維持正面樂觀。 

表1 買賣移轉棟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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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政策及法規修正 

⚫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 

財政部令中華民國110年3月3日台財產管字第11000036940號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修正條文 

第五條本辦法所稱租金率，指依下列基準計算年租金之比率： 

一、建築基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二、建築改良物：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三、養地及其他農業用地：地方政府公告當期正產物收穫總量折算代金。 

造林地租金計收基準，比照林木、竹林砍伐時中央林業主管機關出租國有林

事業區造林地之林產物分收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租用非公用不動產者，

應檢附下列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但出租機關得審認實際使用時間者，

免予檢附： 

一、租用建築基地：戶籍證明、房屋稅繳納證明、水電費收據、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建物登記謄本、門牌證明書、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

十一日前攝製之圖資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二、租用建築改良物或建築改良物連同基地：戶籍證明或其他政府機關、公

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租用其他土地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 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農業或水產養殖供電證明、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攝製之圖資、當地農漁會、鄉鎮市（區）公所或其他

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任職當地村（里）長或於同日前已具

有行為能力，且同日前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土地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文

件。 

(三)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具有行為能力，且同日前已實際使

用毗鄰國有土地迄今，經出租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租之現承租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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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證明文件，應經出租機關公告三十日，無人異

議或異議不能成立，據以採認。 

第二十八條逕予出租不動產之租金，依法令規定之租金基準計收；法令有優

惠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事由致收益減少或不堪使用者，

得減免租金；其減免計收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法令規定逕予出租之租金率、土地申報地價、當期公告

之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或折收代金基準有變動時，其租金應配合調整。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簽訂造林地租約，於修正施

行後租期屆滿前砍伐林木、竹林者，其造林地租金得由承租人選擇依租約約

定或砍伐時中央林業主管機關出租國有林事業區造林地之林產物分收規定計

收。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總說明及

對照表（請參見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038/ch

04/type1/gov30/num7/images/AA.pdf） 

 

⚫ 修正「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名稱並修正為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附修正「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台內地字第1100262310號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五項、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項及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不動產成交案件，指不動產買賣案件、不動產租賃案件及

預售屋買賣案件。 

本辦法所稱銷售預售屋者，指預售屋買賣案件中，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預售屋為自建自售者，其預售屋買賣契約出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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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售屋採合建、都市更新或都市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等方式，由建

築業與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建物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人共同合作開發者，其

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 

第三條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權利人及義務人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共同申報；其有數人

者，亦同。 

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者，

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由數經紀業居間或代理者，應由承租人委託之經紀業

申報登錄。 

預售屋買賣案件應由銷售預售屋者申報登錄。但委託經紀業代銷成交者，受

託之經紀業應依其規定申報登錄。 

第四條不動產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登記收件年字號、建物門牌、不動產標示、交易筆棟數等資

訊。 

二、價格資訊：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位總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資訊項目。 

三、標的資訊：交易日期、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

建物現況格局、有無管理組織、有無電梯、車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

樓層等資訊。 

第五條不動產租賃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建物門牌、不動產標示、承租人、租賃筆棟數等資訊。 

二、租金資訊：房地租金總額、車位個數、車位租金總額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 

三、標的資訊：租賃日期、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租賃期

間、總樓層數、租賃層次、建築完成年月、主要建材、主要用途、建物現況

格局、有無附屬設備、有無管理組織、車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

等資訊。 

第六條預售屋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不動產標示、編號、筆棟數、建案名稱、買受人、起造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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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建造執照核發日期及字號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總價、車位個數、

車位交易總價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 

三、標的資訊：交易日期、土地交易面積、建物交易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

總樓層數、交易層次、主要建材、主要用途、建物格局、車位類別、車位面

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 

前項第二款交易總價如係土地與建物分別計價者，應分別登錄；合併計價者，

應登錄不動產交易總價。 

第七條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以書面記明下列資訊，向預售屋坐落基地

所在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一、預售屋資訊：建案名稱、預售屋坐落基地、銷售地點、銷售期間、銷售

戶（棟）數等資訊。 

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前項報請備查，得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為之。 

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案件之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已由建築業報請備

查者，其他出賣人得免再辦理備查。但其他出賣人使用之買賣定型化契約與

建築業不同者，應辦理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第一項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內容於備查後有變更時，申報人應於變

更之日起十五日內報請變更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報請備查後，因報送預售屋資訊誤漏，或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應通知申報人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應停止新增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

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據、簽訂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 

銷售預售屋者未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即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

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據、簽訂

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第二款規定，

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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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八十一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罰；其已簽約者，按每份契約所載戶（棟）數處

罰。 

第八條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

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

向代銷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經紀業違反前項規定，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報請備查；屆期

未報請備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報請

備查，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九條權利人及義務人應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於不動產買

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登錄。 

權利人及義務人未申報登錄，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書後七日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錄，且不動產買賣

案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

於十五日內申報登錄，其含建物者按戶（棟）數處罰，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第十條經紀業經營仲介業務者，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

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 

前項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十五日內申報登錄；

屆期未申報登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

申報登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第十一條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

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但委託經紀業代銷成交者，受託之經紀業應

依其規定申報登錄。 

前項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錄，應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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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二款、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十五日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錄，至完成

申報登錄為止。 

第十二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申報登錄資訊，得向交易當事人、

地政士或經紀業要求查詢、取閱、影印有關文件或提出說明。經查核後對於

價格資訊疑有不實之案件，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向相關機關或金融機構查詢、

取閱價格資訊有關文件。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金融機構、交易當事人、地政士或經紀業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查核者，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第一款或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

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

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三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

得向銷售預售屋者及受託代銷之經紀業要求查詢、取閱、影印有關文件或提

出說明。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銷售預售屋者或受託代銷之經紀業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

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第一款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

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

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四條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不動產買賣案件價格資訊不實，應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

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

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不動產買賣案件價格以外資訊不實，應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

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

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五條經紀業申報登錄不動產租賃案件租金或面積資訊不實，應依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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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經紀業申報登錄不動產租賃案件租金或面積以外資訊不實，應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

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

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六條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申報登錄預售屋買賣案件價格或交易面積資

訊不實，應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第二款、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

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

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銷售預售屋者或經紀業申報登錄預售屋買賣案件價格或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

實，應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四項第二款、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

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

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七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

錄、預售屋資訊、買賣定型化契約、委託代銷契約之備查及查核、裁處等作

業，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第十八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不動產買賣案件實際資

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交易之資訊並整理後，提

供查詢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土地地號、建物門牌、交易筆棟數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位交易總價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交易年月、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

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建築完成年月、總樓層數、移轉層次、建物現況格局、

有無管理組織、有無電梯、車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 

第十九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不動產租賃案件實際資

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租金及特殊交易之資訊並整理後，提

供查詢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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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標的：土地地號、建物門牌、租賃筆棟數等資訊。 

二、租金資訊：不動產租金總額、車位個數、車位租金總額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租賃年月、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主要用

途、主要建材、建築完成年月、總樓層數、租賃層次、建物現況格局、車位

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有無管理組織、有無附屬設備等資訊。 

第二十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預售屋買賣案件實際資

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交易之資訊並整理後，提

供查詢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土地地號、建物坐落、交易標的編號、筆棟數、建案名稱等

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車位個數、車位交易總價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交易年月、土地交易面積、建物交易面積、使用分區或編定、

主要用途、主要建材、總樓層數、交易層次、建物格局、車位類別、車位面

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 

第二十一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備查之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

契約，經整理後提供查詢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預售屋資訊：銷售者名稱、建案名稱、預售屋坐落基地、戶（棟）數等

資訊。 

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第二十二條前四條經整理之資訊，提供查詢或利用之方式如下： 

一、網路查詢。 

二、以重製或複製方式提供。 

前項第一款網路查詢，免收查詢費用。 

第二十三條申請重製或複製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及預售屋銷售備查資訊，依內政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取費

用。但經授權於網路下載之資訊，免收費用。 

第二十四條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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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請參見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080/ch

02/type1/gov10/num1/images/AA.pdf） 

 

⚫ 茲修正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統令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華總一義字第11000041421號 

第三十二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

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

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

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

更時，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

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

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並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

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

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

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

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

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

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

要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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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請參見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083/ch0

9/type10/gov80/num37/Eg.pdf） 

 

⚫ 修正「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三條。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台內營字第1100807546號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成年國民。 

二、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之直轄市、縣（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當地且

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 

三、家庭成員於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告範圍內之直轄市、縣（市）無自有

住宅。 

四、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百分之五十

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

超過最低生活費三點五倍。 

五、家庭成員未享有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或租金補貼，且非社會住宅或政

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戶。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資產且

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年齡之計算，以申請日為計算基準。 

第一項所稱家庭成員，指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親

屬。但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成年或已成年仍在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包含該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第一項第三款無自有住宅，指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視為無自有住宅： 

一、家庭成員個別持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且戶籍未設於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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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之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成年或已成年仍在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申請人及其戶籍內兄弟姊妹個別持

有面積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其個別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面

積合計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一項第四款家庭年所得與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準用住宅補貼對象

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第五條附表一規定。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三條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見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089/ch

02/type1/gov10/num2/images/AA.pdf） 

 

⚫ 茲修正都市計畫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

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

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五

條、第五十七條至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六

條條文，公布之。 

都市計畫法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

條之一、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七條至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七十

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六條條

文。 

總統令中華民國110年5月26日華總一義字第11000047771號 

第四條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六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

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 

第十條下列各地方應擬定市（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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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直轄市。 

二、省會、市。 

三、縣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 

四、鎮。 

五、其他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鎮）計畫之地區。 

第十一條下列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畫： 

一、鄉公所所在地。 

二、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

區。 

三、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地

區。 

四、其他經縣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鄉街計畫之地區。 

第十三條都市計畫由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下列之規定擬定

之： 

一、市計畫由直轄市、市政府擬定，鎮、縣轄市計畫及鄉街計畫分別由鎮、

縣轄市、鄉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縣政府擬定之。 

二、特定區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之。 

三、相鄰接之行政地區，得由有關行政單位之同意，會同擬定聯合都市計

畫。但其範圍未逾越省境或縣境者，得由縣政府擬定之。 

第十四條特定區計畫，必要時，得由內政部訂定之。 

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指定應擬定之市（鎮）計畫或鄉街計畫，必要時，

得由縣（市）政府擬定之。 

第十八條主要計畫擬定後，應先送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其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由內政部或縣（市）政府訂定或擬

定之計畫，應先分別徵求有關縣（市）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之意見，

以供參考。 

第十九條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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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任何

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

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

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前項之審議，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於六十天內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

議期限得予延長，延長以六十天為限。 

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

及舉行說明會。 

第二十條主要計畫應依下列規定分別層報核定之： 

一、首都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 

二、直轄市、省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三、縣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四、鎮及鄉街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五、特定區計畫由縣（市）政府擬定者，由內政部核定；直轄市政府擬定

者，由內政部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內政部訂定者，報行政院備案。 

主要計畫在區域計畫地區範圍內者，內政部在訂定或核定前，應先徵詢各該

區域計畫機構之意見。 

第一項所定應報請備案之主要計畫，非經准予備案，不得發布實施。但備案

機關於文到後三十日內不為准否之指示者，視為准予備案。 

第二十一條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接到

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

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周知。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畫，層交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項之規定發

布實施。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未依第一項規定之期限發布者，內政部得代為發

布之。 

第二十四條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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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政府

請求處理；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再提

異議。 

第二十七條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

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第二十七條之一土地權利關係人依第二十四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或擬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

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

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 

前項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之項目、比例、計算方式、作業方法、辦理

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由內政部於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中定之。 

第二十九條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訂定、擬定或變

更都市計畫，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量。但設有圍障之

土地，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為前項之勘查或測量，如必須遷移或除去該土地上之障礙物時，應事先通知

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因而遭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

償；補償金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不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

內政部予以核定。 

第三十條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公用事業及其他公共設施，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得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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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准收取一定費用；其獎勵辦法由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定之；收費基準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

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四十一條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

定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

因變更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金額由雙方協議之；

協議不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內政部予以核定。 

第五十二條都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不得

妨礙當地都市計畫。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都市計畫予以處理，其為公共設

施用地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於興修公共

設施時，依法辦理撥用；該項用地如有改良物時，應參照原有房屋重建價格

補償之。 

第五十三條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其所需用之公共設施

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理機關租用；屬於私有而無法協議收

購者，應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收買之。 

第五十四條依前條租用之公有土地，不得轉租。如該私人或團體無力經營或

違背原核准之使用計畫，或不遵守有關法令之規定者，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通知其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即予終止租用，另行出租他人經營，必要時並

得接管經營。但對其已有設施，應照資產重估價額予以補償之。 

第五十五條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收買之土地，如有移轉或違背原核准

之使用計畫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按原價額優先收買之權。私人或團

體未經呈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而擅自移轉者，其移轉行為不得對抗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優先收買權。 

第五十七條主要計畫經公布實施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依第十七條規定，就優先發展地區，擬具事業計畫，實施新市

區之建設。 

前項事業計畫，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劃定範圍之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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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之取得及處理方法。 

三、土地之整理及細分。 

四、公共設施之興修。 

五、財務計畫。 

六、實施進度。 

七、其他必要事項。 

第五十八條縣（市）政府為實施新市區之建設，對於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地

上物得實施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 

依前項規定辦理土地重劃時，該管地政機關應擬具土地重劃計畫書，呈經上

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該管地政機關應參酌反對理

由，修訂土地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依核定結果辦理，免再公告。 

土地重劃之範圍選定後，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公告禁止該地區之土地移

轉、分割、設定負擔、新建、增建、改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但禁止期

間，不得超過一年六個月。 

土地重劃地區之最低面積標準、計畫書格式及應訂事項，由內政部訂定之。 

第五十九條新市區建設範圍內，於辦理區段徵收時各級政府所管之公有土

地，應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照新市區建設計畫，予以併同處

理。 

第六十條公有土地已有指定用途，且不牴觸新市區之建設計畫者，得事先以

書面通知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整其位置或地界後，免予出售。但仍

應負擔其整理費用。 

第六十一條私人或團體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得舉辦新市

區之建設事業。但其申請建設範圍之土地面積至少應在十公頃以上，並應附

具下列計畫書件： 

一、土地面積及其權利證明文件。 

二、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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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計畫。 

四、建築物配置圖。 

五、工程進度及竣工期限。 

六、財務計畫。 

七、建設完成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處理計畫。 

前項私人或團體舉辦之新市區建設範圍內之道路、兒童遊樂場、公園以及其

他必要之公共設施等，應由舉辦事業人自行負擔經費。 

第六十二條私人或團體舉辦新市區建設事業，其計畫書件函經核准後，得請

求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配合興修前條計畫範圍外

之關連性公共設施及技術協助。 

第六十三條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對於窳陋或髒亂地

區認為有必要時，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更新計畫實施之。 

第六十四條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 

一、重建：係為全地區之徵收、拆除原有建築、重新建築、住戶安置，並得

變更其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二、整建：強制區內建築物為改建、修建、維護或設備之充實，必要時，對

部分指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徵收、拆除及重建，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三、維護：加強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

好狀況。 

前項更新地區之劃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各該地方情況，及按各類

使用地區訂定標準，送內政部核定。 

第六十七條更新計畫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辦

理。 

第七十一條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維護地區內土地

使用及建築物之加強管理，得視實際需要，於當地分區使用規定之外，另行

補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第七十三條國民住宅興建計畫與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實施之舊市區更新計畫力求配合；國民住宅年度興建計畫中，對於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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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住宅之興建，應規定適當之比率，並優先租售與舊市區更新地區範圍內應

予徙置之居民。 

第七十八條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實施都市計畫或土地徵收，得發

行公債。 

前項公債之發行，另以法律定之。 

第七十九條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

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

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區，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八十二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內政部核定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如有申請復議之必要時，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一個月內提出，並以一次

為限；經內政部復議仍維持原核定計畫時，應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即予發布

實施。 

第八十六條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其實施狀況，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於每年終了一個月內編列報告，分別層報內政部

或縣（市）政府備查。 

附表（請參見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7099/ch0

9/type10/gov80/num44/E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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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分析 

一、住宅市場交易指標 

圖 7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市場交易指標變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二、住宅市場交易面積 

 

圖 8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市場成交面積變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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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宅成屋市場交易結構  

圖 9 台灣都會區近1年交易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四、住宅成屋市場總價分布 

 

圖 10 台灣都會區近1年住宅產品總價變化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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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宅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圖 11 台灣都會區近1年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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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義房屋指數 

圖 12 信義房價指標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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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市場 

本季投資市場交易額為新台幣276.3億元，交易額較上季減少40.4%，和去

年同期相比則成長96.6%。本季買盤全為國內資金，以自用型買家為主，

占比達75.5%。交易金額前三大皆為廠辦大樓，最高者為聯發科以32.6億

元購入位於內湖科技園區文德段的遠傳內湖大樓，預計作為研發據點，次

高者為威剛以26.2億元買下內湖潭美街的長虹雲端科技大樓，再其次為日

月光以22.5億元取得位於楠梓科技產業園區的K25廠辦大樓，三筆交易合

計占本季交易額29.4%，顯示科技業產能充沛，對於工業地產需求持續穩

健。合計廠辦大樓與廠房占本季交易額76.0%達209.9億元，其中80.4億元

皆投放於內湖。 

土地市場交易金額為668.8億元，較前季增加35.5%，以商業區土地為主，

占比約53%。主要成交個案為興富發建設以85億元買下新莊副都心商業區

土地，李姓自然人以72.0億元標下水湳經貿園區第二種文化商業區土地，

達麗建設與大華建設分別以44.2億元與39億元標下烏日高鐵特區的商業區

土地。台中土地標售大放異彩，建商積極卡位台中未來新興發展區。 

在面臨疫情警戒升級下，開發商對於土地投資評估熱度仍舊不減。深受疫

情海嘯首當其衝的旅館，正面臨嚴峻考驗，然產權完整符合都更或危老條

件的旅館，買家莫不積極評估，主要著眼於土地重建開發的效益。受惠於

宅經濟爆發，整體相關供應鏈產業百花齊放，尤其是倉儲物流及資料中心

需求熱度仍舊延續。 

表2 大宗成交統計 

物業 地點 買方 賣方 資產類別 
售價 

(新台幣億元) 

遠傳內湖大樓 台北市 內湖區 聯發科 新世紀資通 廠辦 32.60 

長虹雲端 

科技大樓 
台北市 內湖區 威剛 長虹建設 廠辦 26.23 

K25廠辦大樓

(楠梓科技產業

園區第二園區) 

高雄市 楠梓區 日月光 宏璟建設 廠辦 22.50 

聯合科技中心 新北市 汐止區 惟義 皇鼎建設 廠辦 16.38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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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公市場 

延續第一季度的市場氛圍，本季台北市A級辦公大樓整體空置率為3.4%，

較上季下降0.4個百分點，再探10年新低。其中，拜台灣人壽中山大樓大面

積去化約1,890坪之賜，西區空置率再次下探4.7個百分點為最多，來到

5.7%，其餘各區空置率僅微幅變動。五月中旬疫情警戒升級，企業以異地

辦公、分流上班或居家工作因應，目前尚未有退租效應。 

由於需求持平，本季台北市A級辦公大樓整體租金水準與上季相同，全市

平均租金為每月每坪2,610元。以信義區每月每坪3,210元為最高，敦南區

每月每坪2,420元次之。此波疫情來勢洶洶，企業搬遷企劃步調趨緩，租賃

活動以續租居多，租金趨於平穩。 

全球仍備受新冠疫情威脅，台灣亦於本季升級防疫警戒。值疫情大環境不

穩定之際，辦公大樓需求尚未見明顯衝擊，惟跨國企業多機動調整全球營

運布局，續採觀望態度，搬遷計畫評估普遍延長，預估租金漲幅力道將見

趨緩。 

表3 台北市各區辦公大樓平均租金 

區域 存量(坪) 空置率 未來供應(坪) 新台幣/坪/月 

西區 46,800 5.7% 0 2,200 

南京松江區 36,600 2.7% 4,600 2,030 

敦北民生區 223,700 5.8% 8,700 2,360 

敦南區 95,100 0.6% 0 2,420 

信義區 343,800 2.3% 0 3,210 

台北市 746,000 3.4% 13,300 2,61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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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零售市場 

台灣於五月中旬進入第三級疫情警戒，受限疫情管制措施，外出購物驟

減，嚴重衝擊零售業營收表現。2021年5月與去年同月相比，綜合商品零

售業營業額年增0.4%受疫情影響，百貨公司營業額年減28.3%；超級市場

因民生物資需求提高，營業額年增35.7%，便利商店及量販店因部分門市

暫時歇業及美食街來客數下滑，抵銷民生用品營收，營業額分別年增4.3%

及3.6%。 

面對疫情緊繃，商圈人流大幅減少，重創實體店面，業者不堪負荷租金而

暫時歇業或退租，部分房東因而願意於短期調降租金，協助零售業度過難

關。西門商圈為疫情重災區，商圈店面湧現退租潮，租金持續下探。 

疫情三級警戒前，忠孝商圈黃金地段由過往的連鎖服務品牌替換為診所及

連鎖便利商店，「大學眼科」宣布租下「全美大廈」2層約共245坪，月租

金為168萬元；連鎖便利商店「7-SEVEN」及「FamilyMart」也先後從巷

弄挺進忠孝東路四段黃金地段。中山南京商圈因店面供給少，空租店面去

化快速，電商女鞋品牌「D+AF」租下整棟約110坪的透天店面，月租金約

85萬。 

在此波疫情重創零售業之下，商圈店面租賃將呈現停滯狀態。百貨公司及

購物中心藉由縮短營業時間，並延續去年疫情當下積極佈署數位轉型，開

創新版圖，試圖搶進各據勢力的現有電商平台，將使零售電商銷售競爭更

形激烈。 

表4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 

商圈 空置率 租金範圍(新台幣/坪/月) 

忠孝商圈 N/A 8,000~14,500 

中山南京商圈 N/A 6,500~11,500 

西門商圈 N/A 14,500~17,5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註：只考慮主要商圈沿街店面，除非特別註明，所有資料都是按照毛面積計算，租金

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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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業市場 

拜資訊軟體服務業進駐「宏匯瑞光廣場」之賜，本季西湖段空置率下降0.3

個百分點來到7.0%。文德段空置率亦下降0.2個百分點至6.6%，主要去化

有傳播資通服務業及批發零售業承租「波昂科技中心」約240坪。舊宗段

則有批發零售業承租「金典21科技大樓」，惟租戶遷入遷出互見下，空置

率維持在14.6%。網路科技業為內湖科技園區主力產業之一，線上經濟因

疫情而受惠，其租賃需求仍見持穩。 

文德段租金微幅成長1%至每月每坪1,010元，西湖段及舊宗段租金則持

平，分別維持在每月每坪1,480元及940元。買賣市場方面，西湖段主要交

易個案為江厚股份有限公司及三位自然人以3.85億元購入西湖段「α科技

中心」10樓約620坪。文德段則為全棟廠辦交易，包括聯發科以32.6億元購

入「遠傳內湖大樓」作為研發據點，亞尼克菓子工房斥資4億元購入「牛

津大樓」。各段售價行情呈持穩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6-68萬元，文德段

每坪約42-48萬元，舊宗段每坪則約40-45萬元。 

五月中旬疫情急速升溫，防疫警戒升級，內湖科技園區產業以科技及傳播

資通服務業為主，受惠線上經濟需求，對於辦公空間需求仍維持穩定，尚

未見明顯衝擊。預計舊宗段下半年將有18,600坪新供給進入市場，預租租

戶將於下半年陸續進駐，然租金將呈現持平局面。 

表5 台北市主要廠辦租金 

段別 空置率 
未來新供給 

(坪) 

廠辦租金 

(新台幣/坪/月) 

西湖段 7.0% - 1,480 

文德段 6.6% - 1,010 

舊宗段 14.6% 23,900 94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