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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季報內所載之相關資訊以2018年8月前蒐集調查或公佈為準，統計資料部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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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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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出口及民間消費表現合乎預期，Q2經濟成長率為3.29%，創3年同期新高，

也是連續4季破3%；但因受到美中貿易爭端持續擴大的干擾，經濟前景轉向收斂，

6月景氣燈號分數大減7分，來到22分，燈號由綠燈轉為黃藍燈，不僅中止連4綠

走勢，顯示當前景氣復甦力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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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外銷訂單表現方面，因受到消費電子新舊產品交接觀望期所影響，6月外銷

訂單意外衰退，訂單金額為403.1億美元，月減1.9%，亦較去年同期略減0.1%，

中止21個月的正成長。累計上半年外銷訂單為2,384.4億美元，年增6.6%，續創

歷年同期新高。而6月 M1B 年增率小幅下降為5.9%，M2年增率則上升為4.1%，

創1年半以來新高，連續5個月呈黃金交叉格局，代表市場資金動能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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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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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萬點行情雖持續，但國際資金受 A 股入摩的影響，率先調節台股，4 月台股

指數回檔，下探 10,478.98 點，而 5 月呈現「外資丟、內資撿」情形，指數向上

爬升，月線收 10,874.96 點。然而，隨著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台股自 6 月 7 日攻

上 11,261 點波段高點後，開始出現停利賣盤，大盤反轉向下，季線收在

10,836.91 點，下跌約 1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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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地產市場方面，交易量能持續緩步回溫，2018 年第二季全台買賣移轉棟數

季增 6.1 個百分點，來到 70,070 棟，六都均較前一季增加，以新北及桃園增幅

較顯著，分別為 19.4%及 16%；對比去年同期，台北、新北及台南均呈現擴增，

年增率分別為 12.3%、10.4%及 12.3%，至於桃園、台中及高雄均較去年同期縮

減，分別年減 3.3%、7%及 8.6%。全台上半年移轉棟數為 13.6 萬棟，年增

5.5%。價格方面，在經歷 3 年的修正走勢後，北北桃房價已脫離急跌期，台中及

高雄先前雖漲多回檔，但因政策干擾減弱，近期價格均呈區間整理現象，市場買

盤仍以自住需求為主，在支付能力未見改善的情況下，長線的盤整格局仍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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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內政部指出，租賃條例經總統於106年12月27日公布，應於6個月後施行，這

次通過施行細則是第1個發布的子法，近期將陸續發布相關子法及配套措施，

以利租賃專業服務制度順利運行。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明確規範房東、房客提前終止

租約要件、租稅優惠認定方式、租賃住宅服務業設立程序及業務規範等。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共32條，重點包括為避免出租人

或承租人濫用租賃條例得提前終止租約之規定，明定出租人因重新建築而提

前終止租約，應提出「拆除執照」或依建築法規定「免請領拆除執照證明」

據以認定達法定終止租約要件；另承租人因有長期療養需要而提前終止租約，

則應提出立案醫療機構開立「療養6個月以上診斷證明」作為認定依據。另

外，為鼓勵房東釋出閒置住宅提供租賃使用，條例定有房東委託專業經營管

理1年以上享有租稅優惠之規定，而施行細則特別補充，所謂的1年是指包括

租賃契約及委託服務業契約均應達1年以上；而每屋享租金所得稅優惠的認

定基準，則以戶政機關編釘的每一個別門牌認定，無門牌則以房屋稅籍登載

範圍認定。

租賃住宅服務業屬許可行業，為落實業者及從業人員的管理與輔導，施行細

則也詳細規範租賃住宅服務業申請許可登記及變更之程序、辦理廣告、執行

業務受監督輔導等規定；並明定獲准居留外籍配偶、外國留學生、依親或永

久居留者、受延攬之專業人才之成年子女等外國人，得充任租賃住宅管理人

員的資格。

為鼓勵不動產相關產業跨業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已商請經濟部新增

「H706011租賃住宅代管業」、「H706021租賃住宅包租業」營業項目及

「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團體業別，以利租賃條例於今年6月27日施行後，業

者得增列上開營業項目，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營業許可及登記，並由同一直

轄市或縣(市)5家以上租賃住宅服務業籌組同業公會。

 台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條文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臺北市政府(107)府財金字第10760158451號令修正第

十一點規定

十一、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地租，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

計算，並分為不隨申報地價調整及隨申報地價調整二部分。年息率由執行機

關於招標前簽報本府核定。

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按訂約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乘以不隨申報地價調

整之年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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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按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乘以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年息

率計算。

但訂約次年度以後之地租較前一年度增加逾百分之六者，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計算公式如下：Rn=min（Vn×r,Rn-1×（1+6%））

其中，Rn：第 n年度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

Vn：第 n年度申報地價

r：隨申報地價調整部分適用之年息率

n：年度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條文修正

財政部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台財產改字第10750000820號修正第15點規定

十五、設定地上權土地毗鄰之私有畸零地，依建築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經執

行機關價購取得者，應納入設定地上權契約範圍，並變更標的，其地租及權

利金依下列方式計收：

（一）地租：於辦竣移轉登記次月起，依設定地上權契約約定計算地租。

（二）權利金：按價購取得金額乘以設定地上權土地依第五點評定之市價成

數計收。

地上權人因辦理畸零地調處而無法取得建造執照申報開工，執行機關得改按

該土地法應繳納之地價稅計收地租，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內政部推實價登錄制度2.0 未來不動產交易將改逐戶登錄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昨（18）日宣布，將推出「實價登錄2.0」版，讓民眾獲得

更透明、即時、正確的不動產交易資訊。主要變革包括未來申報義務人由地

政士，修改為買賣雙方，未來實價登錄也會揭露到每一個門牌與地號。

實價登錄實施近6年以來，已提供203萬件成交資訊，超過9,700萬人次到內

政部實價登錄網站查詢。

為提供更詳實、即時的「實價登錄2.0」版，花敬群說，內政部將提出地政三

法（平均地權條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地政士法）修法草案，將在下

周送行政院審議。

未來修法有四大重點，包括過去規定是由地政士在買賣成交後30日內進行登

錄，未來申報義務人將由地政士改由買賣雙方，在申請買賣移轉登記時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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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實價登錄，提供更即時資訊。地政司司長王靚秀表示，在實價登錄網站

上，仍然是每個月分3批次揭露資訊，不會每天反映實價登錄的訊息。

王靚秀說，過去由地政士代為登錄買賣資訊，可能造成實際成交價格和地政

士登記不同，或處罰都落在地政士身上等問題，未來將改為由買賣雙方交易

後直接登錄。

其二，過去網站上是以30個門牌號為區段揭露，例如民眾只能查到「中正路

1～30號」，內政部比照英、美等國經驗，在保護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號碼等個資前提下，按每個門牌、每個地號來揭露實價登錄資訊，大幅提

高不動產交易的透明度。

第三，預售屋過去委託代銷業在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後30日內整批申報；新

修法後，預售屋提前到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後30日內逐案申報，未來「預

售屋4年前賣出、今年才揭露買賣資訊」狀況不再發生。另外，過去起造人

或建商自售預售屋不需登錄，這次修法自售預售屋擴大納入辦理實價登錄。

第四，未來提高不實登錄罰則，利用資訊哄抬炒作等行為要重罰，從目前3

到15萬元，提高到累次處罰3次仍不改，罰鍰15到75萬元。鑒於政府近年積

極推動公辦都更及老舊公寓重建，但在執行過程中，普遍缺乏整體都市更新

計畫，且公部門人力不足，導致前置作業相當冗長，因此立法設立專責機構

辦理相關業務。

 都市型工業區1.5倍容積獎勵，新增容積5年不得轉讓

行政院拋都市型工業區1.5倍容積獎勵，不過為避免炒地爭議，也落下5年限

制條款，凡新增容積率之建物，5年內產權不得轉讓他人。

業者根據「新增投資」或「能源管理」兩大項申請容積獎勵通過後，在完成

相關使用前，不得將新增之容積率權利義務轉讓他人，且完成使用後的5年

內，若未經過經濟部或地方主管機關點頭，同樣不得轉讓新增的容積率。

此限制條款是為了避免扭曲容積獎勵的政策美意，防止市場上產生更多閒置

土地。去年三讀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也曾納入相關規範，凡經認

定為閒置3年土地，且2年未改善，不僅處以公告現值10％罰緩，更將進一步

透過強制拍賣手段，讓土地重返產業需求市場。

行政院長賴清德為解決企業缺地問題，陸續以強制拍賣等手段，活化全台各

地高達220.5公頃閒置超過10年的土地，同時鎖定都市型工業區，藉提高容

積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但仍不忘加上限制條件的但書，管制、活化雙管齊

下助企業投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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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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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數及戶量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二) 住宅市場成交面積

圖 8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住市場成交面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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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信義房價指數

圖 12 信義房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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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上季台北市核心區都市更新效應，帶動企業遷移潮，推升本季投資市場交易額，

逼近去年同期交易額的3倍，達新台幣305.9億元(10.30億美元)，以非核心區廠辦最受

投資人青睞，占單季總交易額約83%。

本季最大交易金額為台塑集團以新台幣187億元(6.3億美元)，購置台北市內湖區台北

企業總部園區三棟大樓，面積共計30,700坪，供該集團總部因都市更新搬遷之用。該

筆交易亦為歷年單一交易金額第二大者，僅次於2015年信義區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A8

館270億元的交易金額。

台北市區商用不動產屋齡漸高，陸續步入更新期，吸引開發商於前期投入。其中薪昇

暘開發以新台幣6.7億元，取得台北市松山區首都大飯店部分建物共計約910坪；該飯

店屬都市更新範圍，區位臨近台北小巨蛋，開發後效益可期。

除都更動能之外，產業擴編及空間整併需求仍強勁，使非核心區廠辦及廠房交易熱

絡，主要集中於台北市內湖區、新北市汐止區及五股區。本季除延續以科技製造業為

主力需求之外，政策大力發展的生技業需求亦漸浮現。

指標交易案包含創見資訊以新台幣23.7億元(0.8億美元)，取得位於該公司總部同街廓

的麗寶集團內湖總部大樓全棟。中裕新藥轉租為買，以新台幣4.33億元(0.1億美元)購

置長虹NASDAQ大樓約700坪空間，供作台北總部及實驗室使用。另泰博科技以新台

幣8.20億元(0.3億美元)取得新北產業園區廠房。

本季也吸引投資型買家出手。包含友立實業以新台幣27.7億元(0.9億美元)，取得內湖

科技園區倫敦科技總部全棟；另有百達國際資產管理以新台幣7.13億元(0.2億美元)，

購入大直台北時代廣場5戶店面。

本季土地市場交易量(包含地上權交易)為473億元，連續三季度突破新台幣400億元門

檻，今年上半年累計交易額已逾新台幣900億元，預計全年土地交易量可望突破1,000

億元大關。本季土地主要供給仍為北中南遍地開花的重劃區國有土地標售，其中最具

指標性為新北市新店區央北重劃區住宅區土地標售，開發商延續自2017年第三季以來

的競標熱度，該區本季總標售金額約新台幣60億元。

表2 大宗成交統計

類別 數量(筆) 金額(新台幣 億元) 季變化(%)

辦公 1 0.93 79

零售 1 0.71 100

廠辦 7 25.49 2319

工業地產 4 3.46 -38

旅館 0 -- -100

其他 0 -- 0

總計 13 30.6 198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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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8下半年投資市場，在核心區大面積辦公大樓供給有限的情況下，預期非核心

區辦公及廠辦，如內湖、南港等，將持續吸納因核心區辦公都更潮、產業空間整合及

擴張之需求。此外，台北市政府於4月宣布預計於今年第三季推動70處「公劃都更」，

預期將為可開發基地稀有的台北市土地市場注入活水。



12

肆、辦公市場

2018年第二季台北市辦公室整體表現亮眼，除南京東四五段商圈空置微幅上升外，其

餘台北市辦公商圈空置率皆呈下降，此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受

僱人數統計，近兩年受雇人數年增率穩定增加，加上未來三年辦公室新增供給量趨

緩，展望未來辦公室市場空置率將保持低水位。

該季整體台北市A級辦公室空置下降、市場租金續揚，平均市場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

2,727元，租金季漲0.59%、年增2.02%，空置率約8.76%，該季空置率下降0.77個百

分點，與去年同期相比微增0.82個百分點。A級辦公室主要需求來自企業整併及部分老

舊大樓都更的搬遷，順勢升級辦公室。

該季民生敦北商圈A級辦公室空置率大幅下降1.83個百分點至10.03%，為近兩年低

點，根據觀察隨著空置期逐漸拉長，房東心態逐漸轉向，對於承租方的選擇較為開

放。如該季健檢診所承租宏國大樓共887坪。但由於A級辦公室東遷潮，預期民生敦北

商圈整體空置呈上升走勢。

2018年第二季B級辦公室平均市場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1,756元，單季上漲0.29%，

空置率5.06%，較上季下降0.70個百分點，B級辦公室不僅受台灣中小企業喜愛，亦受

新成立或租金成本考量為優先的外商青睞，如科技浪潮帶動下新設立的區塊鍊公司

「香港商康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租南京復興商圈的國泰民生商業大樓，以及為

了搶標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免稅店招標案而設立的「韓國商樂天零售股份有限公司」承

租西區商圈的世紀羅浮大樓，雙雙選擇租金平實的B級辦公室。

該季上市櫃購買商辦交易少，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以新台幣9.29億元買下中山區

大直台北時代廣場部分樓層，建物面積共904.18坪，單價約每坪新台幣103萬元。

圖 13 近年台北市辦公租金成交行情趨勢圖

資料來源：瑞普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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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零售市場

累計至2018年1至4月，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為4,129億元(約139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5.3%，其中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因出入境旅客增加，免稅店營業額提升，較去

年同期成長6.3%；超級市場業，受惠於集點換購促銷，較去年同期成長7.1%；便利商

店因天氣轉熱，受惠於鮮食及冰飲品銷售成長，較去年同期增加7.4%。百貨公司業因

母親節檔期及清明連假之集客效應，較去年同期成長2.6%。

本季台北市各主要商圈租金水準並無明顯變動。忠孝商圈店面空置率上升0.7個百分

點，來到4.0%，究其空置率上升原因為部份特賣會店面結束營業，目前閒置中。如將

特賣會視為空置，空置率約5.9%，。站前商圈及中山商圈空置率分別下降1.0個百分點

及0.6個百分點。

隨著近年經濟成長趨緩，逐漸發展出低成本、低消費及微型化的商業模式，其中以夾

娃娃機店飛速成長最具代表性，從一開始主要集中於以青少年為主要客群的西門及站

前商圈，到現在隨處可見。無獨有偶，百貨商場新興的迷你KTV亦為微型化商業的體

現，未來此一現象仍有持續發展之趨勢。

本季商場新供給為與捷運內湖站共構之City Link內湖店，1~2樓面積約為2,400坪，其

主要定位為營造生活品味，也是繼松山貳號店後第二間引進蔦屋書店之City Link商

場。另新開幕之秀泰生活樹林店，位於新北市樹林區，鄰近樹林火車站，規劃為地下1

樓地上13樓營業面積約16,900坪之複合式電影購物商場，主力品牌包含小書房、

UNIQLO、無印良品及大阪王將等，提供樹林、土城及新莊居民複合式之消費休閒空

間。

隨著市中心區百貨商場飽和，商場也逐漸擴點至外圍蛋白區，如預計於第三季開幕的

土城日月光廣場，及興建中的新店裕隆城等。其中，土城日月光廣場以商場結合住宅

之複合式開發，藉由商業設施充足生活機能，以拉抬房價，而住宅居民為商業設施帶

來穩定客源，彼此相輔相成。

表3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

商圈
空置率

(%)

租金範圍

(新台幣元/坪/月)
未來一年走勢

忠孝商圈 4 13,000-20,000

站前商圈 2.1 9,000-12,000

中山南京商圈 4.2 8,000-12,000

西門商圈 1.5 17,000-20,0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註 釋：只考慮主要商圈沿街店面，除非特別註明,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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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高效能運算晶片需求強勁，廠商積極投資擴廠下，帶動電子零組件及自動化相

關設備產量續增，同期二級產業GDP較去年同期成長3.4%。2018年第1季國內生產總

值為新台幣4.4兆元（約1,471.26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成長3.0%，CPI則成長

1.6%。預測2018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2.6%。

表4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Q417 Q1 18 過去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2.8% 3.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西湖段空置率下降至1.5%，來到10年歷史新低點。本季內湖科技園區無廠辦大樓新供

給。西湖段需求持穩，租戶遷出遷入互見，兩相抵銷之下，空置率僅小幅上升0.1個百

分點至1.6%，仍為三段最低。

文德段及舊宗段則有明顯去化。文德段拜BOSS世界特區B棟分別在購物平台、電腦軟

體資訊業及多媒體業者進駐，大面積去化2,500坪，及C棟光學雷射業承租約650坪

後，皆達到滿租狀況之賜，該段空置率下降2.3個百分點至8.2%。

舊宗段空置率亦有顯著下降，大面積租賃包括汽車業者承租飛天科技大樓1F約1,200坪

及媒體業承租根鼎舊宗大樓約1,400坪，空置率下降3.3個百分點至21.0%。

本季度各區段租金水準大致持穩，西湖段、文德段及舊宗段每月每坪租金分別約1,280

元（43.1美元）、970元（32.6美元）及920元（31.0美元）。售價方面，各段售價行

情亦呈持平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2-62萬元（1.7-2.1萬美元）、文德段每坪約38-45萬

元（1.3-1.5萬美元）、舊宗段每坪則約35-43萬元（1.2-1.4萬美元）。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買賣交易放量，西湖段友立實業以27.7億元購入「倫敦科技總部」

全棟約7,100坪面積，及英利生公司以4.33億元出售「長虹NASDAK 」大樓 3F予中裕

新藥；此外，文德段及舊宗段分別有皇鼎建設以2.12億元出售「環球科技」大樓7F約

430坪予晉泰科技，及創見資訊以23.7億元向麗寶集團購置位於新湖三路全棟總部大樓

約7,200坪。

表5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季別 Q118 Q218 未來一年走勢

租金 (新台幣元/坪/月) 1,280 1,280

空置率 1.5% 1.56%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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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西湖段廠辦租金及空置率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拜通訊媒體業及遊戲產業擴編之賜，內湖科技園區需求持續增溫，尤其是西湖段租金

仍具上漲動能；反觀舊宗段則可能以降租策略減緩去化壓力，預期短期租金將略微下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