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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體經濟 

(一) 經濟分析 

美中貿易戰引發台商回流及轉單效應，使得出口及投資優於預期，2019Q2經濟

成長率概估值大幅上修0.63個百分點，來到2.41%，高於南韓的2.1%、香港

0.6%及新加坡0.1%，居亞洲四小龍之冠；而景氣領先指標連6個月上升，同時指

標終止連16個月下滑，首次轉為微幅增加，6月景氣綜合判斷分數為21分，較5

月增加3分，續亮黃藍燈，但同時指標轉揚幅度有限，顯示當前整體景氣仍顯疲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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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銷訂單方面則出現連8黑走勢，上半年接單2228.6億元，年減6.5%。下半年雖

是備貨旺季，但美中、日韓貿易戰讓景氣的不確定性升溫，獨撐大局的資通信產

品接單轉趨不樂觀，預期後續接單將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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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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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 1 季回穩的台北股市，第 2 季因受到是美中、日韓貿易爭端的影響，市場

多空訊息交雜，大盤呈現區間震盪走勢，最終以 10730.83 點作收，季線小漲近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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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擺過去低迷氣氛，上半年全台建物買賣移轉棟數來到

14.32 萬棟，年增 5.2 個百分點，創下近五年新高，六都中以高雄年增 28.7%表

現最為亮眼，其餘新北、桃園、台中及台南亦較去年同期成長，其中新北年增

2.1%，桃園年增 7%，台中及台南分別年增 5.5%及 7.1%；至於台北則與去年同

期相當。價格方面，雙北房價維持微幅上揚走勢，其餘桃竹高均呈現平盤整理走

勢，房價季增減幅均在 0.5%以內，而台中因受惠於台商回流資金挹注的影響，

房價出現較明顯的漲幅。目前各都會區市場買盤仍以自住需求為主，在支付能力

未明顯改善的情況下，購屋者尋屋方向已有往較舊、較外圍的區域調整，或將成

為後市發展不可忽視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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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80807801號 

修正「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附修正「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四款及第八條第四款所定重大建設、重大發

展建設，其範圍如下： 

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或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二、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三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公告，由各級主管機關將公告地點

及日期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於各該主管機關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第 四 條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由各級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構）委

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或各級主管機關同意其他機關（構）為實施

者時，應規定期限令其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前項實施者逾期且經催告仍未報核者，各該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構）得另

行辦理委託，或由各該主管機關同意其他機關（構）辦理。 

第 五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經公開評

選程序委託都市 

前項委託作業，包括公開評選、議約、簽約、履約執行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 六 條  主辦機關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舉行說明會時，應說

明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評選資格、條件及民眾權益保障等相關事宜，並聽取民

眾意見。 

前項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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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更新單元之劃定，應考量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之

維繫、整體再發展目標之促進、公共設施負擔之公平性及土地權利整合之易

行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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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

元內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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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前項公聽會之通知，其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辦理

者，應檢附公聽會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其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辦理

者，應檢附計畫草案及相關資訊，並得以書面製作、光碟片或其他裝置設備

儲存。 

第一項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

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其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或第

三項辦理者，並應於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第 九 條  公聽會程序之進行，應公開以言詞為之。 

第 十 條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事業概要，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更新單元範圍。 

二、申請人。 

三、現況分析。 

四、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五、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六、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構想。 

七、重建、整建或維護區段之建築規劃構想。 

八、預定實施方式。 

九、財務規劃構想。 

十、預定實施進度。 

十一、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概估。 

十二、其他事項。 

前項第六款、第七款、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視其實際情形，經敘明理由者，

得免予表明。 

第  十一  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申請核准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案件，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將事業概要連同公

聽會紀錄及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意見綜整處理表，送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組成之組織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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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實施者，分別依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同意，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之權利證明文件： 

(一)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二) 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三) 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合法建物證明。 

(四) 有本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於登記前取得所有權情形之證明文件。 

二、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謄本及電子謄本，以於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報核之日所核發者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合法建物證明，其因災害受損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或

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先行拆除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發證明文件證明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證明文件，按其取得所有權之情形，檢附下列證明文

件： 

一、繼承取得者：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及其繼承系統表。 

二、強制執行取得者：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 

三、徵收取得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應受領之補償費發給完竣

之公文書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四、法院判決取得者：判決正本並檢附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 

前項第一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

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第  十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准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案件，應自受理收件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

審核期限一次，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

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申請人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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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

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第  十四  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辦理公告時，

各級主管機關應將公告日期及地點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

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及各該主管機關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第  十五  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為之通知，

應連同已核准或核定之事業概要或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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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應送達之資料，得以書面製作、光碟片或其他裝置設備儲存。 

第  十六  條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審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

變換計畫及處理實施者與相關權利人有關爭議時，與案情有關之人民或團體

代表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  十七  條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處理

實施者與相關權利人有關爭議或審議核復有關異議時，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

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之必要者，於徵得實施者同意後，由其負擔技術性諮

商之相關費用。 

第  十八  條  實施者應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務，並於專屬網頁、政府公

報、電子媒體、平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充分揭露更新相關資訊。 

第  十九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辦理公開展覽時，各級主管機關

應將公開展覽日期及地點，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

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及各該主管機關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四項所為公開展覽之通知，應檢附計畫草案及相關資

訊，並得以書面製作、光碟片或其他裝置設備儲存。 

人民或團體於第一項公開展覽期間內提出書面意見者，以意見書送達或郵戳

日期為準。 

第  二十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受理實施者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四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案件，應

自受理收件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

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

得補正者，應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

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通知辦理補正及依各級主管機關

審議結果修正計畫之時間。 

實施者對於審核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

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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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條所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或變更，僅

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應符合下列情形： 

一、除八公尺以下計畫道路外，其他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總面積不減少者。 

二、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之面積不增加，且不影響其原有機能者。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條所稱據以推動更新工作，指依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辦理都市計畫樁測定、地籍分割測量、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與建築執照

核發及其他相關工作；所稱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指都市計

畫應依據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擬定或變更。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定圖說，其比例

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款所稱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事項，指相關單位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規定配合負擔都市更新單元內之公共

設施興修費用、配合興修更新地區範圍外必要之關聯性公共設施及其他事項。 

第二十五條  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或報核後，更新單元內之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權利關係人認有所有權持分人數異常增加之情

形，致影響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或報核者，得檢具相關事實及

證據，請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實施者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十五條第

二項、第五十一條第五項、第五十二條第四項、第五項、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項及第六十三條規定所為之通知或催告，準用行政程序法除寄存送達、

公示達送及囑託送達外之送達規定。 

前項之通知或催告未能送達，或其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報經各級主管機

關同意後，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

之公告牌及各該主管機關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應

將公告地點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鄉（鎮、市、區）公所、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及各該主管機關

設置之專門網頁周知。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命令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五十一條第五項催告或繳納費用、第五十二條第四項

領取補償現金或差額價金、第五項催告或繳納差額價金及第五十四條第三項

命令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之期限，均以三十日為限。 

第二十九條  以信託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其計畫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及建築物所有權為國有者，應以中華民國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為直轄

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者，應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為信託之委

託人及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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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  條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以信託方式辦理更新時，各該管理機關應

與信託機構簽訂信託契約。 

前項信託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名稱及住所。 

二、信託財產之種類、名稱、數量及權利範圍。 

三、信託目的。 

四、信託關係存續期間。 

五、信託證明文件。 

六、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登記。 

七、信託財產之經營管理及運用方法。 

八、信託機構財源籌措方式。 

九、各項費用之支付方式。 

十、信託收益之收取方式。 

十一、信託報酬之支付方式。 

十二、信託機構之責任。 

十三、信託事務之查核方式。 

十四、修繕準備及償還債務準備之提撥。 

十五、信託契約變更、解除及終止事由。 

十六、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之交付及債務之清償。 

十七、其他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更新期間，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都市更新事業實際施工期間；所定土地無法使用，以

重建或整建方式實施更新者為限。 

前項更新期間及土地無法使用，由實施者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後，轉送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辦理地價稅之減免。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所定未依計畫進度完成更新且可歸責於

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送請主管稅捐

稽徵機關依法課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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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更新後地價稅之減徵，

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認定之更新期間截止日之次年起，

二年內地價稅之減徵；所定更新後房屋稅之減徵，指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認定之更新期間截止日之次月起，二年內房屋稅之減徵。 

第三十三條  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減免稅捐時，應由實施者列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辦理；減免原因消滅時，亦同。但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有減免原因消滅之情形，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不動產投資開發專業公司，係

指經營下列業務之一之公司： 

一、都市更新業務。 

二、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務。 

三、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務。 

四、特定專用區開發業務。 

五、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務。 

六、新市鎮或新社區開發業務。 

七、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務。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第七十五條所定之定期檢查，至少每六個月應實施一

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要求實施者提供有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

行情形之詳細報告資料。 

第三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限期令實施者改善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實施者： 

一、缺失之具體事實。 

二、改善缺失之期限。 

三、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四、逾期不改善之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酌所發生缺失對都市更新事業之影響程度及

實施者之改善能力，訂定適當之改善期限。 

第三十七條  實施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限期改善後，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同條項規定勒令實施者停止營運、限期清理，並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

通知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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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勒令停止營運之理由。 

二、停止營運之日期。 

三、限期清理完成之期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酌都市更新事業之繁雜程度及實施者之清理

能力，訂定適當之清理完成期限。 

第三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派員監管或代管時，得指派適當機關（構）或人員為監管人或代管人，執行

監管或代管任務。 

監管人或代管人為執行前項任務，得遴選人員、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派員或調派其他機關（構）人員，組成監管小組或代管小組。 

第三十九條  實施者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監管或代管處分後，

對監管人或代管人執行職務所為之處置，應密切配合，對於監管人或代管人

所為之有關詢問，有據實答覆之義務。 

第  四十  條  監管人之任務如下： 

一、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恢復依原核定之章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繼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二、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改善業務，並協助恢復正常營運。 

三、監督及輔導事業及財務嚴重缺失之改善。 

四、監督實施者相關資產、權狀、憑證、合約及權利證書之控管。 

五、監督及輔導都市更新事業之清理。 

六、其他有關監管事項。 

第四十一條  代管人之任務如下： 

一、代為恢復依原核定之章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繼續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 

二、代為改善業務，並恢復正常營運。 

三、代為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 

四、代為控管實施者相關資產、權狀、憑證、合約及權利證書。 

五、代為執行都市更新事業之清理。 

六、其他有關代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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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監管人或代管人得委聘具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員協助處理有

關事項。 

第四十三條  因執行監管或代管任務所發生之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第四十四條  受監管或代管之實施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監管人或代管人

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終止監管或代管： 

一、已恢復依照原經核定之章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繼續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者。 

二、已具體改善業務，並恢復正常營運者。 

三、已具體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並能維持健全營運者。 

第四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撤銷實施者之更新核准時，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實施者及主管稅捐稽

徵機關： 

一、不遵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善或停止營運、限期清理命令

之具體事實。 

二、撤銷更新核准之日期。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第七十八條所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期日，依下

列方式認定： 

一、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驗收

完畢或驗收合格之日。 

二、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本文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或依本條例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依本條例第

六十四條第一項完成登記之日。 

三、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者：使

用執照核發之日。 

第四十七條  本條例第七十八條所定竣工書圖，包括下列資料： 

一、重建區段內建築物竣工平面、立面書圖及照片。 

二、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竣工平面、立

面書圖及照片。 

三、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竣工書圖及照片。 

第四十八條  本條例第七十八條所定更新成果報告，包括下列資料： 

一、更新前後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成果差異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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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前後建築物重建、整建或維護成果差異分析報告。 

三、原住戶拆遷安置成果報告。 

四、權利變換有關分配結果清冊。 

五、後續管理維護之計畫。 

第四十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政部令台內地字第1080262814號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之一。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一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編

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政府機關依該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開發之園區，

於符合核定開發計畫，並供生產事業、工業及必要設施使用者，其擴大投資

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各園區主管機關同意，

平均每公頃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新臺幣四億五千萬元者，平

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新臺幣一千萬元，得增加法定容積百分之一，上限為法

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前項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取得前項增加容積後，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得依下列項目增加法定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百分之一。 

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且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

範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二。 

三、設置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取得中央能源主管機關審認核定文

件：百分之二。 

  第一項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依前二項規定申請後，

仍有增加容積需求者，得依工業或各園區主管機關法令規定，以捐贈產業空

間或繳納回饋金方式申請增加容積。 

  第一項規定之工業區或園區，區內可建築基地經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者，

其容積率不受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限制。但合併計算前三項增加之容

積，其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百。 

  第一項至第三項增加容積之審核，在中央由經濟部、科技部或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為之；在直轄市或縣（市）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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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五項規定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後，始得為之。 

⚫ 都市更新條例第八十六條第二項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80807801號 

修正「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十六條第二項有關本條例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聽證規定應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前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明，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

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以維持計畫及法規適用之安定性。 

 

 

⚫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二條條文 

總統令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華總一義字第10800063471號 

茲修正不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第二十二條  不動產估價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對具有資格之不動產

估價師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 

不動產估價師於加入公會時，應繳納會費，並由公會就會費中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二十之金額，作為不動產估價研究發展經費，交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設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用於不動產估價業務有關研究發展事項。 

前項管理委員會之組織及經費運用辦法，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定

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於原登記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以外地區時，於

依第十條規定領得新開業證書後，應向該管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申請辦竣出會

及入會後，始得繼續執業。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7月12日台內營字第1080808791號 

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係促進都市土地之有效利用，為加速及鼓勵整合更多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基地參與重建，重建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基地面積占重建計畫範圍

總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得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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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項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6月12日台內營字第1080808657號 

關於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項後段規定，授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事項之疑義，說明如下： 

一、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訂定「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同項後段規定，基於都市發展特性之需要，得就本辦法以外之奬勵項目、

計算方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自治法規；該項後段規

定之授權範圍，並未包括訂定建築容積總獎勵額度之限制，以及應先依地方

自治法規申請容積奬勵達到上限後，始得依本辦法申請。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以自治法規另訂獎勵規定者，因無本條例

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適用，故其轄區內都市更新案件之獎勵，仍應依本

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六項及本辦法規定辦理。 

 

建築技術規則 

內政部令台內營字第1080808545號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七月一日施行。 

附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二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六十二條  停車空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停車空間及出入車道應有適當之舖築。 

二、停車空間設置戶外空氣之窗戶或開口，其有效通風面積不得小於該層供

停車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或依規定設置機械通風設備。 

三、供停車空間之樓層淨高，不得小於二點一公尺。 

四、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

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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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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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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續航2018年大型企業總部的強勁需求，並受惠於製造業轉單及擴產效益，今年第

二季投資市場由辦公及工業廠房領軍，單季交易額達276.9億元，較上季大幅成長

68%，其中辦公及工業廠房交易額分別約占全季之51%及30%。 

 大額交易以台北市精華區辦公大樓為主，買家以金融產險業作為企業總部之用。此類

大額交易包括國票金控以51.3億元購入華固亞太置地商辦大樓面積約5,900坪、泰安產

物保險以37.7億元取得長春金融大樓，及萬海航運以14.2億元購置太平洋商業大樓作

為新總部，面積約1,700坪。觀察近期企業購置辦公大樓自用仍頻，市場可售物業稀缺

之下，預期未來辦公市場交易將繼續升溫。 

工業廠房表現亦不遑多讓，交易集中於北台灣之工業重鎮，以新北市及桃園市為主。

隨電子業產能擴張及研發團隊擴展，指標大廠如台達電子及華碩分別於本季以25.7億

元及14.2億元，購置中壢工業區廠房及淡水廠房。 

土地市場熱絡，本季交易額錄得807.7億元，上半年合計1,431.1億元，已達去年全年

土地交易額之80%。本季主要供給來自公部門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土地標售，建商為主

要買家，交易集中於桃園、新竹及台中。惟本季最受矚目土地交易為台北市信義計畫

區D3地塊，由元利建設以112.6億元取得；該地正對台北101大樓，未來開發效益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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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40.9 488% 

零售 1 3.2 -56% 

廠辦 3 44.4 -2% 

工業地產 11 83.6 148% 

旅館 0 0 -- 

其他 1 4.8 100% 

總計 26 276.9 68%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2019年土地市場交易暢旺，上半年交易額已達1,431.1億元，已突破十年均線1,290億

元，今年全年交易額可望挑戰歷史新高。商用不動產方面，在製造業轉單效應、辦公

室供給緊俏的情況下，工業廠房及辦公需求將持續增溫，有助於續航下半年市場動

能。 



 

20 

肆、 辦公市場 

2019年第二季台北市辦公室租賃市場供給吃緊，帶動租金續揚，整體台北市辦公室平

均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2,131元，租金季增0.57%、年增達1.57%。本季各級辦公市

場皆有遷出遷入的現象，整體空置率較前一季只有微幅降低0.01%至3.98%。 

商辦租賃市場持續發燒，信義計畫區部分高樓層開價已來到每坪5,000元，成交價也開

始出現每坪4,800元。該季台北市A級商辦租金平均單價2,788元，租金單價季增

1.01%、年增2.24%，空置率5.78%，單季下降0.07%。近期共享辦公室業者進駐各大

商圈辦公室，而美商WeWork也插旗信義計畫區交易廣場2號，承租約2492坪，預計

10月正式開幕。同樣是美商的輝瑞大藥廠也承租南山廣場最高辦公樓層42及43樓，約

1,377坪，挑戰南山廣場最高租金。但整體來看信義計畫區空置率還是有上升0.4%至

3.08%，其主要原因是區塊鏈業者因公司內部結構調整退出101及部分企業租約到期不

續約所故。此外，3M公司也因租約到期不續租搬離大陸工程敦南大樓，敦南區A辦空

置率抬高了1.89%。該季去化表現最亮眼的屬南京復興商圈，宏盛國際金融中心受到

各類型產業青睞，有日商遊戲公司颯美控股，廈門航空及飛達航空，軟體科技業公司

等，空置率來到4.26%。去化表現不錯的南京松江商圈，因Nitto從南京復興商圈搬到

聯邦佳佳廣場，去化562坪。 

該季大型交易以企業購置總部為主，最大金額的國票以56.7億向華固建設購買大直亞

太辦公大樓，預計2020年完工交屋，拆算建物單價來到每坪85至88萬之間，以及泰安

產險以37.7億取得長春金融大樓。同樣也是以自用為主的萬海航運以14.2億向龍巖購

置太平洋商業大樓的部分樓層；龍巖獲利後再以投資公司名義，每坪159萬取得統一大

樓第18層。遠雄人壽以22億拆算建物每坪158萬處分2個樓層，皆刷新統一大樓新高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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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中山南京商圈與站前商圈店面租金水準與空置情形皆無明顯變動，西門商圈租金水準明

顯成長，進駐情形熱絡；而忠孝商圈雖空置趨緩，租金水準仍微幅下修。 

 

 日本藥妝品牌「松本清」於本季進駐西門商圈，躬逢美/藥妝店於西門商圈擴張之盛況，截至

本季統計顯示，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200公尺步行距離內，已有14家美/藥妝店進駐，數量及比

例之高；手搖飲料品牌「幸福堂」亦以高額租金搶下漢中街及商圈內多處據點，以滿足遊客

飲品需求。 

 

忠孝商圈本季空置情形獲得舒緩，除Adidas與康是美承租原其店面旁之空置單位外，女裝品

牌「MOMA」、日系美妝品牌「ORBIS」、日系珠寶訂製店「K.UNO」皆於本季進駐，該商

圈空置率為10.1%，較上季下降2.4個百分點。惟商圈租金仍微幅下修，希冀吸引商家回流。 

 

韓系快時尚品牌「SPAO」於2018年撤出忠孝商圈後，亦於本季撤出西門商圈；無獨有偶，

美國快時尚品牌「FOREVER21」亦於上季末撤出忠孝商圈，前者原先承租之面積達千坪以

上，後者則約605坪。根據統計顯示，近2年主要零售商圈店面租賃面積以60坪以內為主，顯

示大面積店面之去化面臨挑戰。 

 

展望未來，因電商持續發展，實體店面營業表現有不同程度之影響，除提供實際體驗外，更

需亮點形塑話題，提升商圈能見度。如蘋果台灣首間旗艦店「Apple信義A13」於本季末開幕，

即成功吸引大量人潮，提升自身與鄰近消費場域之營業表現。 

 

表3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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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2018Q4 2019Q1 未來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2.7% -1.9% N/A 

GDP成長 1.8% 1.7% ↓ 

CPI成長 0.5% 0.3%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西湖段需求持穩，租戶遷出遷入互見，兩相抵銷下，空置率僅小幅上升0.1個百分點至

1.3%，仍為三段最低。由於西湖段幾無大面積空置單元釋出，需求外溢至文德及舊宗

段，致文德及舊宗兩區段去化穩定。本季舊宗段空置率首次跌破20%關卡，受惠於

「根鼎舊宗大樓」在倉儲業者、網路購物業者新租2,180坪後，該段空置率下降3.1個

百分點至17.5%。文德段仍持續去化，主要租賃包括工商服務業承租「欣鑽科技大

樓」260坪、光電業進駐「國美時代廣場」去化110坪，該段空置率連續七季下降，本

季下降0.5個百分點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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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台

幣1,390、1000、925元。售價方面，內湖科技園區於本季未有億元級以上大宗交易，

各段售價行情亦呈持平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5-65萬元、文德段每坪約40-48萬元、舊

宗段每坪則約38-43萬元。 

各區段去化看穩，其中西湖段大型新供給宏匯瑞光內科之心預計2020年完工，預期釋

出後將吸納區內有總部需求之科技業者，可預見未來大內科租戶遷徙潮，短期內在需

求穩定而供給有限下，租金仍具上漲動能。 

表5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段別 空置率 租金(元/坪/月) 未來新供給(坪) 

西湖段 1.3% 1,390 29,500 

文德段 4.8% 1,000 0 

舊宗段 17.5% 925 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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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由於西湖、文德段素地鮮少，建商紛紛向漸往舊宗、潭美及安康段購地規劃興建

廠辦及辦公大樓，預期帶動內科產業聚落持續往外擴張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