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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季報內所載之相關資訊以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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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美中貿易紛爭影響引發轉單效應，以及部分業者將產能移回國內，使得國外淨

需求及國內投資表現優於預期，2019Q3經濟成長率概估值持續上調，來到

2.91%，續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若第4季 GDP 成長率不變，全年經濟成長率將可

推升至2.53％；雖然景氣領先指標連9個月上升，同時指標也持續5個月上揚，但

領先指標累積增幅有限，顯示景氣成長力道依舊疲弱，易有波動，9月景氣綜合

判斷分數為19分，較8月減少1分，續亮黃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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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銷訂單方面則出現連11黑走勢，累積前9月接單3489.6億元，年減6.1%。全球

市場因貿易不確定因素干擾，多維持觀望態度，加上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抑低

接單動能，下半年雖進入傳統接單旺季，但能否再度翻紅仍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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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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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供給方面，9月 M1B 年增為 7.39％，M2年增升至 3.4％，M1B年增率持續高於 M2 年增

率，維持「黃金交叉」；而第 3 季台北股市持續受到美中貿易爭端的影響，市場多空訊息交

雜，大盤呈現區間震盪走勢，最終以 10829.68點作收，季線小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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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擺過去低迷氣氛，今年前 9 月全台建物買賣移轉棟數來到 21.88 萬棟，

年增 6.3 個百分點，續創近五年新高，六都中以高雄年增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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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桃園年增 10.2%，新北年增 3%，台中及台南分別

年增 9.6%及 8.4%；至於台北亦較去年同期略增 1.5%。價格方面，雙北房價漲勢暫歇，其餘

桃竹中均呈緩步盤升走勢，而高雄因受到近期郊區新屋交易比重上揚的影響，房價較前一季

小幅下修 1.4%，呈現量增價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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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9月19日台內地字第1080264995號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三十條之六。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三十條之六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三十條之六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之三  申請人獲准開發許可後，依水利法相關規定需辦理出流

管制計畫者，免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及前條整地排水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之六  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圍者，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該計畫劃設公告之水源保護區範圍，不適用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

定。 

二、該計畫規定不受全國區域計畫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不得辦理設施型使用

地變更編定之限制，從其規定。 

 

 

⚫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0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80265601號 

修正「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二點，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二點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二點修正規定 

壹、應記載事項 

二、成屋 

(一) 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 

１、建物標示、權利範圍及用途： 

(１) 已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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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建號、門牌、樓層面積（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主要建材、

建築完成日期（以登記謄本所載為主，謄本上未列明者，應依使用執照影本

或稅籍資料等相關文件記載）、權利範圍。 

(２) 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Ａ、合法建物 

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門牌、樓層、面積、所有權人及權利範圍、

建築完成日期（依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稅籍證明資料或買賣契約等相關文

件記載）；若稅籍資料上所記載之權利人和現有之使用人姓名不符者，請賣

方提出權利證明文件。 

Ｂ、違章建築 

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門牌、樓層、面積、所有權人及權利範圍

（依稅籍證明資料等相關文件記載）；若稅籍資料上所記載之權利人和現有

之使用人姓名不符者，請賣方提出權利證明文件。若無房屋稅籍證明者（依

買賣契約等相關文件記載），應敘明其房屋坐落、門牌、樓層、面積、所有

權人及權利範圍。 

Ｃ、若含有未登記之增建、加建部分，應一併敘明。 

(３) 建物用途，詳如附建物使用執照、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法定用

途文件（如建物竣工平面圖）。 

(４) 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已登記建物）及房屋位置略圖。 

２、建物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登記簿有管理人時並應載明）。 

３、建物型態與現況格局 

(１) 建物型態 

Ａ、一般建物：單獨所有權無共有部分（包括：獨棟、連棟、雙併等。） 

Ｂ、區分所有建物：公寓（五樓含以下無電梯）、透天厝、店面（店鋪）、

辦公商業大樓、住宅或複合型大樓（十一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十層含

以下有電梯）、套房（一房、一廳、一衛）等。 

Ｃ、其他特殊建物：如工廠、廠辦、農舍、倉庫等型態。 

(２) 現況格局（包括：房間、廳、衛浴數，有無隔間）。 

４、建物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 

(１) 所有權。 

(２) 有無他項權利之設定情形（包括：抵押權、不動產役權、典權，詳如登

記謄本），若有，應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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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及其他

禁止處分之登記，詳如附登記謄本。），若有，應敘明。 

(４) 有無信託登記？若有，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謄本及

信託專簿記載）。 

(５) 其他事項（如：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他相關之註記

等）。 

５、建物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 

(１) 是否為共有，若是，有無分管協議或使用、管理等登記，若是，應敘明

其內容。 

(２) 建物有無出租情形，若有，應敘明租金、租期，租約是否有公證等事項。 

(３) 建物有無出借情形，若有，應敘明出借內容。 

(４) 建物有無占用他人土地情形（依測量成果圖或建物登記謄本等相關文件

記載），若有，應敘明占用情形。 

(５) 建物有無被他人占用情形，若有，應敘明被占用情形。 

(６) 目前作住宅使用之建物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之商業區或其

他分區，若是，應敘明其合法性。 

(７) 有無獎勵容積之開放空間提供公共使用情形（依使用執照記載），若有，

應敘明。 

(８) 水、電及瓦斯供應情形： 

Ａ、使用自來水或地下水。若使用自來水，是否正常，若否，應敘明。 

Ｂ、有無獨立電表，若無，應敘明。 

Ｃ、使用天然或桶裝瓦斯。 

(９) 有無積欠應繳費用（包括：水費、電費、瓦斯費、管理費或其他費用）

情形，若有，應敘明金額。 

(１０) 使用執照有無備註之注意事項，若有，應敘明。 

(１１) 電梯設備有無張貼有效合格認證標章，若無，應敘明。 

(１２) 有無消防設施，若有，應敘明項目。 

(１３) 有無無障礙設施？若有，應敘明項目。 

(１４) 水、電管線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更新？ 

(１５) 房屋有無施作夾層，若有，該夾層面積及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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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所有權持有期間有無居住？ 

(１７) 集合住宅或區分所有建物（公寓大廈）應記載之相關事項 

Ａ、住戶規約內容： 

(Ａ) 有無約定專用、約定共用部分（如有，應標示其範圍及使用方式並提供

相關文件）。 

(Ｂ) 管理費或使用費之數額及其繳交方式。 

(Ｃ) 公共基金之數額、提撥及其運用方式。 

(Ｄ) 是否有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式。 

(Ｅ) 有無使用手冊？若有，應檢附。 

Ｂ、有無規約以外特殊使用及其限制 

(Ａ) 共用部分有無分管協議，若有，應敘明協議內容。 

(Ｂ) 使用專有部分有無限制，若有，應敘明限制內容。 

(Ｃ) 有無公共設施重大修繕（所有權人另須付費）決議？若有，應敘明其內

容。 

(Ｄ) 有無管理維護公司？若有，應敘明。 

６、建物瑕疵情形： 

(１) 有無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及輻射檢測？（若有，請附檢測結果，

若無，則應敘明原因。） 

(２) 是否有滲漏水情形，若有，應敘明位置。 

(３) 有無違建或禁建情事？若有，應敘明位置、約略面積、及建管機關列管

情形。 

(４) 是否曾經發生火災及其他天然災害或人為破壞，造成建築物損害及其修

繕情形。 

(５) 目前是否因地震被建管單位公告列為危險建築？若是，應敘明危險等級。 

(６) 樑、柱部分是否有顯見間隙裂痕？若有，應敘明位置及裂痕長度、間隙

寬度。 

(７) 房屋鋼筋有無裸露，若有，應敘明位置。 

７、停車位記載情形（如無停車位，則免填）： 

(１) 有否辦理單獨區分所有建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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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使用約定。 

(３) 權利種類：（如專有或共有） 

(４) 停車位性質：（包括：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獎勵增設停車位，

如無法辨識者，應敘明無法辨識。） 

(５) 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坡道平面、升降平面、坡道機械、升降機械、塔

式車位、一樓平面或其他，長、寬、淨高為何？所在樓層為何？並應附位置

圖。機械式停車位可承載之重量為何？） 

(６) 車位編號（已辦理產權登記且有登記車位編號者，依其登記之編號，未

辦理者，依分管編號為準）。 

(二) 基地 

１、基地標示 

(１) 坐落之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２) 面積。 

(３) 權利範圍、種類（所有權、地上權、典權、使用權）。 

(４) 地籍圖等。 

２、基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登記簿有管理人時並應載明）。 

３、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詳如登記謄本）： 

(１) 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２) 他項權利（包括：地上權、典權）。 

(３) 有無信託登記？若有，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謄本及

信託專簿記載）。 

(４) 基地權利有無設定負擔，若有，應敘明。 

Ａ、有無他項權利之設定情形（包括：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典

權）。 

Ｂ、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及其他

禁止處分之登記。）。 

Ｃ、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他相關之註記

等）。 

４、基地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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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為使用管理或分

割等約定之登記，若有，應敘明其內容。 

(２) 有無出租或出借，若有，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 

(３) 有無供公眾通行之私有道路，若有，應敘明其位置。 

(４) 有無界址糾紛情形，若有，應敘明與何人發生糾紛。 

(５) 基地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若否，應敘明情形。 

５、基地使用管制內容： 

(１) 使用分區或編定 

Ａ、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為準。 

Ｂ、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為準。 

Ｃ、若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情形。 

(２) 法定建蔽率。 

(３) 法定容積率。 

(４) 開發方式限制 

如都市計畫說明書有附帶規定以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

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禁限建地區者，應一併敘明。 

(三) 重要交易條件： 

１、交易種類：買賣（互易）。 

２、交易價金。 

３、付款方式。 

４、應納稅費項目、規費項目及負擔方式： 

(１) 稅費項目：契稅、房屋稅、印花稅等。 

(２) 規費項目：登記規費、公證費。 

(３) 其他費用：所有權移轉代辦費用、水電、瓦斯、管理費及電話費等。 

(４) 負擔方式：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 

５、賣方是否有附加之設備？如有，應敘明設備內容。 

６、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之處理方式（如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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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若有，應敘明。 

８、其他交易事項：___。 

(四) 其他重要事項： 

１、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邊半徑

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超級市場、學校、

警察局（分駐所、派出所）、行政機關、體育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

所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寺廟、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骸）

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場、焚化場）、顯見之私人墳墓、加（氣）油站、

瓦斯行（場）、葬儀社）。 

２、是否已辦理地籍圖重測，若否，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 

３、是否公告徵收，若是，應敘明其範圍。 

４、是否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列管之山坡地住宅社區，若是，應敘明。 

５、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

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明。 

６、本棟建物有無依法設置之中繼幫浦機械室或水箱，若有，應敘明其所在

樓層。 

７、本棟建物樓頂平臺有無依法設置之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若有，應敘明。 

 

⚫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0月5日台內營字第1080816396號 

修正「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第二條、第

七條。 

附修正「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第二條、

第七條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請戶籍及土地登記資料辦法第二條、第七條修正

條文 

第 二 條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取得戶籍資料或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一款之第一類謄本，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執行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 

二、經內政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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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舉辦公聽會，其通知單無人領取。 

 

⚫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80265488號 

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十點，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十點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十點修正規定 

十、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檢討之原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檢討並變更編定。 

(一) 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通盤檢討，非都市土地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

開發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者，依第九點第二款

所定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 

(二) 辦理農地重劃後，土地之使用性質與原編定相符者，於重劃公告後逕行

轉載原編定；如使用性質與原編定不符者，依第九點第二款所定編定原則表

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 

(三) 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土地，應於可利用限度查定後，依

其查定結果補註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四) 經發布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

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註銷，並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 

(五) 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

計畫範圍資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理

劃定及編定。 

(六) 國家公園區內土地，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料，將該範

圍內之土地使用分區辦理變更並將使用地編定註銷。 

(七) 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土地，應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

資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

及編定。 

(八)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將該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依其土地

分區使用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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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突出物機械房容許設置廁所及放置非固定式休閒設施之原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8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80812309號 

屋頂突出物機械房容許設置廁所及放置非固定式休閒設施之原則如下： 

一、屋頂依法設有綠化設施者，得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於屋頂突出物一層機

械房設置廁所。 

二、屋頂突出物之「機械房」符合下列各點條件時，得容許放置非固定式之

休閒設施及設置廁所： 

(一) 以取得合法使用執照並已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建築物為限。 

(二) 依法設有屋頂綠化設施者。 

(三) 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且納入共用設施管理者。 

(四) 與機電設施機體有適當區隔者。 

(五) 須有直通樓梯通達。 

(六) 限於屋頂突出物一層。 

(七) 適足之消防設備：放置非固定式休閒設施之樓地板面積未滿一百平方公

尺，應設置滅火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一百平方公尺以上及天花板下方八

十公分範圍內之有效通風面積未達該機械房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二者，除以上

設備外，應再增設排煙設備。 

 

⚫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文化部令中華民國108年9月12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0830088961號 

修正「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 

附修正「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古蹟修復或再利用之規劃設計、監造應置執行主持人一人，

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具開業建築師或相關執業技師資格，且應

實際執行完成古蹟或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規劃設計或監造，累積經驗達二

年以上或公告金額以上一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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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定古蹟：具開業建築師或相關執業技師資格，且擔任主持人實際執行

完成古蹟規劃設計或監造，累積經驗四年以上者。 

前項各款規定之開業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其參與執業之範圍，應依建築法、

建築師法及技師法之規定辦理。 

監造執行主持人應確實定期到場執行業務。 

第  十一  條  古蹟修復或再利用之施工階段，應設置工地負責人，並依其

他法令或契約規定置相關人員。該人員於施工期間，並應確實到場執行業務。 

前項工地負責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下列實務工程經驗： 

(一) 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累積二年以上古蹟或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修復或再利用相關工程經驗。 

(二) 國定古蹟：累積三年以上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工程之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

責人經驗。 

二、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之古蹟

修復工程工地負責人訓練，並取得證書。 

三、古蹟修復工程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並領有營造業法所定工地

主任執業證。 

第  十九  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修復及再利用，依下列規定準用本辦

法： 

一、第九條至第十一條規定之經驗資格，得不予準用。 

二、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十八條規定，經主管機關視個案認有必者，應予準

用。 

三、本辦法除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規定，均應予準用。 

 

⚫ 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8月13日（補登）經水字第10804603270號 

修正「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附修正「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14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款興辦之水利事業。 

第 三 條  地上權之補償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上高度

補償率（如附表一）。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

補償率（如附表二）。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良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償比照本條例徵收土地改良物之

規定辦理。 

 

⚫ 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 

文化部令中華民國108年9月26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0830090701號 

修正「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部分條文 

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動發現或接獲緊急情況通報時，

應立即召集暫定古蹟處理小組，前往現場勘查，經評估具有文化資產價值者，

逕列為暫定古蹟。 

前項遇有急迫危險，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不

召集暫定古蹟處理小組，即前往現場勘查，經評估具有文化資產價值，應於

現場勘查當日逕列為暫定古蹟。 

經逕列為暫定古蹟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立即以書面或言詞通知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造物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及處分相對人。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二項逕列為暫定古蹟者，應辦理公告，載明已為暫定

古蹟之事實、暫定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期間及其他相關事項，並揭示於

暫定古蹟現場適當處所。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主動發現或接獲緊急情況通報時，應即以書面

或言詞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程序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通知時起，立即依前條規定完成暫

定古蹟核定及通知程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拒絕或未於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時起三日內完成前

項程序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一百十條規定，逕予代行處理。其代行

處理程序準用前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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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六

個月期限內完成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登錄之審議程

序；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期滿即失暫定古蹟之效力。 

前項所定六個月期限，自第四條核定時起算。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第一項審議期限屆滿前，認有延長之必要時，

應於期間屆滿前，以書面方式準用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暫定古蹟經主管機關審議未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或

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處分

相對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自主管機關書面通知之發文日起，失其

暫定古蹟之效力。修正「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

償辦法」。 

附修正「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款興辦之水利事業。 

第 三 條  地上權之補償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上高度

補償率（如附表一）。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

補償率（如附表二）。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良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償比照本條例徵收土地改良物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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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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大型企業總部需求持續增溫，催生今年以來金額最大宗交易，由聯強國際、華

邦電子、美安文教基金會及育秀教育基金會，以新台幣63.6億元，取得南港世界明珠

辦公大樓15個樓層，約占本季交易額新台幣160.3億元之40%。該標的位於台北市外圍

新興辦公區，交易單價達新台幣100萬元/坪，創當地辦公大樓高價，除反映該大樓量

身訂作成本及冠名權之外，亦顯示台北市核心區可售物業稀缺，企業總部需求殷切，

推升新興區需求及價格。 

第三季投資市場由辦公及工業廠房領軍，分別占總交易額之45%及39%。工業廠房需

求源自於因應製造業擴產及電商所需之物流中心。其中，樂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以新台幣25.3億元，取得百及物流觀音廠，由賣方售後租回，提供穩定收益，為本

季第二大交易金額。除此之外，本季工業廠房多為新台幣10億元以下之交易，集中於

桃園及台中。  

土地市場本季錄得881.2億元交易額，今年以來合計2,317.8億元，已創歷年交易額新

高。本季最受矚目土地交易為鼎越開發以新台幣372億元，取得台北市京華城購物中

心，為史上最高金額之單筆交易案。本季主要買家為建商，以台中市及新北市住宅區

土地最受青睞。此外，台北市士林北投科技園區近期交易頻繁，預期建商購入土地開

發辦公大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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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1.9 -49% 

零售 0 0 -100% 

廠辦 6 21.4 -58% 

工業地產 11 62.9 -25% 

旅館 1 4.1 100% 

其他 0 0 -100% 

總計 21 160.3 -43%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2019年土地市場交易暢旺，前三季交易額已創歷年新高，預計年底挑戰2,500億元。

商用不動產方面，製造業轉單效益持續發酵，辦公室供給仍存在缺口，工業廠房與辦

公需求將續行交易動能。今年第四季缺乏高額指標大案釋出，預期全年投資房地交易

額將以平盤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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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公市場 

2019年第三季台北市辦公室租賃市場租金穩定，整體台北市辦公室平均租金每月每坪

約新台幣2,134元，租金季增0.14%、年增達1.67%。整體空置率較前一季下降0.51%

至3.47%。 

該季台北市A級商辦租金平均單價2,788元，租金單價年增2.20%，空置率5.45%，單

季下降0.33%。知名精品香奈兒租下南山廣場39樓，約745坪，每坪單價來到4,400

元，為實價登錄所揭露信義計畫區最高租金，同樣也是租下南山廣場的威睿科技VM 

ware，為知名外商戴爾科技的子公司，以每坪租金4,300元租下38樓。國泰置地也因

新租戶大牛科技承租35樓，每坪租金4,600元創下新高。目前信義計畫區空置率只有

2.75%，未來本區域的租金將持續上漲。敦南商圈本季表現亮眼，空置率下降了1.31

個百分點來到3.84%，最大的貢獻來自泰國辦事處承租了中華民國農會台北大樓1到3

樓去化了771坪及知名外送外商平台業者Foodpanda增租了國壽的安和商業大樓3個樓

層，共701坪。民生敦北商圈，空置率下降1.13個百分點來到6.49%，南京松江商圈空

置率則下降了1.17百分點來到1.85%，至於南京松江商圈及南京四五本季去化的多以

小坪為主，因此空置率下降幅度不明顯；本季西區空置率上升0.56個百分點來到

4.70%，其主要原因是知名外商藥廠諾華正式搬到南京復興商圈的國泰民生建國大

樓，承租了共享辦公室品牌Justco8樓。 

該季辦公室交易聯強集團，華邦電子，美安文教基金會及育秀教育基金會向南港輪胎

子公司南榮開發購置世界明珠舊廠H棟的辦公樓層13至27層，以作企業總部，交易總

金額為63.6億，拆算車位後建物單價為每坪100萬，創下南港歷史記錄，預計2023年

完工交屋。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向台灣土地以5.3億購買台開承德大樓約2,470

坪B1，B2及B3車位，拆算車位後B1單價為25萬/坪，B2為18萬/坪。位於捷運南京復

興站出口旁的世界通商金融大樓，犇亞證券向其關係人奔華國際投資買進4樓之3，拆

算單價為93.8萬/坪。 

 

圖 13 近年台北市辦公租金成交行情與空置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瑞普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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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零售市場 

本季西門商圈與站前商圈店面空置減少，忠孝商圈及中山南京商圈則微幅上升，各商圈租金

水準除忠孝商圈仍有微幅下修外，其餘呈現持平。 

 

「寶雅」於本季進駐西門商圈，「屈臣氏」同時於商圈內新增據點，顯示美藥妝店仍持續於

西門商圈展店，除漢中街外，成都路共有7家美藥妝店進駐，儼然成為該業種於商圈內之新興

角力戰場。 「快食尚」美食廣場於本季退出中山南京商圈，原大面積空置單位待租時間及租

金表現，成該路段之發展風向球；「GUCCI」同「PRADA」與「COACH」等知名精品，於近年紛

紛撤出中山南京商圈，顯示精品業佈局改變，中山北路精品街風光不再。 

 

忠孝商圈熱門與非熱門路段之空置兩樣情，本季熱門路段有「PUMA」擴張承租既有店面旁之

空置單位，但非熱門路段有「ICE MONSTER」、「Boost Juice Bars」等餐飲品牌相繼撤出，

加上原空置店面仍待租中，空置率較上季上升1.4個百分點，來到11.5%。 

 

因應消費型態改變，金融保險業於近年紛紛發展新型複合店，自國泰人壽結合星巴克開出保

險概念店、元大金控於華山文創園區對面開設「金融文創分行」，到近期凱基銀行於中山南

京商圈，結合地區文創品牌與新銳藝術家，開設結合銀行及藝廊之複合空間，提供民眾全新

之服務體驗。 

 

受到中國大陸旅客自由行來台禁令影響，大陸旅客數預期於年末將明顯下滑，衝擊台灣觀光

市場。惟2019年初至今，來台外籍旅客數較去年同期間仍有約12%之成長，其中日本、韓國及

泰國旅客數均呈顯著成長，西門商圈挾多元外籍旅客簇擁之優勢，商圈租金表現仍呈正向成

長之態勢，預期受到大陸自由行旅客減少之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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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Q1 2019Q2 未來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2.0% 1.3% N/A 

GDP成長 1.8% 2.4% ↓ 

CPI成長 0.3%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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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率維持在1.3%，文德段空置

率上升0.6個百分點至5.4%，舊宗段空置率為18.0%，主要租賃需求來自於區內增租。

電商、新創科技、數位金融產業增加，帶動小面積辦公室去化外，具彈性使用之共享

辦公室相中內湖科技園區之產業聚集優勢及需求趨勢，亦跨足該區積極拓點。西湖段

除原已於「長虹新世紀」設點的德事商務中心及「極光大樓」的Regus外，預計於

2020年完工的「宏匯瑞光內科之心」亦將有跨國共享辦公室進駐。 

本季西湖段及舊宗段租金分別成長0.7%及1.0%至每月每坪約1,400元及930元，文德

段租金水準則持穩，維持在每月每坪約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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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段供給缺貨，租金可望持續上漲，舊宗段受西湖段及文德段開發已趨飽和及交通

壅塞之影響，挾其租金較低之優勢，詢問度及去化漸增，預期租金有其支撐點微幅上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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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29,500 

文德段 5.4% 1,000 0 

舊宗段 18%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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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