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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季報內所載之相關資訊以2017年10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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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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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體經濟

(一) 經濟分析

因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及旺季效應，第3季出口金額創下838億美元歷史新高，優

於預期，連帶推升國內經濟表現，第三季經濟成長率為3.11%，較8月預測值大

增1.22個百分點，創下近10季以來的最佳表現；全年成長率上修至2.42%，惟民

間消費依舊平緩。而在出口好轉帶動之下，景氣燈號一改自4月以來連4個月的

「趨弱走勢」，8月轉亮綠燈，且9月綠燈續亮，景氣分數更是一口氣跳增5分至

30分，為2011年4月以來新高。

圖 1 台灣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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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景氣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由於資訊通信及電子產品繳出不錯的成績單，9月外銷訂單金額創下連14紅，達

459.2億美元，年增率為6.9%，也創下歷年單月新高。累計今年前9月訂單金額

為3,490.4億美元，成長率為10.1%，亦創下歷年同期新高。而台股持續萬點行情，

散戶大舉進軍股市，貨幣供給連4月呈現「黃金交叉」，有助支撐台股動能，惟

兩者差距由8月的1.36%，縮小至9月的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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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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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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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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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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製造業接單情形持續樂觀，以及智慧手機族群的助功，8月台股月線出現

連9紅走勢，但9月在外資賣超623億元獲利了結出場的影響下，月線由紅翻黑，

Q3指數小跌11.13點。不過，由於近期國內出口表現依舊亮眼，預期Q4萬點行情

仍可望延續。

圖 6 台灣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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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能緩步回溫，即使邁入傳統銷售淡季，但 Q3 全台買

賣移轉棟數僅季減 2.2%，來到 67,920 棟，與去年同期相當。整體表現中南部明

顯優於北部地區，其中台中年增逾兩成，台南年增 15.3%，高雄則年增約 6.4%，

至於新北雖年增近一成，但主要受到板橋及新莊建案交屋的影響，桃園年減

2.7%，台北則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8.6%。價格方面，在經歷近 3 年的修正走勢後，

北北桃房價已脫離急跌期，房價季變動幅度均在 1 個百分點以內，由於政策不再

強力調控，房價修正力道有限，但市場買盤仍以自住需求為主，支付能力未見改

善，因此長線仍將維持一段時間的盤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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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地參與都更 可選領取權利金

財政部第九次修正「都更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主要為了讓遺贈

稅或欠稅等所產生的抵稅土地，以及現行200多種特種基金，或是如台鐵的

事業資產，變更非公用後移交至國產署執行的土地處份能更彈性。據統計，

國有土地事業資產自2004 年至今年5 月底前， 共分回10 處、176 戶，台鐵

就佔2 處共58 戶為最大宗；未來預計將分回為93 處。不過，官員指出，適用

新制者，應為已表達參與，但事業機關尚未核定前的相關案件，若是事業機

關已進行核定，則仍須使用舊制，等到分回房地後再處理。該機制將可促進

國庫收益，且有助於土地之有效使用。

 特定工業區容積率 擬增至300％

經濟部研擬放寬都會型工業區容積率，將特定工業區容積率提升近1.5倍，凡

具備綠色生產、智慧製程，且位於都市化程度較高區位的工業區，廠商可申

請將容積率提升至300％。土城、樹林、平鎮及台中等10處都會型工業區受

惠。目前經濟部轄管62個工業區，地方政府轄管則有111處，初估屆時約有

10個工業區直接受益，集中在中北部地區，北部、中部各有5個工業區。初

步構想是提出申請擴廠後，將評估其「產值提升比例」以及「增加就業機

會」，來決定所需繳交回饋金，回饋金將納入都市計畫基金和產業園區發展

基金進一步運用。這項政策除加速解決土地問題外，也可以加速產業轉型升

級，提升業者投入智慧化生產誘因。

 內政部盤點工業區，以解決工業用地不足

內政部發函各地方政府，全面盤點都市計畫工業區現況，以利後續採取活化

措施，增加工業用地；對於工業區容積獎勵措施，內政部初步傾向個案獎勵

方式放寬，鼓勵廠商投資設廠。目前經濟部等中央部會主管的工業區，主要

是產創條例中的產業園區用地，至於都市計畫工業區則屬地方政府主管，初

估有4萬多公頃以上，將由內政部協調地方政府進行盤點。主要盤點四大重

點，包括第一，已編定工業區，但尚未開發者；第二，工業區僅部分開發，

閒置面積有多少。第三，已開發的工業區面積有多少；第四，配合國土計畫

法，未來可新增的工業區土地，可落在那裡？有無著落等。

除此，提高工業區容積率是另一策略，目前依都市計畫可提高到315%，條

件是空間回饋、景觀改造等，經濟部希望新增綠色生產、智慧管理等條件，

最高可提高到330%。

 都更減稅優惠

財政部發布新解釋令，廢止2000年的函釋，以減輕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租

稅負擔。

營業人依都更條例以權利變換方式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取得的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依「合建分屋」方式課徵營業稅；權

利變換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依都更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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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分配的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由於不屬銷售土地及建築物

行為，無營業稅課徵問題；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為營業人者，依

都更條例第3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取得參與權利變換的權利、土地、建築

物或現金為代價，為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應依法徵免營業稅；土地所有權

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為個人者，其銷售參與權利變換的建築物，依個人銷售

房屋規定徵免營業稅。

此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在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所有權人獲配比例分配更新後房地的應有

部分或現金，免辦稅籍登記及免課徵營業稅。

 內政部修正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宣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有

關籌備會發起成立要件等程序，違反正當行政程序及法律保留原則；又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重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過程等，亦不符

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完

成者，該部分規定失其效力。為使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符合憲法精神，以維重

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考量實務執行需要，爰修正該

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自辦市地重劃主要程序，應於核准成立重劃會後，始得申請核 定重

劃範圍及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配合籌備會任務及自辦市地重劃主要程序之調整，應通知全體土地 所有

權人項目增訂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及規定各項重劃作業未能 通知時應

辦理公示送達或刊登報紙及公告，俾使土地所有權人或已 知之利害關係

人知悉，以確保其權益。（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修正籌備會之發起成立，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 權人

總數十分之三，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 總面積十

分之三之同意行之，俾符合正當行政程序，並明定不予核 准成立籌備會

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籌備會之任務為僅限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以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

（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為使土地所有權人了解重劃範圍及概略重劃負擔，俾利籌備會籌組重 劃

會，增訂籌備會應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前，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 意旨，

並規定座談會通知應載明之事項。（增訂條文第九條之一）

六、規定籌備會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之要件，另為免籌備會拖延重劃作 業，

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仍應限期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以為管 制，並

增訂不可歸責於籌備會之事由而遲誤之期間，應予扣除及籌備 會得敘明

理由申請展期，以利實務執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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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規定擬辦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草案，應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重劃 會

始得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規定擬辦重劃範圍、 重劃

計畫書草案之審議及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會員大會不得授權 理事會辦

理。修正會員大會計入同意人數及其土地面積比例之規定， 俾使重劃期

間標準一致，及遏止虛灌人頭。（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 二十條及第二

十五條）

八、配合會員大會權責調整，增訂理事會應研擬重劃範圍、重劃計畫書草 案

及重劃分配草案等，俾利召開會員大會審議及執行決議。（修正條 文第

十四條）

九、增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定重劃範圍前，應給予土地所有 權

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及以合議制方式審議，並 於核定

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以維護其權益及 符合正當行

政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為提高重劃範圍公共設施比率，申請重劃範圍內應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施

用地比率下限酌予提高至百分之二十。（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一、為確保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知悉重劃計畫 書資

訊及陳述意見，增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 實施市

地重劃後應為通知，及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並以合議制方 式審議，

且核定處分書應送達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與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以

維護其權益，俾符合正當行政程序。（修正條文第二 十七條）

十二、重劃前後地價係計算重劃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基準， 鑒

於公共設施工程開工前，有關工程費及拆遷補償費均已確定，爰 規定

應於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開工後，始得提請評定重劃前後 地價。

（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三、增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辦理應行拆遷土地 改

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異議之調處，以保障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或墓主

權益。另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墳墓之拆遷及補償事宜，涉 及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與重劃會間私權爭議，應經司法機 關裁判確定後，

再行辦理拆遷作業，爰刪除理事會提存補償數額 後，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拆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

十四、為確保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品質，維護公眾安全，規定理事會應 申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工程查核之時機，並增訂直轄 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得主動辦理查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 二條）

十五、增訂重劃前後地價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時一併公告，以加強資訊 公

開及透明。（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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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動產景氣

(一) 大盤營建類股指數

營建類股指數自2017年6月跌破季均線，於本季下滑態勢明顯。2017年下半年房

市應仍循著2016的模式，房價呈現緩跌的走勢。綜觀2017年前三季，由於房市

呈現多空交戰，市場信心不足情況下，營建類股指數表現呈現下滑態勢。說明了

2017年前三季在國內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態勢中，所呈現「量縮價穩」的情形趨於

明顯。

圖 7 台灣近 10 個月營建類股指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台灣證劵交易所/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二) 銀行對營造業放款額

銀行對營造業放款額最新資料為2017年9月NT$2,882.77億元。本季對營造業放

款總額與上季相比略為下跌 0.19%，與去年同期相比微幅下跌 6.09%。

圖 8 台灣近 10 個月銀行對營造業放款總計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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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大行庫放款與利率變動

五大行庫2017年第三季承作之購屋貸款總金額為121.40億元，購屋貸款利率平均

為1.638%，購屋貸款總金額較上季略為上升，支撐在均線之上。利率持續走低

態勢下，本季新承作房貸總額呈現自2017年2月反轉上揚趨勢。

圖 9 台灣近 10 個月五大行庫放款與利率變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四)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

根據內政部統計，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總樓地板面積及棟數最新資料為2017年9

月的2,604,034平方米、22,306棟，本季買賣移轉棟數較去年同期增加1.06%，

移轉面積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1.36%；與上季相比，所有權買賣移轉之棟數及樓

地板面積各減少約2.13%及增加0.89%。整體房市整盤已達兩年多，短期內無立

即反轉向上的動能，呈現盤整階段。

圖 10 台灣近 10 個月月買賣移轉件數變動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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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建造執照核發

根據內政部統計，建造執照核發總樓地板面積及件數最新資料為2017年9月，合

計本季為8,261,605平方米，核發6,527件。本季核發面積與上季相比增加

26.01%、核發件數增加7.55%，研判因2018年雨遮不登記不計價新制正式上

路，引發搶領建造執照效應；與去年同期相比，核發面積增加17.73%、核發件

數增加8.60%。本季住宅類建造執照樓地板面積合計為4,550,863平方米，宅數為

26,156棟，占總樓地板面積55.08%，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8.92%。

圖 11 台灣近 10 個月住宅類建築執照核發總樓地板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六) 住宅使用執照核發

根據內政部統計，使用執照核發總樓地板面積及件數最新資料為2017年9月，合

計本季共7,197,046平方米，核發5,574件。本季核發面積與上季相比增加

2.10%、核發件數減少4.09%。本季核發面積與去年同季相比減少5.71%、核發

件數減少5.64%。本季住宅類使用執照樓地板面積合計為3,941,880平方米，占總

樓地板面積54.77%，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8.75%。

圖 12 台灣近 10 個月住宅使用執照核發總樓地板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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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投資市場

鑒於股票及基金等金融服務活絡，挹注民間消費表現，加上批發業因外貿強勁而走

強，帶動國內GDP之成長。2017年第二季央行基準放款利率於2017年第二季為

2.63%；國內生產總值為新台幣4.2兆元，較2016年同期成長2.1%，CPI成長0.6%。預

測2017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2.1%。

表2 經濟指標

季別 Q1 17 Q2 17 過去 12 個月走勢

GDP 成長 2.7% 2.1%

CPI 成長 0.8% 0.6%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

2017年第三季投資市場交易量(不含土地交易)約新台幣173.1億元，較上季大幅增加

70%。惟累計前九個月未有百億大案成交，較去年同期交易量減少約30%，若第四季

仍無大額交易，全年交易量恐創新低。

本季主力買盤為零售業、金融業及科技業者，交易產品以商場、旅館、辦公及工業地

產為主，區位集中於嘉義市、台北市及台中市。

本季最大宗交易以耐斯廣場向富邦人壽以新台幣48.3億元，取得先前售後租回的耐斯

王子大飯店暨耐斯廣場購物中心。

辦公地產方面，金融數位化普及，銀行行庫空間需求縮減，使閒置不動產增加。銀行

自有不動產依規定除透過參與都市更新，可降低自用比例至20%之外，亦可出售予資

產管理子公司，以出租、加值利用後出售等方式增加集團收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

合計約新台幣40.4億元，出售統一國際大樓及三連大樓共計約3,500坪予中國信託資產

管理公司，為今年繼台北富邦銀行後，第二宗以此方式活化銀行資產之交易案。

工業地產隨科技業擴產需求暢旺，持續穩健升溫。本季主要交易為大立光以新台幣

10.4億元，購置台中西屯區廠房。

相對商用不動產市場交投清淡，土地市場較為熱絡，以都市更新為目的之交易及開發

商購置重劃區土地為主要動能，本季土地市場交易金額含地上權交易達新台幣810億

元。精華區土地珍稀，都市更新成為市區土地釋出來源之一；璞真建設以新台幣27.1

億元取得台北市松山區慶城福華土地及地上物42%持分，預計參與都市更新。開發商

持續逢低買進土地原料，如信義開發、興富發、華友聯，分別挹注土地市場逾新台幣

10億元，購置新北市、基隆市及高雄市住宅區及商業區土地；其中以興富發貢獻最

多，合計逾40億元。

指標大案「台北市議會舊址地上權案」由豪昱營造所組合作聯盟，以約新台幣28.89億

元標得50年地上權。惟本年至今國產署地上權脫標率僅27%，整體地上權市場尚未回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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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大宗成交案金額

類別 數量(筆) 金額(新台幣 億元) 季變化(%)

辦公 2 40.36 246%

零售 3 13.46 -32%

廠辦 6 27.55 -35%

工業地產 7 40.21 56%

旅館 1 3.25 108%

其他 1 48.31 100%

總計 20 173.14 71%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近期諸多政策推動，例如「全國國土計畫」預計於2018年5月公告實施，以及經濟

部、農委會與內政部盤點農地非法工廠確定首波拆除名單等，可望加溫合法工業地產

市場。惟整體投資市場中，主要機構投資人壽險業，面對國內不動產收益率低、國外

不動產匯損風險高的窘境，投資重心暫離不動產市場，致大額交易動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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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公市場

2017年第三季A級辦公室平均市場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2,661元，租金季跌0.45%、

年增2.42%，空置率約8.68%，該季空置率較上季提高0.74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0.57個百分點，A級辦公室市場競爭激烈。

該季A級辦公室需求旺盛，主要租戶來自跨國企業及車商，其中國泰置地廣場去化近千

坪、第三季正式招租的合庫銀行總行大樓C棟去化情況良好， 但因中信金資產活化釋

出統一國際大樓大面積單位進行招租加上合庫銀行總行大樓新增供給，使整體A級辦公

室空置率略提高0.74個百分點。

租金方面，信義計畫區A級商辦供給量大，競爭激烈，中低樓層租金議價空間加大，而

超高樓層仍維持其租金水平，整體A級辦公室租金小幅下修0.45個百分點。

第三季B級辦公室平均市場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1,715元，較上季上漲0.76%，空置

率約4.62%，較上季下降0.34個百分點，該季B級商辦市場穩定去化，使B級商辦空置

率維持低檔。未來新增供給有皇翔中山捷運聯開案權利分配中及中華民國農會大樓尚

於使照申請階段，預計明年B級辦公室空置率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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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中山商圈空置率增加1.2個百分點，上升至7.5%，其原因為位於南京東路一段北側

的老舊透天都市更新程序已通過，準備開始拆除及營建工程，店家陸續搬遷造成空置

率上升。反之，忠孝商圈繼空置率連續攀升四個季度後於本季首次下降，與前一季相

比減少2.2個百分點，下降至4.2%。

忠孝商圈部分店面長期空置，房東對於租金要求逐漸鬆動，在此氛圍下，位於忠孝東

路四段及敦化南路一段交叉路口的三角窗指標性店面，分別以總租金新台幣120萬/月

及新台幣300萬/月，出租給王道商業銀行及波茵特集團(point)旗下品牌東京生活雜貨

「niko and…」。其中「niko and…」為台灣首家旗艦店，預計於10月開幕。此外，日

本株式會社new art承租位於遠東SOGO西側之新建大樓全棟，面積約670坪，作為結

合旗下各事業之複合式大樓，目前位於1~2樓之婚戒珠寶店面已開幕。

位於中山商圈捷運地下街重新招標後改由誠品集團經營並更名為「誠品R79」，於本

季重新開幕，介於捷運中山站及捷運雙連站之間長達300多公尺的地下廊道，業種型態

包含誠品書店、文具店、復古懷舊唱片行及輕食咖啡等。

表4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

商圈
空置率

(%)

租金範圍

(新台幣元/坪/月)
未來一年走勢

忠孝商圈 4.2 15,000-20,000

站前商圈 7.3 9,000-13,000

中山南京商圈 7.5 8,000-13,000

西門商圈 1.7 1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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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忠孝商圈指標性店面去化，整體空置率止升下滑，然其他店面是否能逐步去化，

端賴房東調整租金的態度，始能符合零售業的付租能力。百貨商場及購物中心部分，

隨著台北中心商業區地塊發展逐漸飽和及激烈的競爭下，部份百貨公司於一樓捨棄高

坪效的化妝品櫃位，而著重於體驗式消費以增加集客力。此外百貨商場經營模式未來

將轉變以車站型、主題複合型、娛樂餐飲型及outlet購物中心型等多元發展趨勢，以迎

戰市場變化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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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業市場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無新供給，各區段空置率僅小幅變動，西湖段在需求強勁下，本季

有文創餐飲、科技公司及教育訓練中心等大面積租賃去化，空置率小幅下降至3.7%。

本季大宗租賃以訊崴技術承租西湖段長虹新世紀大樓約750坪為主。

文德段則延續之前數季去化持穩趨勢，雖有部分大樓有大面積空置釋出，但拜遊戲公

司及傢俱業之賜，兩相抵銷之下，本季空置率微幅下降至11.3%。

舊宗段則以小規模租賃活動為主，另在部分大樓釋出面積下，空置率上升至24.8%，

為三區段最高。近期舊宗段周邊土地，紛紛由國際知名車廠插旗，設立汽車旗艦展示

中心兼維修廠，包括馬自達、特斯拉及奧迪等，面積自3,000坪至7,000坪不等，舊宗

段車商群聚氛圍漸成。

本季各區段租金水準均呈現持穩態勢，西湖段租金維持在每月每坪約1,280元、文德段

每月每坪租金則為990元、舊宗段每月每坪租金則約930元。

售價方面，本季各段售價行情亦均呈持平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2-62萬元、文德段每坪

約38-45萬元、舊宗段每坪則約35-43萬元。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大宗交易，以富邦人壽斥資13億元向麗嬰房購入文德段全棟面積約

2,800坪之總部大樓最受矚目，為目前內湖科技園區最大宗之交易案。

圖 14 西湖段廠辦租金及空置率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在西湖段「長虹新世紀」大樓租賃需求穩定，空置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租金可望微

幅上揚。舊宗段租賃變動情形相對較少，預期未來租金水準持平，本段向來為企業自

建自用所青睞，而近期亦有多家國際知名車廠品牌設立旗艦展示中心，加上區域內既

有數家量販店布局，未來商業效益可望愈趨成形，更加吸引各大車廠競逐設點。



15

表5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Q1 17 Q2 17 過去一年走勢

GDP成長 2.7% 2.1%

二級產業成長 5.6% 3.2%

CPI成長 0.8% 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表6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季別 Q2 17 Q3 17 未來一年走勢

租金 (新台幣元/坪/月) 1,280 1,280

空置率 4.1% 3.7%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