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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生活圈分析 

以新北市 19 個行政區、62 個重要生活圈，分析實價登錄後的價格變

動狀況(101 年 8 月至 12 月，以下簡稱 101 年；102 年 1 月至 7月，

以下簡稱 102 年)，其中三重區及蘆洲區因生活圈範圍與捷運站分析

重疊，故不另予分析。 

一一一一、、、、    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淡水區    

本區計有7個重要生活圈，惟因淡海新市鎮生活圈納入整體開發

區分析，本節茲就其餘6個重要生活圈進行簡介及分析如下(詳表 

伍-1 淡水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 淡水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淡大生活圈 15.2 20.6 15.9 498 18.5 16.7 19.9 17.0 395 17.9 -3.2% 

關渡埔頂生活圈 18.3 24.5 23.4 49 23.2 26.9 25.0 25.3 90 25.4 +9.5% 

淡金路中正東路一段

生活圈 
17.7 20.1 - 131 23.4 20.6 21.4 28.1 317 26.3 +12.4% 

新興新民新春街 

生活圈 
13.3 16.5 14.8 184 14.7 15.8 17.4 17.3 319 16.9 +15.0% 

沙崙生活圈 11.5 17.2 18.0 90 16.6 13.1 17.9 17.8 152 17.2 +3.6% 

淡水非都丙建社區 

生活圈 
6.2 10.2 15.1 26 12.8 7.5 9.1 16.4 47 14.4 +12.5% 

 

((((一一一一)))) 淡大生活圈淡大生活圈淡大生活圈淡大生活圈：：：：    

本生活圈緊臨淡江大學，因學生人數近萬，帶動整個生活

圈的商業活動，圈內商家林立，日常生活之食衣住行育樂

所需項目齊備，受外宿學生眾多影響，訴求高投報收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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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不動產商品眾多，便利性及增值潛力高。生活圈內

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約15.9萬元，華廈受第一次建物

交屋影響，每坪均價在20.6萬元，公寓每坪均價15.2萬元；

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17.0萬元，華廈19.9萬

元，公寓16.7萬元，整體房價因101年下半年水源街二段

華廈交屋影響，價格略為下跌。 

((((二二二二)))) 關渡埔頂生活圈關渡埔頂生活圈關渡埔頂生活圈關渡埔頂生活圈：：：：    

本生活圈主要道路為自強路及自立路，距離捷運竹圍站及

關渡站皆在1000公尺內，建築型態多為透天別墅及社區大

樓，因地勢較高景觀優美，西面可觀淡水河風光，東南面

則可遠眺關渡平原，惟生活機能較差，大多需仰賴竹圍及

關渡地區。生活圈內101年每坪均價為23.2萬元，102年每

坪均價為25.4萬元，分析房價受竹圍地區及沿河景觀住宅

價格上漲之帶動，上漲9.5%。 

((((三三三三)))) 淡金路中正東路一段生活圈淡金路中正東路一段生活圈淡金路中正東路一段生活圈淡金路中正東路一段生活圈：：：：    

本生活圈距離捷運紅樹林站約800公尺，淡金路及中正東

路為淡水區之主要聯外道路，交通便利，建築型態多為純

住宅之社區大樓，生活環境良好，近年有社區造鎮之建案

陸續推出。生活圈內101年每坪均價為23.4萬元，102年每

坪均價為26.3萬元，本生活圈為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及竹

圍六號道路起點，受惠於各項交通建設之規劃興建及周圍

新建案持續推出，帶動房價上漲12.4%。 

((((四四四四)))) 新興新民新春街生活圈新興新民新春街生活圈新興新民新春街生活圈新興新民新春街生活圈：：：：    

本生活圈範圍為新興街、新春街與新民街一帶，鄰近真理

大學。生活圈內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主；新民街沿線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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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為主，住宅大樓與華廈零星分布其間，101年華廈每坪

均價約為16.5萬元、住宅大樓均價約為14.8萬元、公寓均

價約為13.3萬元；102年則分別為17.4萬元、17.3萬元及

15.8萬元，該區毗鄰淡海新市鎮，由於淡海新市鎮房價上

漲，拉抬週邊市場價格上漲，且本區鄰近舊市區生活機能

較完善，價格呈上漲趨勢。 

((((五五五五)))) 沙崙生活圈沙崙生活圈沙崙生活圈沙崙生活圈：：：：    

本生活圈範圍為沿沙崙路一帶，與淡海路與中正路一、二

段。其中沙崙路沿線和中正路一、二段以住宅大樓為主，

淡海路主要為華廈，101年華廈每坪均價約為17.2萬元、

住宅大樓均價約為18.0萬元、公寓均價約為11.5萬元；102

年則分別為17.9萬元、17.8萬元及13.1萬元，該區毗鄰淡

海新市鎮，各項生活機能提升，且受惠於淡海新市鎮房價

上漲，帶動市場價格上漲，價格呈上漲趨勢。 

((((六六六六)))) 淡水非都丙建社區淡水非都丙建社區淡水非都丙建社區淡水非都丙建社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為淡水區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因具物件

稀少性、房地總價低且環境幽靜等優勢，頗受退休族群及

特定客層青睞。本生活圈公寓、華廈、住宅大樓於101年

每坪均價分別為6.2、10.2、15.1萬元，整體均價約為每

坪12.8萬元；102年每坪均價分別為7.5、9.1、16.4萬元，

整體均價約為每坪14.4萬元，由於淡水區整體房價持續上

漲，帶動周邊非都之丙建社區房價上漲12.5%。 

二二二二、、、、    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八里區    

本區共計有4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表 

伍-2 八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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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伍-2 八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山路一段生活圈 11.8 11.6 12.8 24 12.5 15.9 15.8 14.3 46 14.9 +19.2% 

中山路二段中華路二

段生活圈 
9.9 16.4 20.3 37 18.9 13.9 13.4 23.0 28 18.4 -2.6% 

龍米路一段無景觀社

區生活圈 
- 17.8 14.9 19 16.2 12.9 16.8 15.7 35 15.9 -1.9% 

龍米路一段面海景觀

社區生活圈 
- - 25.4 30 25.4 17.8 21.5 30.8 264 30.7 +20.9% 

 

((((一一一一)))) 中山路一段生活圈中山路一段生活圈中山路一段生活圈中山路一段生活圈：：：：    

本生活圈以中山路一段兩側為主軸，東至龍米路三段，西

與文昌路為界，屬於八里區較晚開發之區域，生活機能尚

不完善，人口密集程度尚不高，本區域內建築型態多為老

舊公寓或透天為主，臨中山路旁有少部分華廈及住宅大樓。

生活圈內大多以在地客層為主，101年公寓均價每坪約為

11.8萬元，華廈每坪約為11.6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為

12.8萬元；102年公寓均價每坪約為15.9萬元，華廈每坪

約為15.8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為14.3萬元，受臺北港區

段徵收區即將開發完成影響，帶動周遭房地產價格上漲，

故整體房價上漲19.2%。 

((((二二二二)))) 中山路二段中華路二段生活圈中山路二段中華路二段生活圈中山路二段中華路二段生活圈中山路二段中華路二段生活圈：：：：    

本生活圈以中山路二段兩側及中華路二段北側為範圍，東

起中山路二段，西至商港路為界，屬於八里區最早開發之

區域，生活機能較為完善，公共設施亦較健全，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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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為本區最高，本區域內建築型態多以住宅大樓、華廈

為主，由於屬早開發地區，老舊公寓為數亦不少。生活圈

內客層大致也以在地為主，101年公寓均價每坪約9.9萬元，

華廈每坪約16.4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20.3萬元；102年1

月至7月公寓均價每坪約13.9萬元，華廈每坪約13.4萬元，

住宅大樓每坪約23.0萬，因本區成交案件數較少，且102

年多屬低樓層交易單價較低，致均價微幅下跌2.6%，但整

體房價則因臺北港區段徵收區影響，呈現持平態勢。 

((((三三三三)))) 龍米路一段無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無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無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無景觀社區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龍米路一段沿線以西之頂寮一、二、三、五

街(頂寮社區)及龍形一、二、三、五街(龍形社區)一帶之

住宅社區，屬八里龍形之老舊社區，毗鄰商業區、工業區。

龍米路一段以西之住宅社區建物型態多為15年以上之華

廈及住宅大樓，101年華廈均價每坪約17.8萬元，住宅大

樓每坪約14.9萬元；102年華廈均價每坪約16.8萬元，住

宅大樓每坪約15.7萬元，分析本區102年華廈交易案件多

為面山景觀較差，致均價微幅下跌1.9%，綜觀整體房價則

呈持平態勢。 

((((四四四四)))) 龍米路一段面海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面海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面海景觀社區生活圈龍米路一段面海景觀社區生活圈：：：：        

本生活圈包含龍米路一段沿線以東，位居淡水河沿岸第一

排，主推河岸景觀及溫泉社區。龍米路一段以東之面海景

觀社區多為高樓層之住宅大樓，公寓及華廈型態建物交易

量體較少，101年住宅大樓均價每坪約25.4萬元；102年住

宅大樓均價每坪約30.8萬元，因102年初有新建案交屋，

致整體房價大幅上漲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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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三芝區    

本區計有5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3 三芝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3 三芝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三芝都市計畫生活圈 8.1 6.8 7.1 75 7.0 8.5 7.9 7.3 117 7.8 +11.4% 

佛朗明哥生活圈 - 10.9 12.3 10 11.3 - 10.0 9.1 39 9.5 -15.9% 

拾翠山莊生活圈 - - 6.0 2 6.0 - 7.4 - 8 7.4 +23.3% 

淺水灣山莊生活圈 - 6.4 - 3 6.4 - 6.8 5.8 19 6.5 +1.6% 

熱帶嶼山莊生活圈 - 6.6 5.6 14 6.3 9.5 - - 2 9.5 +50.8% 

 

((((一一一一)))) 三芝都市計畫生活圈三芝都市計畫生活圈三芝都市計畫生活圈三芝都市計畫生活圈：：：：    

本生活圈以中正路、淡金路為主軸，東、西分以忠孝街、

中興街為界，為三芝區早期開發之區域，生活機能較為完

善，人口密集度相對較高，區域中心建築型態多為老舊公

寓或透天，邊緣地區則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主。本生活圈

多以內需客層為主，101年公寓均價每坪約8.1萬元，華廈

每坪約6.8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7.1萬元；102年公寓均

價每坪約8.5萬元，華廈每坪約7.9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

7.3萬元，惟因本區基期較低導致漲幅較為明顯，整體房

價上漲11.4%。 

((((二二二二)))) 佛朗明哥佛朗明哥佛朗明哥佛朗明哥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社區為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位處淺水灣海景第

一排，區內設施管理完善，建築型態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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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全區均為套房格局，因具總價低且景觀優美等利多因

素影響，加上租金收益率較高，外來投資客偏愛於此購屋

置產。佛朗明哥社區以外來客層為主，101年華廈均價每

坪約10.9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12.3萬元；102年華廈均

價每坪約10.0萬元，住宅大樓每坪約9.1萬元，整體房價

下跌15.9%，其主因係為101年8月至12月間有部分交易單

價過高所致，排除後實際交易價格尚稱平穩。 

((((三三三三)))) 拾翠山莊拾翠山莊拾翠山莊拾翠山莊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社區為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位於馬偕醫學院南

方、福海路東方，緊鄰北新路，區內設施管理完善，建築

型態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主。拾翠山莊101年每坪均價約

6.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7.4萬元，整體房價上漲23.3%，

分析係因本區交易件數較少，導致其價格漲跌幅波動較

大。 

((((四四四四)))) 淺水灣山莊淺水灣山莊淺水灣山莊淺水灣山莊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社區為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位處淺水灣東南方，

區內設施管理完善，建築型態透天、華廈及住宅大樓均有，

本區因具淺水灣海景及環境幽靜等因素影響，頗受外來客

或退休族喜愛前來購屋置產，供閒暇渡假使用。淺水灣山

莊101年每坪均價約6.4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6.5萬元，

整體房價小幅上漲1.6%，本區因交易件數較少，故其價格

漲跌幅較不顯著。 

((((五五五五)))) 熱帶嶼山莊熱帶嶼山莊熱帶嶼山莊熱帶嶼山莊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社區為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位處淡金公路以南，

馬偕醫學院以北，區內部分公共設施多已荒廢，管理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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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建築型態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主。熱帶嶼山莊101

年每坪均價約6.3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9.5萬元，整體

房價上漲50.8%，其主因係本區交易件數較少，且102年1

月至7月間有部分交易單價過高所致，排除後實際交易價

格尚稱平穩。 

四四四四、、、、    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中和區    

本區共計有5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4 中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4 中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和區公所生活圈 32.4 36.9 39.4 117 35.4 31.5 38.5 40.7 170 37.1 +4.8% 

積穗國小生活圈 26.4 29.7 30.2 156 28.9 28.1 28.5 31.6 206 30.2 +4.5% 

秀山國小生活圈 30.5 43.1 36.1 117 35.1 32.7 43.8 40.8 167 39.6 +12.8% 

華夏技術學院生活圈 25.7 27.8 34.3 210 31.3 28.5 29.6 35.4 307 33.6 +7.3% 

莒光路生活圈 27.4 29.9 27.1 99 28.0 28.6 29.4 29.6 149 29.7 +6.1% 

 

((((一一一一)))) 中和區公所中和區公所中和區公所中和區公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有景平路、中和路、中山路2段、連城路等主要

幹道貫穿交通便利；亦有枋寮公有市場、大潤發、家樂福、

特立屋、HOLA家居生活館…等，又有中和國小、南山中學…

等學校，生活機能相當完整。因本生活圈屬發展較早，生

活機能完善的區域，房價相對較高。101年每坪均價約為

35.4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7.1萬元，上漲4.8%。其中

101年住宅大樓每平均價39.4萬元，華廈36.9萬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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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0.7萬元，

華廈38.5萬元，公寓31.5萬元。本生活圈靠近未來捷運環

狀線及中和萬大線—華中橋站，雖目前處於施工中之交通

黑暗期，但基於交通便捷性提升與預期心理下，房價仍有

穩定漲幅。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二二二二)))) 積穗國小積穗國小積穗國小積穗國小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以公寓為主，透天庴、華廈分布其間，

於中正路與民樂路沿線為住宅大樓較集中地區。101年每

坪均價約為28.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0.2萬元，上漲

4.5%。其中公寓101年每坪均價約26.4萬元、住宅大樓每

坪均價約30.2萬元；在102年1月至7月公寓每坪均價約

28.1萬元、住宅大樓每坪均價約31.6萬元。分析本生活圈

有積穗國小、積穗國中及中和高中形成完整學區，加以鄰

近嘉穗公園、新生街傳統早市，又可快速通達北二高，員

山路亦有十多線公車接駁，交通便利且生活機能完善，惟

因建物屋齡較高相對房價合理，對購屋民眾具吸引力。整

體而言，近一年房價微幅上漲。 

((((三三三三)))) 秀山國小秀山國小秀山國小秀山國小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除秀山國小外，還有秀山市場、秀山公園，北側

鄰接永和區，靠近秀朗國小商圈，生活機能多元，沿自立

路南行可接臺64號快速道路，交通便利。101年每坪均價

約為35.1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9.6萬元，上漲12.8%。

華廈受第一次建物交屋影響致均價較高，其中101年華廈

每坪均價在43.1萬元，住宅大樓每坪36.1萬元，公寓每坪

均價30.5萬元；102年1月至7月華廈每坪均價43.8萬元，

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0.8萬元，公寓32.7萬元。因自強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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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交屋影響致整體房價較高。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呈

上漲趨勢。 

((((四四四四)))) 華夏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華夏技術學院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華夏技術學院生活圈位於華夏技術學院、興南國小、中和

國中周邊，本區因住戶組成複雜，價格差異大。鄰近南勢

角捷運站、興南夜市、華新街等小商圈，建物型態以公寓、

住宅大樓為主，華廈分布其間。101年每坪均價約31.3萬

元，102年1月至7月每坪均價約33.6萬元，上漲7.3%。其

中102年，住宅大樓、華廈受第一次登記後建物交屋影響

致均價較高，相較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34.3萬元、華

廈27.8萬元、公寓25.7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

坪均價在35.4萬元、華廈每坪均價在29.6萬元、公寓每坪

均價28.5萬元。分析102年新成屋交屋影響致整體房價提

昇。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呈上漲趨勢。 

((((五五五五)))) 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莒光路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以公寓為主，透天庴、華廈分布其間，

住宅大樓則分布在民德路與華順街沿線。101年每坪均價

約為28.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9.7萬元，上漲6.1%。

其中101年公寓每坪均價在27.4萬元，住宅大樓每坪均價

27.1萬元；102年1月至7月公寓每坪均價28.6萬元，住宅

大樓每坪均價29.6萬元。分析本生活圈有自強國小、自強

國中，加上自強公園、莒光路商圈及鄰近中和環球購物中

心，生活機能便利，雖本生活圈南側後端為農業區房價相

對較低，惟受益於中和萬大線的利多支持下，整體而言，

近一年房價呈上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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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永和區    

本區有5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5 

永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5 永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永和區公所生活圈 36.0 38.2 40.6 40 38.1 38.6 41.5 41.2 55 40.1 +5.2% 

仁愛公園生活圈 38.4 35.8 45.2 15 39.0 35.5 40.5 44.1 35 39.8 +2.1% 

樂華商圈生活圈 32.0 29.1 46.7 18 36.9 42.5 47.3 35.5 17 39.9 +8.1% 

復興商工生活圈 35.9 41.2 38.7 38 40.0 35.2 41.2 40.00 52 38.6 -3.5% 

智光商職生活圈 33.7 36.8 39.8 40 34.7 37.9 44.0 40.8 30 39.3 +13.3% 

 

((((一一一一)))) 永和區公所生活圈永和區公所生活圈永和區公所生活圈永和區公所生活圈: : : :     

本生活圈以公寓及住宅大樓為主，華廈分布其間，以永和

區公所為中心，區內有永和國父紀念館，鄰近頂溪捷運站

及中興街(韓國街)，購物方便，生活機能完善。101年每

坪均價約38.1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40.1萬元，上漲5.2%。

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0.6萬元，華廈38.2萬元，

公寓36.0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1.2萬

元，華廈41.5萬元，公寓38.6萬元。分析102年上半年，

因國光路開通之效益，影響致整體房價較高。整體而言，

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上漲。 

((((二二二二)))) 仁仁仁仁愛愛愛愛公公公公園園園園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仁愛公園生活圈以公寓和住宅大樓為主，為永和新興區塊，

商業活動較少，相對住宅環境佳，加上近捷運頂溪站商圈，



48 

 

生活機能尚屬方便。101年每坪均價約為39.0萬元，102

年每坪均價約39.8萬元，上漲2.1%。其中101年住宅大樓

每坪均價45.2萬元，公寓每坪均價38.4萬元；102年1月至

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4.1萬元，公寓35.5萬元。分析本

生活圈案例房價依距離捷運站遠近而有區別，但整體而言，

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三三三三)))) 樂樂樂樂華華華華商商商商圈生活圈圈生活圈圈生活圈圈生活圈::::    

樂華商圈以公寓和住宅大樓為主，本生活圈距捷運站步行

距離10分鐘內，極具地方特色的小吃吸引眾多人潮，是目

前永和的重要商圈，提供區內市民良好的休閒及購物空間。

101年每坪均價約為36.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9.9萬元，

上漲8.1%。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6.7萬元，公寓

每坪均價32.0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

35.5萬元，公寓42.5萬元。分析101年住宅大樓有新成屋

交易及102年上半年永和路1段公寓交易的均價皆高導致

該類型交易均價偏高。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呈上漲趨

勢。 

((((四四四四)))) 復復復復興興興興商工商工商工商工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復興商工生活圈以公寓和住宅大樓為主，近永和國小、福

和國中及永和國中、復興商工等名校，學區完整，周邊住

宅環境清幽，加以鄰近四號公園、永安傳統市場，臨近福

和橋亦有多線公車可往返北市，生活機能便利。101年每

坪均價約為40.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8.6萬元，下跌

3.5%。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38.7萬元，公寓每坪

均價35.9萬元；102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40.0萬元，公寓

35.2萬元。分析本區因距離捷運站較遠，公寓均價微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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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下跌。 

((((五五五五)))) 智智智智光光光光商職商職商職商職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智光商職生活圈以公寓為主，以永和中正路為主幹，商家

林立，區域內有四號公園、圖書館、傳統市場和學校，聯

外交通以公車為主，生活機能完善便利，101年每坪均價

約為34.7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9.3萬元，上漲13.3%。

其中101年公寓每坪均價33.7萬元；102年1月至7月公寓每

坪均價37.9萬元。分析本生活圈因生活便利致公寓均價上

漲。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呈上漲趨勢。 

 

六六六六、、、、    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板橋區    

本區計有12個重要生活圈，惟因新板特區納入整體開發區分析，

以及部分生活圈與重要火車站、捷運路網沿線分析範圍重疊，

本節茲就其餘5個重要生活圈進行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6 板橋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6 板橋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正路生活圈 30.5 40.1 35.5 101 32.9 34.8 34.6 38.4 164 35.4 +7.6% 

溪崑生活圈 20.6 24.8 23.2 125 22.7 21.3 26.4 28.7 346 27.6 +21.6% 

海山生活圈 33.3 25.0 36.6 86 35.6 27.2 50.6 41.0 163 39.8 +11.8% 

三民、埔墘 

生活圈 
30.4 33.4 36.4 121 33.3 33.3 34.9 35.8 183 34.6 +3.9% 

重慶生活圈 26.4 31.2 33.9 100 31.3 28.3 33.4 31.5 127 30.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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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捷運板橋站至府中站北側，離捷運系統站稍

遠，以沿中正路兩側商圈為主，區內有板橋第二運動場、

板橋醫院、玫瑰公園等設施，有助提昇本區生活機能。中

正路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約32.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35.4萬元，整體房價上漲7.6%，本區因鄰近江翠北側自辦

市地重劃區，重劃區完整的規劃及未來房價看漲的優勢，

帶動周邊房市熱絡，故價格呈現上漲趨勢。 

((((二二二二)))) 溪溪溪溪崑崑崑崑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處浮洲橋以南、大漢溪以西，西鄰樹林火車站，

屬板橋區房價較低的區域，但區內有崑崙、溪北、溪洲、

水源等公園及溪洲、沙崙等國小，生活便利性尚佳，生活

機能以鄰近樹林火車站較優，評估本區價格仍有補漲空間。

溪崑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約22.7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27.6萬元，整體房價上漲21.6%，本區因鄰近浮洲區段徵

收區及浮洲合宜住宅，整體開發區完善規劃及未來生活機

能的提升，均對房價有向上拉抬的作用，且本區房價相較

板橋其他地區為低，故價格因補漲效應呈現明顯上揚趨

勢。 

((((三三三三)))) 海山生活圈海山生活圈海山生活圈海山生活圈：：：：    

本生活圈係位於中山路一段以南、民生路一段以西，南面

中和區，區內有運動場及海山高中、國中、國小，生活機

能完整，未來環狀捷運板橋路段Y14新板站位處本區東北

側，預計104年完工通車，屆時將帶動周邊區域地價上漲。

海山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約35.6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39.8萬元，整體房價上漲11.8%，本區因生活機能完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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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有環狀線板新站的交通優勢，加上近期有不少新推案，

讓房市交易熱絡，使價格持續穩定上漲。 

((((四四四四)))) 三民三民三民三民、、、、埔埔埔埔墘墘墘墘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區以中山路之興隆傳統市場為中心，周邊零售型商業活

動密集，亦有大型賣場家樂福，且鄰近中小學，生活機能

完善，其中三民路一段多屬工業區，而與中山路二段交叉

口周邊屬商業區外，其餘均為住宅區。三民、埔墘生活圈

101年每坪均價為33.3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34.6萬元，

分析房價受新板特區及環狀捷運沿線住宅價格上漲之帶

動，本區房價微幅上漲3.9%。 

((((五五五五)))) 重重重重慶慶慶慶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處板橋南端，東南側與中和為鄰，因發展較早，

巷弄狹窄且市容老舊，但區域內市場、國中小及綠地均備，

生活機能堪稱完善，惟距離府中捷運站稍遠，交通便利性

較差。重慶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為31.3萬元，102年每坪

均價為30.7萬元，均價下跌約1.9%，呈現穩定持平走勢。 

七七七七、、、、    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土城區    

本區有2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7 

土城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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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伍-7 土城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金城家樂福 

生活圈 
25.5 27.1 27.9 169 27.2 27.4 28.9 29.9 203 29.0 +6.6% 

頂埔生活圈 16.3 17.3 22.0 37 20.6 19.7 27.9 24.6 63 24.4 +18.4% 

 

((((一一一一)))) 金城金城金城金城家樂福家樂福家樂福家樂福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海山捷運站以東，全區以金城路二、三段貫

穿，區內有大型賣場家樂福及土城圖書館清水分館，且鄰

近綜合體育場、清水中小學，生活機能完善，以鄰近金城

路二段、青雲路口之家樂福商業區較優。金城家樂福生活

圈101年每坪均價約27.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9.0萬元，

整體房價上漲6.6%，土城因較鄰近的板橋、新莊及蘆洲等

區價格相對低，產生補漲效應，加上臺65線快速道路及新

北環快102年完工通車，讓房市交易持續熱絡，價格呈現

穩定上漲趨勢。 

((((二二二二)))) 頂埔生活圈頂埔生活圈頂埔生活圈頂埔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北二高交流道以南沿中央路三、四段沿線區

域，周邊多屬工業區，其中以土城工業區及頂埔產專區規

模較大，頂埔捷運站預計於103年底完工通車，將對改善

聯外交通有很大幫助，對於本區不動產市場行情亦有正面

效應。頂埔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約20.6萬元；102年每坪

均價約24.4萬元，整體房價上漲18.4%，主因係臺65線快

速道路及新北環快102年全線通車，加上頂埔捷運站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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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3年底完工，多項重大工程陸續完工，帶動本區房價

明顯上漲。 

八八八八、、、、    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新店區    

本區共計有3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8 新店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8 新店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安民街、安和路附近

之住宅區生活圈 
26.1 29.0 30.2 88 29.2 27.3 32.8 32.9 152 32.1 +9.9% 

安德街、安成街及安

康路附近之住宅區生

活圈 

23.0 25.9 28.3 71 27.2 21.7 27.3 28.5 124 26.9 -1.1% 

新和國小附近之住宅

區生活圈 
23.9 25.0 27.8 45 25.6 25.3 26.7 26.2 77 25.9 +1.2% 

    

((((一一一一)))) 安安安安民街民街民街民街、、、、安安安安和路和路和路和路附近附近附近附近之之之之住住住住宅宅宅宅區區區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安康高中、及人中學附近，近陽光運動公園、

北2高安坑交流道、新北環快，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

101年每坪均價約29.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2.1萬元，

漲幅9.9%。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在30.2萬元，

華廈29萬元，公寓26.1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

坪均價32.9萬元，華廈32.8萬元，公寓27.3萬元，分析係

因101年下半年安民街華廈交屋影響致整體房價較高。整

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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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安德安德安德安德街街街街、、、、安成安成安成安成街及街及街及街及安康安康安康安康路路路路附近附近附近附近之之之之住宅住宅住宅住宅區區區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安坑國小附近，近北2高安坑交流道，區內有安康森林公

園，商圈林立，生活機能佳，交通便利。101年每坪均價

約27.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6.9萬元，跌幅1.1%。其

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在28.3萬元，華廈25.9萬元，

公寓23.0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8.5萬

元，華廈27.3萬元，公寓21.7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

房價持平。 

((((三三三三)))) 新和國小新和國小新和國小新和國小附近附近附近附近之之之之住宅住宅住宅住宅區區區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鄰近中和南勢角捷運站，以新和國小為中心，生

活機能完善。101年每坪均價約25.6萬元，102年每坪均價

約25.9萬元，漲幅1.2%。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

在27.8萬元，華廈25.0萬元，公寓23.9萬元；102年1月至

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6.2萬元，華廈26.7萬元，公寓25.3

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九九九九、、、、    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深坑區    

本區共計有1個重要生活圈，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見表 

伍-9 深坑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9 深坑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深坑老街生活圈 19.1 22.6 25.9 31 23.5 20.6 23.2 26.5 57 23.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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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深坑深坑深坑老老老老街生活圈街生活圈街生活圈街生活圈：：：：    

本生活圈主要位於埔新段之住宅區及歷史風貌保存專用

區，區域內之住宅型態為公寓以及華廈居多。生活圈內主

要由深坑老街帶動周邊之商業活動，而在交通方面主要由

北深路二段或透過中正橋以及101年通車之平埔橋到達文

山路二段。101年每坪均價約23.5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23.7萬元，漲幅0.9%。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在

25.9萬元，華廈22.6萬元，公寓19.1萬元；102年1月至7

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6.5萬元，華廈23.2萬元，公寓20.6

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十十十十、、、、    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鶯歌區    

本區計有2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見表 

伍-10 鶯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0 鶯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建國國小周邊生活圈 11.0 13.1 13.6 32 12.7 12.1 14.2 16.8 50 14.7 +15.7% 

鶯桃路二段生活圈 10.3 - - 4 10.3 11.3 - - 10 11.3 +9.7% 

    

((((一一一一)))) 建國國小建國國小建國國小建國國小周邊周邊周邊周邊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建國國小周邊之住宅區，具火車站不遠且鄰

近鶯歌陶瓷老街，交通方便，生活機能完善。建國國小周

邊生活圈，101年每坪均價約為12.7萬元，102年每坪均價

約14.7萬元，房價上漲15.7%，分析原因為本地房價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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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比價效應，民眾於此購屋意願增加。 

((((二二二二)))) 鶯鶯鶯鶯桃桃桃桃路二段生活圈路二段生活圈路二段生活圈路二段生活圈：：：：    

本生活圈於鶯桃路二段與桃園縣八德市相鄰一帶，附近有

大型速食店、連鎖藥妝店及傳統市場等，附近亦有國小、

國中、飯店等，生活機能堪稱完善。鶯桃路二段生活圈101

年每坪均價約為10.3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11.3萬元，

分析原因為鳳鳴重劃區完成登記，民眾預期未來發展帶動

房價上漲9.7%。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    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樹林區    

本區共計有3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見表 

伍-11 樹林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1 樹林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華路生活圈 17.8 19.8 21.3 79 19.9 19.9 20.4 23.1 119 20.8 +4.5% 

武林國小生活圈 14.1 17.3 17.0 29 16.5 17.8 19.7 19.5 61 19.2 +16.4% 

文化街、復興路週邊

生活圈 
19.0 20.9 23.4 27 20.2 21.8 23.4 23.6 57 22.5 +11.4% 

    

((((一一一一)))) 中華路生活圈中華路生活圈中華路生活圈中華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中華路沿線一帶之住宅區，區內有2所國小

及1所完全中學，學區優良、生活機能完善。101年每坪均

價約19.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0.8萬元，房價上漲4.5%。

因區內生活機能及交通網絡日趨成熟，加上價格親民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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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購屋誘因，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上漲。 

((((二二二二)))) 武武武武林國小林國小林國小林國小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保安街一段沿線一帶及武林國小週邊之住

宅區，區內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堪稱完善。101年每坪均

價約為16.5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19.2萬元，房價上漲

16.4%。由於本區距火車站較遠，區域房價與其他區域相

比較低，於此誘因之下交易亦較為熱絡，整體而言，本生

活圈房價上漲。 

((((三三三三))))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街街街街、、、、復復復復興路興路興路興路週邊週邊週邊週邊生生生生活圈活圈活圈活圈：：：：    

本生活圈鄰近樹林火車站，區內具備完善服務性設施、交

通路網發達，生活機能非常完善。101年每坪均價約為20.2

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2.5萬元，房價上漲11.4%。因鄰

近樹林火車站交通便利且生活機能完善，加上附近區域比

價效應之影響增加本區購屋誘因，進而帶動房價上漲。整

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三峽區    

本區計有3個重要生活圈，惟北大特區納入整體開發區分析，本

節茲就其餘2個重要生活圈進行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2 

三峽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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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伍-12 三峽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復興路民生街生活圈 13.0 14.9 18.2 215 17.4 15.1 19.3 19.3 431 19.2 +10.3% 

礁溪生活圈 14.8 17.3 16.2 82 16.9 13.7 17.1 17.8 120 17.0 +0.6% 

    

((((一一一一)))) 復復復復興路民生街生活圈興路民生街生活圈興路民生街生活圈興路民生街生活圈：：：：    

以復興路、民生街為中心之住宅區，包括三峽老街、北二

高三鶯交流道，交通方便，生活機能完善。生活圈內以華

廈及住宅大樓為主，101年每坪均價約為17.4萬元，102

年每坪均價約19.2萬元，房價漲幅10.3%。分析為受北大

高中成立及快捷公車陸續增闢影響所致。整體而言，本生

活圈房價上漲 

((((二二二二)))) 礁礁礁礁溪生活圈溪生活圈溪生活圈溪生活圈：：：：    

於介壽路一段與中正路一段一帶，附近有大型量販店、傳

統市場等，附近亦有國小、國中等，生活機能堪稱完善。

生活圈內以華廈及住宅大樓為主，101年每坪均價約為

16.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17.0萬元，房價漲幅0.6%。

分析原因為本區距離台北大學較遠，且快捷公車路線較少，

惟生活機能完整成熟，市場交易依舊熱絡，呈現量增價持

平局面。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    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新莊區    

本區計有12個重要生活圈，惟因副都心、頭前重劃區納入整體

開發區分析，以及部分生活圈與捷運路網沿線分析範圍重疊，

本節茲就其餘5個重要生活圈進行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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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3 新莊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3 新莊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幸福榮富昌隆生活圈 29.4 29.7 33.2 253 32.1 30.0 31.8 33 485 32.2 +0.3% 

中港厝宏泰 

市場生活圈 
30.3 31.5 31.2 137 30.6 27.1 31.0 34.8 267 29.6 -3.3% 

新泰商圈生活圈 31.1 - 31.5 47 31.2 29.1 - 32.2 81 29.8 -4.5% 

豐年瓊林生活圈 23.7 29.1 31.0 40 25.7 24.3 30.6 29.8 93 26.8 +4.3% 

西盛生活圈 21.8 21.8 24.5 100 22.8 22.1 23.4 23.5 152 22.9 +0.4% 

    

((((一一一一)))) 幸福榮富昌隆幸福榮富昌隆幸福榮富昌隆幸福榮富昌隆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幸福路以北、中原路以南，思源路至中環路

間之住宅區，包含歐洲村、榮富國小學區等知名交易熱門

區域，建物型態以住宅大樓、華廈佔多數，因生活機能發

展成熟，且幸福路、中和街兩側商業效益高，以及毗鄰副

都心重劃區等原因，為新莊區舊市區房價最高之區域。101

年每坪均價約32.1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32.2萬元，均

價持平，其中公寓及華廈102年較101年分別上漲約2.0%、

7.1%，然受限交易量65%的住宅大樓價格持平，分析原因

為本生活圈距捷運站較遠，惟生活機能完整成熟，市場交

易依舊熱絡，整體而言本生活圈呈現量增價持平局面。 

((((二二二二)))) 中中中中港厝宏港厝宏港厝宏港厝宏泰市場生活泰市場生活泰市場生活泰市場生活圈圈圈圈::::    

本生活圈位於復興路以北、幸福路以南，思源路至中平路

間之住宅、商業區，包含中港厝商圈及宏泰傳統市場，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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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生活機能發展成熟且房價較高之區域之一。建物型

態雖以公寓為主，惟華廈及大樓亦不在少數。101年每坪

均價約30.6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29.6萬元，跌幅3.3%，

其中交易量占62%的公寓101年每坪均價30.3萬元、102年

每坪均價27.1萬元，價格下跌11.8%，推測原因可能為公

寓屋齡老舊、巷弄陝窄，且距離捷運站較遠，不適宜步行

通勤，在實價資訊揭露後較不易哄抬行情而下修；另住宅

大樓101年每坪均價31.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34.8萬元，

上漲11.5%係新成屋辦理建登後第一次移轉所致。整體而

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下跌。 

((((三三三三)))) 新泰新泰新泰新泰商商商商圈生活圈圈生活圈圈生活圈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中正路以北、新泰路以西至中環路間之住宅

區，建物型態多公寓、華廈為主，新泰路兩側因有商圈成

形致房價較高，新泰國中以北、公園一路兩側因捷運站距

離較遠且屋齡老舊，為圈內價格較低之區域。101年每坪

均價約31.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29.8萬元，跌幅4.5%，

分析其原因係交易量占70.3%的公寓，價格下跌6.4%所致，

推測原因可能為公寓屋齡老舊、巷弄陝窄，且距離捷運站

步行較遠，在實價資訊揭露後較不易哄抬行情，整體而言

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下修。 

((((四四四四)))) 豐年瓊豐年瓊豐年瓊豐年瓊林生活圈林生活圈林生活圈林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中正路以南，豐年街、瓊泰路與瓊林路兩側

住宅區，建物型態以公寓、透天厝為主，因屋齡多老舊且

裡地巷弄狹隘，房價分布略呈隨中正路、豐年街之距離而

遞減。此外臨近中正路、新泰路有住宅大樓、華廈聚集，

為生活圈房價較高者。101年每坪均價約25.7萬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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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坪均價為26.8萬元，漲幅4.3%，其中101年公寓每坪

均價23.7萬元、華廈29.1萬元，102年公寓每坪均價24.3

萬元、華廈30.6萬元，分析原因可能係102年上半年中正

路公園一路口之指標預售案短期高價完銷，拉升區域整體

行情，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上漲。 

((((五五五五)))) 西盛西盛西盛西盛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處民安東路以南，主要為民安西路及西盛街兩

側住宅區，建物型態以公寓為主，光華國小與西盛公園周

邊為住宅大樓。因區位距離捷運站過遠且公共設施相對不

足，房價與其他生活圈尚有一段差距。101年每坪均價約

22.8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22.9萬元，價格持平，分析

原因係距離捷運站過遠且公共設施較缺乏，且因鄰近生活

圈捷運迴龍站周邊住宅大樓陸續推案之排擠效應，致住宅

大樓跌幅約4.1%，惟因總價帶位於600~1000萬元適合首購

族，交易量持穩，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    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泰山區    

本區計有2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4 泰山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4 泰山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十八甲重劃區生活圈 - 25.6 27.0 76 26.7 - 26.7 28.2 115 27.9 +4.5% 

泰林路、明志路沿線

生活圈 
18.9 21.4 22.6 128 20.6 20.6 21.4 23.1 191 21.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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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十十十十八八八八甲甲甲甲重重重重劃劃劃劃區生活圈區生活圈區生活圈區生活圈::::    

本生活圈俗稱十八甲之泰山東側市地重劃區，於89年重劃

完成迄今已發展成熟，建物形態為華廈及大樓之住商混合

型態，生活機能完善，購屋者多為外地移入之首購及換屋

族群。101年每坪均價約26.7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27.9

萬元，微幅上漲4.5%，分析原因係本區行情相對鄰近區域

較低，且生活機能完善，因而獲得首購、換屋及投資族群

青睞，帶動本區行情，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上漲。 

((((二二二二)))) 泰林路泰林路泰林路泰林路、、、、明明明明志志志志路路路路沿沿沿沿線生活圈線生活圈線生活圈線生活圈::::    

泰林路、明志路沿線生活圈為本區早期形成之聚落，建物

形態多為老舊公寓及華廈、大樓夾雜之住商混合型態。隨

著鄰近新莊區之交通建設陸續完成，生活機能日趨成熟，

購屋者多為區域客。101年每坪均價約20.6萬元，102年每

坪均價為21.7萬元，上漲5.3%，其中公寓101年每坪均價

18.9萬元，102年20.6萬元，上漲9.0%，分析原因係捷運

新莊線全線通車、國道一號五楊段拓寬工程完工及機場捷

運預定於104年完工通車等交通建設逐步到位，及輔大醫

院動工興建等重大公共工程之推動，生活機能日趨成熟，

帶動本區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

漲。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股股股股區區區區    

本區因洲子洋重劃區尚處推案階段，生活圈未成形，僅有舊市

區以成泰路為主之生活圈，其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5 

五股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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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伍-15 五股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成泰路生活圈 16.9 19.7 19.5 268 19.0 17.5 22.3 19.9 344 20.7 +8.9% 

    

成成成成泰路生活圈泰路生活圈泰路生活圈泰路生活圈::::    

本區主要生活圈，沿成泰路1-4段兩側分布，區內公路交

通發達，生活機能完善，房地價格較周邊行政區低廉，適

合自備款不多的首購族。101年每坪均價約19.0萬元，102

年每坪均價為20.7萬元，上漲8.9%，分析其因素係本區有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以及臺64、65線快速道路交會，聯外

公路交通發達，總價較低適宜自備款不多的首購族，且在

鄰近洲子洋重劃區新推案價格攀升帶動下，整體而言本生

活圈房價上漲。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    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林口區    

本區主要有6大生活圈，其中5處位林口新市鎮重劃區內，將納

入整體開發區分析，本節僅就重劃區外舊市區生活圈進行分析: 

    表 伍-16 林口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重劃區外舊市區生活

圈 
14.9 18.5 16.7 86 17.0 13.8 18.5 18.5 114 18.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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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重重劃劃劃劃區區區區外舊外舊外舊外舊市區市區市區市區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生活圈主要座落粉寮路以西，文化一路以東及仁愛路以北；

係本區最早期發展地區。建成商業區內主要為屋齡逾30

年公寓及部分華廈、大樓，佳林路及竹林路沿線則為公寓

及透天厝並存，屬重劃區外舊市區，成交量較少。101年

每坪均價約17.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為18.3萬元，上漲

7.6%，其中住宅大樓101年每坪均價16.7萬元，102年18.5

萬元，漲幅10.8%，分析係因新成屋建登後第一次移轉所

致，另公寓101年每坪均價14.9萬元，102年13.8萬元，跌

幅7.4%，分析原因惟本生活圈惟內需市場且距離捷運站較

遠，交易量相對較少致價格波動較大。整體而言本生活圈

房價上漲。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    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汐止區    

本區共計有5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7 汐止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7 汐止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興路、福德一二路

生活圈 
22.0 28.0 30.0 49 29.0 26.0 29.0 31.0 250 30.0 +3.4% 

樟樹一、二路生活圈 23.0 24.8 27.7 87 26.2 24.8 26.4 31.4 222 29.6 +13.0% 

湖前街、明峰街生活

圈 
23.4 28.6 27.8 37 27.1 25.5 29.5 29.9 250 28.8 +6.3% 

橫科生活圈 30.9 - - 22 30.9 30.9 34.4 - 16 31.4 +1.6% 

新台五路以南仁愛路

生活圈 
24.2 26.4 30.5 55 27.1 26.7 28.6 31.7 60 29.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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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中興路中興路中興路中興路、、、、福德福德福德福德一一一一、、、、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多為2-10年屋齡之住宅大樓，僅有少數

公寓。商圈內的大眾運輸系統以公車為主，可通往東湖、

南港等地，未來商圈內規畫有捷運汐止民生線「社后捷運

站」，對外交通更方便。且相較於鄰近的南港、東湖等居

高不下房價，汐止中興商圈，生活機能好，頗具增值潛力。

101年每坪均價約29.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0.0萬元，

均價漲幅3.4%。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30.0萬元，

華廈每坪均價28.0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2.0萬元；102年1

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31.0萬元，華廈每坪均價29.0

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6.0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

微幅上漲。 

((((二二二二)))) 樟樟樟樟樹一樹一樹一樹一、、、、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二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為公寓、華廈、住宅大樓。生活圈內有

國中小學、郵局，除一樓店面外以純住家居多。主要聯外

幹道為大同路，台鐵將於樟樹二路與大同路口設置樟樹灣

站，捷運民汐線亦暫定與台鐵共構設站。101年每坪均價

約26.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9.6萬元，均價漲幅13.0%。

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7.7萬元，華廈每坪均價

24.8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3.0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

大樓每坪均價31.4萬元，華廈每坪均價26.4萬元，公寓每

坪均價24.8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三三三三)))) 湖湖湖湖前街前街前街前街、、、、明明明明峰峰峰峰街生活圈街生活圈街生活圈街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沿湖前街及明峰街以華廈及住宅大樓

為主，其餘多為公寓型態。生活區內有金龍國小、金龍湖、

金龍公園等公共服務設施，亦有銀行、農會、傳統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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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設施，除一樓店面外以純住家居多。主要聯外幹道為

康寧街與中興路，康寧街向西與臺北市東湖相接，中興路

向南與大同路一段相接，本區倚賴臺北市東湖為生活重心

發展，與臺北市東湖地區房價相互牽動，具有比價效應。

101年每坪均價約27.1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28.8萬元，

均價漲幅6.3%。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7.8萬元，

華廈每坪均價28.6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3.4萬元；102年1

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29.9萬元，華廈每坪均價29.5

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5.5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

上漲。 

((((四四四四)))) 橫科橫科橫科橫科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大多為公寓，少數為華廈。生活圈內有

國小、農會、傳統市場，店面多分布傳統市場內，其餘為

純住家。主要聯外幹道為大同路、臺北市研究院路，臨近

北二高南港交流道出口，離捷運南港展覽館站亦不遠。因

大坑溪東側新闢聯外道路於101年通車，於101年下半年已

有一波漲勢，故今年均價漲幅較小。101年每坪均價約30.9

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31.4萬元，均價漲幅1.6%。其中，

101年公寓每坪均價30.9萬元；102年1月至7月華廈每坪均

價34.4萬元，公寓每坪均價30.9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

圈房價持平。 

((((五五五五)))) 新新新新台台台台五路以五路以五路以五路以南南南南仁仁仁仁愛愛愛愛路生活圈路生活圈路生活圈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仁愛路一帶建築型態多元，新舊大樓、華廈、公

寓皆有。生活圈內有國小、汐止行政大樓等，主要聯外幹

道為新台五路，鄰近未來捷運出口。仁愛路一帶屬寧靜住

宅區，且生活圈內有國小、汐止行政大樓等，頗受家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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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青睞。101年每坪均價約27.1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29.6萬元，均價漲幅9.2%。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

價30.5萬元，華廈每坪均價26.4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4.2

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31.7萬元，華廈

每坪均價28.6萬元，公寓每坪均價26.7萬元。整體而言，

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十十十十八八八八、、、、    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金山區    

本區共計有3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8 金山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表 伍-18 金山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中山路生活圈 - 9.9 6.7 5 8.0 - 11.2 6.8 6 9.0 +12.5% 

中正路生活圈 8.7 7.7 - 2 8.2 7.6 8.2 - 3 8.0 -2.4% 

山城路生活圈 - 9.2 11.1 5 9.9 - 9.1 12.1 8 10.2 +3.0% 

    

((((一一一一)))) 中山路生活圈中山路生活圈中山路生活圈中山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物型態多為屋齡20年以上之公寓，少有華廈及

住宅大樓。主要道路為中山路，緊鄰金包里老街商圈、金

山、金美國小，及金山中學，生活機能極佳。101年每坪

均價約8.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9.0萬元，均價漲幅

12.5%。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6.7萬元，華廈每

坪均價9.9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6.8萬

元，華廈11.2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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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中正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物型態以公寓及華廈為主，主要道路為中正路，

與外環道路、陽金公路相接，鄰近金山區公所、金包里老

街商圈、金美國小，及金山中學，生活機能佳。101年每

坪均價約8.2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8.0萬元，均價跌幅

2.4%。其中，101年華廈每坪均價7.7萬元，公寓每坪均價

8.7萬元；102年1月至7月華廈每坪均價8.2萬元，公寓每

坪均價7.6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下跌。 

((((三三三三)))) 山城路生活圈山城路生活圈山城路生活圈山城路生活圈：：：：    

本生活圈位於非都市土地之丙種建築用地，屋齡為10-20

年以上之華廈及住宅大樓，住宅類型為休閒住宅，主要道

路為山城路及陽金公路，生活機能尚可。101年每坪均價

約9.9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10.2萬元，均價漲幅3.0%。

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價11.1萬元，華廈每坪均價

9.2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12.1萬元，華

廈每坪均價9.1萬元。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微幅上漲。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萬里區    

本區共計有2個重要生活圈，各生活圈簡介及分析如下(詳如表 

伍-19 萬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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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伍-19 萬里區生活圈價格行情分析 

名稱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均價趨 

勢分析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公寓 華廈 

住宅 

大樓 
件數 均價 

北基花園新城一帶生

活圈 
4.4 - - 23 4.4 4.4 - - 35 4.4 0.0% 

玉田路一帶生活圈 - - 10.0 3 10.0 - - 10.7 6 10.7 +7.0% 

    

((((一一一一)))) 北基北基北基北基花園花園花園花園新城一帶新城一帶新城一帶新城一帶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生活圈：：：：    

本生活圈建築型態多為公寓，經大仁街、大勇路始能連接

瑪鋉路及萬崁公路，聯外交通主要幹道為基金公路（台二

線），地處偏遠，交通及生活機能均不便。101年每坪均

價約4.4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4.4萬元，房價穩定。整

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持平。 

((((二二二二)))) 玉田玉田玉田玉田路一帶生活圈路一帶生活圈路一帶生活圈路一帶生活圈：：：：    

本生活圈分屬都市土地別墅區、住宅區，建築型態多為住

宅大樓，商業活動不熱絡，主要聯絡道路為基金公路（台

二線），交通及生活機能不佳，不動產用途以投資或休閒

渡假為主。101年每坪均價約10.0萬元，102年每坪均價約

10.7萬元，均價漲幅7.0%。其中，101年住宅大樓每坪均

價10.0萬元；102年1月至7月住宅大樓每坪均價10.7萬元。

整體而言，本生活圈房價上漲。 

二二二二十十十十、、、、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上述各生活圈分析可知，近一年來淡水區、八里區、樹林

區及鶯歌區漲幅明顯高於其他生活圈，與前章買賣案件移轉轉

往本市邊緣相互呼應。此外，三芝生活圈內多為丙建社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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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各生活圈漲幅亦呈現明顯上漲趨勢，似乎顯示山坡地住宅

社區重受購屋者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