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年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_地價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陳振惟/貢獻度：50％ 

參與提案人：張家銘、徐子偉/貢獻度：各20％ 

參與提案人：陳昭蓉/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六)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實價查詢新體驗－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及大數據進階統計 

提案緣起 

【發想緣起】 

為提升實價登錄資料應用性，協助民眾更有效率地取得房價資

訊，地政局配合「臺北地政雲」上線，106年4月於實價登錄查

詢服務新增以下二項全國首創功能。 

1.「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 

大型社區(150戶以上)由於量體大、交易流通量較多，常為購屋

者尋屋比價的熱門查詢標的，且同社區之實價案例因條件相似

(區位、屋齡、建物型態等)，可作為樣本品質固定之控制點，

即便是不具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透過觀察同一社區累積之實

價登錄案例，可輕鬆掌握區域不動產價量變動趨勢。為此，地

政局特別於臺北地政雲不動產價格資訊查詢服務，新增「大社

區交易履歷查詢」功能，滿足各界對社區資訊及價格趨勢的查

詢需求。 

2.「大數據進階統計」 

考量不動產具異質性，非專業民眾難以從實價登錄個案資訊，

分析了解整體房市行情與趨勢，故為提升實價登錄資訊統計服

務，地政局突破原有均價統計功能，將使用者依其需求篩選查

詢之實價登錄資訊，進一步採用交易種類、建物及車位型態、

土地使用分區等次市場分類，提供客製、細緻化的統計服務，

開發「大數據進階統計」功能，並藉由細緻樣本分類，提高樣

本同質性，降低均價統計偏誤，並將統計成果以視覺化圖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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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強化資訊參考價值及解讀效率。 

*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規劃周延性】 

1.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 

(1) 強化實價登錄資訊查詢功能，滿足民眾以社區找房的需求。 

(2) 大社區(150 戶以上)定義參考本市建管處所訂社區型態之規

範，定義有其依據與一致性，同時以該處提供之全市使用執

照資料篩選戶數符合定義之社區，確保社區資料完整性。 

(3) 提供同社區實價登錄至今完整實價登錄交易資訊，履歷資訊最

完整，另可進行至多三個社區之價量分析比較功能，民眾交

叉比較更為便利。 

(4) 考量大社區交易量相對充足且樣本異質性較低，均價等相關統

計資訊參考性較高，完整社區的交易履歷及加值統計資訊，

對於民眾解讀社區所在區域之房價行情與趨勢更有助益。 

2. 大數據進階統計 

(1) 突破過往提供之制式實價登錄統計資料，讓使用者可依需求喜

好，篩選交易資訊選取統計標的，以客製化概念提供統計圖

表資訊，更能貼近使用者需求。 

(2) 依不同次市場分類(如建物、車位型態、土地使用分區)及屋

齡、年度，分別計算交易量及均價，以增進計算樣本同質

性，減少均價統計偏誤，強化資訊參考性。 

(3) 採視覺化圖表，展現各次市場價量差異及走勢，提升資訊易讀

性與分析效率。 

【提案創新性】 

1.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全國首創) 

(1) 社區價量動態即時掌握 

不動產具異質性，平均單價未必能代表區域行情，惟同社區之

實價案例因條件相似(區位、屋齡、建物型態等)，且大社區戶

數多交易案件亦較多，其交易履歷可協助解讀社區及其所在區

域房價行情，亦可作為控制點(樣本品質相對固定)觀察價格變

動趨勢，讓使用者輕鬆掌握喜愛社區及其座落區域不動產價量

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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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尋屋比價一網打盡 

提供 150 戶以上大社區 101 年 8 月實價登錄以來歷年完整交易

資料，除單一社區交易案件之查詢外，同時可依使用者輸入之

查詢期間，計算各社區交易量、交易價格趨勢及公部門首創的

流通率等相關加值資訊，並提供至多 3 個社區價量統計資料圖

表進行交叉比較，使用者尋屋比價最便利! 

2.大數據進階統計(全國首創) 

(1) 分類統計解讀更細緻 

為精進實價資訊均價參考性，將使用者依需求篩選之交易案件

進階分類為「土地」、「房地」及「車位」三大項，並依案件類

別區分為數個次市場進行統計分析，「土地」，依其使用分區分

為住、商、工、農、其他等 5 類；「房地」區分為公寓、華廈

大樓(即華廈、住宅大樓)、套房、商辦廠辦(即辦公商業大樓、

廠辦)等 4 類常見建物交易型態；「車位」則區分為坡道平面、

坡道機械、升降平面、升降機械及塔式車位等 5 類常見交易車

位型態，再進階依屋齡級距、年度，細緻化各分類交易標的交

易量及均價之統計，以提高樣本同質性，降低統計偏誤，強化

各統計數值之解釋力。 

(2) 視覺圖表分析好容易 

視覺化展現房地、土地、車位等各不動產交易標的次市場價量

差異及走勢圖表，提升統計資料參考價值及實價登錄海量資訊

解讀效率，讓使用者見樹也見林。 

【建置過程】 

1. 系統介接：介接「臺北市圖資中心共通平台-ArcGIS 圖台」、

「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建管處「使用執照」、都發局

「使用分區」、地政局「地政相關資料」、「實價登錄」等系

統。 

2. 資訊整合：整合上開系統之「屬性資料」及「空間資料」，以

圖面輔以文字屬性內容，規劃完整的不動產整合資訊查詢服

務。 

3. 規劃上線：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及大數據進階統計，歷經跨機

關之系統介接、資訊整合及多次測試，於 106 年 4 月 20 日正

式上線對外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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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難與解決對策】 

遭遇困難 解決對策 

1.社區資料非本局權管：地

政局權管地籍資料缺乏社

區相關的直接資訊。 

以系統界接方式，整合建管

處使用執照資料及本局地籍

資料，逐筆篩選符合「大社

區」戶數之社區，並確認其

基地座落完整地籍與門牌，

以確保所篩選社區交易履歷

的完整性與相關統計資訊內

容的正確性。 

2.社區名稱確認不易：經篩

選符合定義之大社區數量

高達 409 個，依建管處提

供之資料，並非所有大社

區均有管委會備查。 

無備查資料者，由各轄區承

辦同仁使用圖籍資料、臺北

市地理資訊 e 點通，按使

照、地號或地址搜尋其社區

名稱，如均查無者，由承辦

人員於外勤辦理地價調查時

一併親自查訪社區名稱。 

【投入成本】 

1. 功能規劃設計：由本局業務主管科與資訊室共同研議規劃。 

2. 網站建置：與「臺北地政雲」網站併同委外開發建置，開發費

用約計 23.9 萬元。 

*實際執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內部效益】 

強化資訊整合分析效率，精進地價查估效能 

藉由社區、特定區域與標的等次市場之不動產交易資訊查詢與

統計功能的開發及進化，協助地政、土地開發、公共工程之需

地機關等估價有關業務之同仁，快速掌握所需區域或不同次市

場之不動產交易價格水準與趨勢，以提升年度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區段徵收後及市地重劃前後地價、協議價購市價等相

關作業效能。 

【外部效益】 

1. 趨勢好掌握，比價更容易：使用者可透過社區查詢功能，快速

掌握欲搜尋社區之歷次交易資訊及價格動態趨勢，同時可進行

至多三個社區之戶數、價量、交易流通率等統計資料之交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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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尋屋比價更容易。 

2. 統計更細緻，房市好解讀：依使用者需求篩選的實價登錄資訊

樣本，以客製化的概念提供更細緻之分類統計，並製作視覺化

分析圖表，力求貼近使用者資訊蒐集需求，提升資訊參考價值

及解讀效率。 

3. 各界肯定，查詢踴躍：功能上線後，各界查詢踴躍，自106年4

月20日至106年5月25日社區查詢累計已達35,724人次，平均每

日查詢人次超過1,020人，預估至今年底查詢人次可達20萬人

次。並計有30則報紙或電子媒體、不動產業者，多次引用地政

雲社區查詢或進階統計相關資料進行不動產交易分析（詳附件

一）。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主任徐佳馨、永慶房產集團業管

部資深經理謝志傑等業者，亦於媒體上肯定本系統有助民眾更

方便的查詢社區成交價量變化、對房價透明化確有幫助。 

4. 解碼實價登錄，社區價量快易通：因過去公部門之實價登錄資

料查詢以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詢，民眾須透過房仲才能得知社

區交易行情，地政局全國首創實價登錄大社區查詢功能，提供

即時、完整之社區交易履歷資料，另為使統計資料更為精確，

減少統計偏誤，價量統計排除含1樓、地下室及持分移轉之交

易案件，民眾透過本功能，即可「快」速、「易」懂、「通」曉

社區交易價量行情。 

5. 功能進化不停歇，資訊透明再進步：統計目前地政雲提供查詢

之150戶以上社區之使用執照戶數為129,966戶，占全市使用執

照總戶數（約892,458戶）比值為14.56%，為回應使用者熱切

需求，朝資訊透明邁進以健全房市，預計於106年10月增加使

用執照登載100戶以上之社區提供查詢，預計屆時戶數約可達

223,000戶，將可提升大社區查詢戶數占全市總戶數比值達約

25%。 

相關附件 
附件一：功能上線媒體報導及業者應用 

附件二：記者會行銷新聞稿及簡報 

聯絡窗口 
姓名：陳振惟 

電話：2728-7423#7423 

Email：oa-0998@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6頁。 

二、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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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6頁。 



附件一  大社區及大數據媒體報導及業者應用 

一、大社區及大數據媒體報導 

報導主題 日期及報導媒體 

北市地政雲上線 首創大社區實價履歷查詢 2017/4/20  蘋果日報 

台北地政雲上線 首推實價登錄社區履歷 2017/4/20  中央通訊社 

「台北地政雲」上線 首創實價登錄社區履歷 2017/4/20  台灣好新聞 

大社區實價登錄 地政雲查得到 2017/4/25  中時電子報 

查大型社區交易履歷 可上台北地政雲 2017/4/20  中央社 

「臺北地政雲」正式上線 民眾查詢不動產交易更便利 2017/4/21  教育廣播電台 

中正區、基河國宅都下跌 北市蛋黃破了 2017/5/24  好房 News 

北市 6大社區殺價多、成交多 房價跌幅沉重 2017/5/19  聯合晚報  

經官方認證 交易最熱是這個社區 2017/5/19  聯合新聞網 

北市最強社區 你跌它上漲 2017/5/4   聯合晚報 

中山區 10大熱門社區 近半房價跌逾 1成 2017/5/10  工商時報 

捷運宅退燒 原因報你知 2017/5/12  中央社 

捷運路網日趨完善 捷運宅退燒 2017/5/12  中時電子報 

北市捷運宅失寵 買氣降到個位數 2017/5/12  自由時報 

北市捷運宅退燒 這 10 站首季零成交 2017/5/12  聯合晚報 

北市捷運宅 買氣大退燒 2017/5/13  工商時報 

中山區 10大熱門交易社區 基河國宅奪冠 2017/5/9   自由時報 

北市大型社區交易 基河國宅最熱 2017/5/10  蘋果日報 

板南線捷運宅 19到 29 坪小宅交易最夯 2017/5/19  經濟日報 

板南線北市捷運宅，小坪數交易穩 2017/5/19  中時電子報 

國宅怎麼選？ 網友：寧多花錢換素質好的鄰居 2017/5/16  聯合新聞網 

「大社區」交易功能進化 範圍再擴大 2017/5/16  自由時報 

大社區實價登錄 地政雲查得到 2017/4/25  中國時報 

房市慘干我屁事！北市這區超猛 逆漲 8％ 2017/5/13  中時電子報 

台北市國宅房價全趴 僅北投逆漲 2017/4/24  聯合晚報 

北市 6大社區殺價多、成交多 房價跌幅沉重 2017/5/19  聯合晚報 

北捷板南線房市衰退 2類物件逆勢燒 2017/5/26  聯合晚報 

衝著 3大原因 購屋族搶進中山區 2017/5/31  好房 News 

板南線捷運宅 7字頭小宅最搶手 2017/5/31  聯合新聞網 

北市買房!再等 5個月，公部門有置產密碼 2017/5/30  MyGoNews 

 

  



二、業者反應與應用 

 

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主任徐佳馨說，以前民眾都要委託房仲才能查詢標的社
區，台北地政雲上線後，民眾可直接查詢，而房價漲跌也能清楚看到，不過目前
僅限大社區，期待未來小社區或華廈也能納入。她並提到，美國、日本等先進國
家都有類似查詢系統，這對房價透明化的確有幫助……(106年 4月 25 日，中國
時報) 
 
永慶房產集團業管部資深經理謝志傑表示，政府公布的實價揭露資料查詢多僅能
以路段或區域方式查詢，其實民眾普遍希望可以透過「社區」來查詢歷年成交做
比較，4月底台北市政府資訊整合提供達 150 戶以上的大型社區行情查詢功能，
有助民眾更方便的查詢社區成交價量變化……(106年 5月 9日，自由時報) 

業者怎麼說 ? 

業者怎麼用 ? 



新聞發布 

社區履歷看變化 價量趨勢輕鬆查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新聞稿 

發稿單位：地價科 
發稿日期：106年4月20日 
聯 絡 人：潘依茹 
聯絡電話：02-27287319  
 
社區履歷看變化 價量趨勢輕鬆查(820字) 

  為提升實價登錄資料應用性，協助民眾更有效率地取得房價資訊， 北市府配合「地政雲」上線於實價登錄查詢服務新增
「大社區交易履歷」、「大數據進階統計」等功能，歡迎踴躍查詢使用。 

社區查詢新體驗 尋屋比價更方便 

  地政局表示，大型社區由於量體大、交易流通量較多，常為購屋者尋屋比價的熱門查詢標的，且同社區之實價案例因條件相
似(區位、屋齡、建物型態等)，可作為控制點固定樣本品質，即便是不具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透過觀察同一社區累積之實價登
錄案例，可輕鬆掌握不動產價量變動趨勢。故為符合使用者搜尋需求，協助民眾了解社區交易行情，特別於北市實價登錄查詢新
增「大社區交易履歷」功能，參採北市建管處大型社區定義，提供使用執照150戶以上之社區買賣案件實價登錄資料，除可查詢
大社區實價登錄以來歷年完整資料，社區交易案例一網打盡，並可提供至多3個社區交易資訊及價量統計資料圖表之交叉比較，
購屋者尋屋比價更便利。 

進階統計好幫手 價量分析好容易 

  由於不動產具異質性，為針對實價查詢結果提供更細緻之交易價量統計分析資訊，地政局突破原有均價統計功能，進一步開
發「大數據進階統計」功能，可將查詢者依需求喜好搜尋篩選之交易案件分類為「土地」、「房地」及「車位」三大項，並依案
件類別區分為數個次市場進行統計分析，以「土地」為例，依其使用分區分為住、商、工、農、其他等5類；「房地」區分為公
寓、華廈大樓(即華廈、住宅大樓)、套房、商辦廠辦(即辦公商業大樓、廠辦)等4類常見交易建物型態，再依屋齡級距細分；「車
位」區分為坡道平面、坡道機械、升降平面、升降機械及塔式車位等5項常見交易車位型態。以不同次市場進行交易量及均價之
統計分析，因計算樣本同質性較高，降低均價統計偏誤，統計結果並以圖表視覺化展現各次市場價量差異及走勢圖，提升資訊參
考價值及解讀效率。 

  想要了解大社區交易行情及新增的查詢功能嗎？趕快到地政雲來體驗吧！(網址：http://cloud.land.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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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 

大社區回響熱烈 功能進化不停歇 

發稿單位：地政局地價科 

發稿日期：106年5月15日 
聯 絡 人：潘依茹 
聯絡電話：02-27287319 
 
大社區回響熱烈 功能進化不停歇 

  為提升實價登錄資料應用性，協助民眾更有效率地取得區域房價水準資訊，北市府於本年度（106年）4月20日配合「地政
雲」上線，於實價登錄查詢服務新增「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功能，大型社區由於量體大、交易流通量較多，常為購屋者尋屋比
價的熱門查詢標的，且同社區之實價案例因條件相似(區位、屋齡、建物型態等)，可作為控制點固定樣本品質，讓一般民眾透過
觀察同一社區累積之實價登錄案例，輕鬆掌握不動產價量變動趨勢。 

公部門首創社區實價查詢 

  本功能參採北市建管處大型社區定義，提供全市409個（如下表1）使用執照登載150戶以上社區之買賣案件實價登錄資料，
並至多可選擇3個社區進行交易資訊及價量統計資料圖表之交叉比較，為全國公部門實價查詢系統首創功能。另為減少統計偏
誤，提供民眾更為精確之統計資料，自5月8日起，平均交易單價、總價及面積計算，均已排除含1樓、地下室及持分移轉之交易
案件，並以「算數平均數」方式計算，提升資料參考價值。 

 

100戶以上社區查詢10月上線 

  「大社區交易履歷查詢」功能上線以來，各界使用熱絡且利用人次持續成長，統計目前地政雲提供查詢之150戶以上社區之
使用執照戶數占全市使用執照總戶數（約892,458戶）比值為14.56%，為回應使用者熱切需求，朝資訊透明邁進以健全房市，本
府持續優化系統服務，預計於本（106）年10月增加使用執照登載100戶以上之社區提供查詢，預計屆時將可提升查詢戶數占比
達約25%，以滿足民眾對房價知的需求，敬請各界期待。 

  想要了解大社區交易行情？趕快到臺北地政雲來體驗吧！(網址：http://cloud.land.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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