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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公共建設的發展對當地房價的影響－以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為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房價和政府所投入的公共建設已經成了密不可分的關係，身為大園
國際高中的學生，「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是我們每天接觸的城市。政
府對於重劃區的眾多政策與開發，從高鐵的開通、機場捷運的興建、航空城
計畫的推動及國際商務城的招商，使得在此生活的我們對這塊土地產生了好
奇心，許多公共計畫更攸關於我們的生活機能與權益。我們親眼見識了這城
市的成長以及變化，也吸引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此地段近期的房價漲跌趨勢及原因
(二) 探討公共建設的發展對此地段房價的影響
(三) 了解當地民眾對此區域的房價看法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法：蒐集房地產相關論文、報章雜誌、相關書籍等文獻資料。
(二) 親身訪談法：與當地房仲業者進行訪談，作為資料分析。
(三) 問卷調查：設計問卷調查大園國際高中二年級同學及全校老師，對於
高鐵特區房價的看法。
貳●正文
一、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發展與沿革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以下簡稱桃園高鐵特區）的成形，開始於政府在
民國 76 年開始對高速鐵路的規劃，而後在 81 年正式核定高速鐵路路線，並於 88
年 3 月起開始進行桃園車站區段徵收，在徵收完成後形成的新興重劃區。我們認
為高鐵的開通、機場捷運、航空城計畫及高鐵站前區招商這四項建設，對於桃園
高鐵特區的房價會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以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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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高鐵開通
台灣高鐵初期在沿線設置「台北」
、
「板橋」
、
「桃園」
、
「新竹」
、
「台中」、
「嘉義」
、
「台南」及「高雄」等 8 站，並核定桃園青埔地區作為桃園車站。
此區跨越了桃園市中壢區與大園區，原先大多為種植水稻的農業區。隨著徵
收完成及高鐵的通車，搖身一變成為桃園市最具發展潛力的重劃區之一，對
居住在高鐵桃園站附近居民而言，正是象徵蓬勃的開始。圖一為「高速鐵路
桃園車站特定區」的都市計畫圖，其中計畫容納 60,000 人口，土地面積為
490 公頃，並劃分高鐵站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居住生活區等。故台灣
高鐵的誕生，可說是本地區最重要的指標建設。
高鐵通車後，開辦的接駁巴士也拉近了高鐵特區與桃園市區、南崁市區
與中壢市區的距離，使得民眾越來越依賴高鐵，成為重要的運輸工具。然而
高鐵特區的優勢不只於此，高鐵桃園站的地理位置距離桃園國際機場僅約 6
公里，許多國內外人士可於機場轉乘至高鐵，再快速通往其他縣市，使得高
鐵桃園站儼然成為出入台灣重要的門戶。

圖 1 桃園高鐵特區都市計畫圖
(二) 機場捷運
為了使桃園更符合直轄市大眾運輸工具發達的意象及減少國外旅客對
桃園機場的偏僻位置的不便利感，因而打造桃園第一條捷運，興建 22 個捷
運車站，全長 51.03 公里的捷運路線，將機場與市區接軌。2006 年開工建造
『三重站—桃園機場—中壢』路段的捷運工程。至 104 年 2 月底為止，達成
進度為 95.49%，原預計 2010 年通車的機場捷運，因為號誌以及電纜問題，
延期至 104 年底通車。
機場捷運預計在通車以後，可以為桃園高鐵特區帶來極大的便利性，如
同打開了桃園高鐵特區的任督二脈。首先桃園國際機場可與高鐵特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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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緊密的交通網，接著串聯中壢火車站、台北車站、新北市區，橫跨桃園
市、台北市與新北市，形成大台北一日生活圈。

圖 2 機場捷運分布圖
(三) 航空城興建
航空城計畫座落於桃園國際機場所在的桃園市大園區境內與小部分的
蘆竹區及中壢區，預計開發面積達 6,150 公頃。根據計畫內容，桃園航空城
將投入民間及政府資金超過 5000 億開發，預計在 2030 年後創造 30 萬個就業
機會、每年 800 億的稅收，以及 7 兆元的經濟效益。
值得關注的是，已完成徵收的桃園高鐵特區也納入在桃園航空城計畫範
圍內，即為「經貿發展園區」，這將直接帶動桃園高鐵特區的經濟發展，增
加更多資金投入於此，有利於商業成長。此為臺灣有史以來最大的都市開發
計畫，預計在 2023 年正式完工。只是近年來在徵收時屢屢爆發爭議，似乎
無法確認航空城計畫能否繼續執行。

圖 3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圖
(四) 國際商務城
高鐵自 2007 年高鐵營運至今已經有 8 年之久，超過 2 億多人受益。隨著
民眾搭乘高鐵日益普及，許多企業也看上站區周圍大量人口的流動而產生的
商機。2012 年底，國泰人壽以 43 億元權利金，取得位於桃園高鐵站地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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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經營權，與華泰大飯店合作將打造全台最大規模「國際商務城」，整體投
資金額逾 200 億元。
國際商務城分成四期開發與招商， 2015 年夏天即將開幕第一期商城，
有 95 家店鋪進駐，其中包括 75 家零售品牌、13 家美食廣場商鋪、以及 7 家
咖啡廳與餐廳。第二期的招商也已經在 2014 年五月開始進行，期盼 2015 年
底順利開幕。三、四期的招商也將興建 300 個房間以上的國際五星級飯店以
及國際企業總部大樓，將高鐵特區規劃成猶如台北市的信義區的金融時尚大
城。這將帶動高鐵特區發展與生活機能，未來出現大量的就業人口也為高鐵
特區帶來更多的購屋需求。

圖 4 國際商務城全區開發圖

圖 5 國際商務城全景圖

二、近期房價漲跌趨勢分析
為了能夠掌握桃園高鐵特區近幾年房價的變化，我們從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
中，查詢民國 101 年 1 月至 103 年 12 月裡，桃園高鐵特區內真實成交的房價資
訊，製成「高鐵特區房價漲跌趨勢表」，如表一所示。有關數據的採集條件為：
（一）以一年三季，每季四個月，查詢至少十筆以上高鐵特區內房屋每坪成交
單價之平均值。
（二）每坪成交單價，以扣除車位坪數及價格作為計算，較符合房屋交易之計
算方式，成交價格異常（過高或過低）將不予採用。
（三）取樣以屋齡三年內的大樓為主，為高鐵特區交易熱絡的主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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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高鐵特區房價漲跌趨勢表
高鐵特區房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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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鐵特區房價漲跌趨勢表」中可以看出，桃園高鐵特區的房價是以穩定
的趨勢成長，這樣的成長除了顯示近幾年台灣的房地產景氣熱絡之外，單就以桃
園高鐵特區而言，為何消費者對於此區域如此的青睞，使得房價一路上漲？我們
研判應該是與政府相繼投入的公共建設有關，從機場捷運的興建、航空城計畫及
國際商務城，這些對於新興的都市發展，皆有正向的助益，種種利多消息似乎也
增加民眾對於桃園高鐵特區的投資信心。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自 103 年開始，房價開始出現走跌的趨勢，為了進一步
探就其中的原因，我們將拜訪長期經營桃園高鐵特區的房地產仲介業者，藉由訪
談的方式，瞭解目前影響房價漲跌的實際情況。相關訪談內容將於下一段呈現。
三、桃園高鐵特區房價現況與公共建設的關連性
(一) 訪談時間：104 年 3 月 11 日
(二) 訪談對象：永慶不動產 青埔高鐵站前店 業務經理陳文正 先生
(三) 訪談內容：
1. 請問高鐵特區近年來房價的趨勢，及其影響房價的原因？
答：房價的漲幅取決於城市的潛力與景氣的好壞，高速鐵路的興建是
高鐵特區最重要的交通建設。以高鐵為主軸發展的城市，帶動了整個
重劃區的發展。
2. 我們發現 103 年開始房價有走跌的現象，請問其中原因為何？
答：近年來因為政府介入以及公共建設的延誤，包括捷運遲遲不通車
等因素，原本一坪可以賣到 30 多萬的房子卻掉到 25 萬元。雖然報章
雜誌上許多言論不看好此特區，使得民眾對高鐵特區的信心產生衝擊，
造成房價小小的滑落，目前還是處於平盤整理的狀態。
3. 捷運興建之後對房價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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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被看好的機場捷運，是很多民眾有興趣的題材。一旦通車，
將改變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也會使商圈轉移。我認為其他建設完工後，
只有微小的加分效果，唯有捷運通車才是房價大幅提升的重要因素。
4. 國泰商務城的完工，是否會使房價有潛力繼續成長？
答：受到附近居民期待的商務城反而卻只有些微成長，也許對附近居
民而言會提高「飲食機能」，畢竟商場所賣不是生活必需用品，成長
非常有限。
5. 航空城計畫是否會使高鐵特區房價攀升？
答：航空城的興建需要 10 到 20 年的時間，因為航空城計畫涉及五大
區域，層面非常廣大，加上政府的區段徵收也不如預期地容易完成，
這部份對於高鐵特區的房價影響是有限的。
6. 請問您對未來房價是看漲還是看跌？為什麼？
答：這幾年受到打房政策影響，加上建設遲遲沒有兌現，使得這個城
市沒有發展出預期的價值。未來隨著更多提升生活機能的公共建設完
成後，相信高鐵特區會越來越好，而房價應可達到一坪 30 萬以上。
四、當地民眾對高鐵特區房價的看法
在經過訪談後，接著想了解高鐵特區的民眾對高鐵特區房價的看法。我們以
本校高二同學與全校老師為對象，總計針對學生發出 230 張問卷回收 216 張，針
對老師發出 80 張問卷回收 64 張，學生回收率九成，老師回收率達八成。針對問
卷調查結果，我們作出以下分析：
(一) 民眾認為捷運興建對高鐵特區分析結果
在《圖 1-1》《圖 1-2》中，本校高二同學和老師大部分都認同捷運的興
建將會影響高鐵特區影響很大，顯示捷運對房價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民眾認為捷運的興建對高鐵特區分析結
果(以大園國 際高中高二同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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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20%

影響
很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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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18%

民眾認為捷運的興建對高鐵特區分
析結果(以大園國際全校老師為例)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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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響
很大
73%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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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認為國際商務城的興建對高鐵特區分析結果
從《圖 2-1》《圖 1-2》中，可看出學生和老師，認為國際商務城的興建
對高鐵特區會產生影響。相較於捷運的影響，認為國際商務城影響很大
(37%)的同學少了 23%，認為影響很大的老師（43%）也下降了 40%。
民眾認為outlet興建對高鐵特區分析結
果(以大園國 際高中高二同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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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outlet興建對高鐵特區分析
結果(以大園國際高中全校老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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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 2- 2》

(三) 民眾認為航空城對高鐵特區分析結果
由《圖 3-1》《圖 3-2》可以看出，不論是學生或老師，認為航空城對於
房價的影響明顯下降，僅剩 19%（學生）及 13%（老師）。
民眾認為航空城對高鐵特區分析結果
(以大園國 際高中高二同學為例)

否
14%

民眾認為航空城對高鐵特區分析結果
(以大園國 際高中全校老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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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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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四) 民眾對於此地段目前房價認知
從《圖 4-1》發現學生接近五成認為一坪要 30 萬以上，比起實價登錄高
出許多。由《圖 4-2》發現，約 41%老師對房價認知，較貼近市場行情。
高鐵特區現今房價的認知(以大園國
際高中全校老師為例)

高鐵特區現今房價的認知(以大園國
際高中高二同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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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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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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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對於此地段適當房價看法
如《圖 5-1》學生認為對於適當的房價看法，在 20 萬元以下占 46%。由
《圖 5-2》顯示老師們認為價錢在 15~20 萬（47%）為合理價錢的占大多
數。值得注意的是，老師不認為此區域的房價能到 30 萬元。
高鐵特區的適當房價(以大園國際
高中高二同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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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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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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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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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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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高鐵特區的適當房價(以大園國
際高中全校老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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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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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參●結論
自高鐵開通後，我們認為幾項重大的公共建設，如航空城計畫、國際商務城
到現今即將通車的捷運，似乎對桃園高鐵特區的房價，產生了關連與影響。我們
進一步作出以下結論：
一、公共建設對於桃園高鐵特區房價的影響性
綜合訪談與問卷分析發現，機場捷運是最大家被看好的公共建設，數據顯示
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機場捷運的通車對於房價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我們也認
為，捷運這項重要的交通建設，不但帶來交通的便利，並能串聯其他城市，使得
人口能快速流動，帶動多層面的發展，同時也是房價最有潛力提高的關鍵。其次
為國際商務城，2015 年第一期商務城的開幕將帶動周遭的商業活動，不但帶來
人潮，也同時提升了生活機能，值得大家期待。
另外在訪談時，受訪者認為航空城計畫對於高鐵特區的房價影響不大，其原
因為航空城發展所需時間長達 20 年，加上政府並沒有按照具體進度完成前期建
設，對於早已完成重劃的高鐵特區，短期很難發揮加分作用。從問卷的調查結果，
也發現大家認為航空城計畫對房價的影響力，明顯低於捷運建設及國際商務城。
最後在「高鐵特區房價漲跌趨勢表」中發現，103 年房價開始下跌，可能是
政府透過政策來抑制房價，造成台灣整體房價下跌。但我們研判此區域房價的下
跌，也有可能與捷運不斷延遲通車的負面消息有關。公共建設的發展對當地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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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升的作用，但若是建設遲滯或是中止，也將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二、對房價的認知與看法
根據問卷統計，本校同學認為目前高鐵特區房價在每坪 30 萬元以上，而有
四成左右的教師，認為目前高鐵特區房價落在每坪 25-30 萬元之間。而在實價登
錄網站統整 103 年第四季的數據，平均在每坪 25 到 30 萬元之間，顯示本校教師
較能夠掌握目前高鐵特區房價市場行情。原因可能是本校教師平均年齡為 39 歲
左右，大多正值購屋需求的時期，因此對房價的資訊有較多的接觸。
此外，多數受訪民眾認為高鐵特區合理的房價應該在每坪 20 萬元以下，與近
期實價登錄的平均價格，落差至少每坪 5 萬以上。也就是說，民眾認為目前房價
高於合理價格。由此推斷，民眾希望未來房價能夠向下走跌。這也反映出目前房
地產市場交易量萎縮、觀望氣氛濃厚的現象。但房地產從業人員卻認為，高鐵特
區的房價應該一坪要有每坪 30 萬元以上的水平，這使得對於未來桃園高鐵特區
房價的趨勢，呈現多空交戰、渾沌不明的現象，似乎不易預測房價的漲跌。
可以肯定的是，公共建設的發展對桃園高鐵特區的房價會帶來影響。只是無
論未來房價的發展為何，我們都期待政府所規劃的公共建設，都能夠讓在這個地
區生活的我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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