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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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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報告（1/5）

社員總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 出席率

73 29 7 73.47%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4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本週喜慶社友（1/12~1/18）

李美玲（Paul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18
江長霖（PP Frank）與楊麗卿女士結婚39週年 
　紀念日快樂  1/12
楊文宗（PP Bruce）與劉菁菁女士結婚26週年 
　紀念日快樂  1/18

本週節目（第2002次例會）

主講人： 蕭宇辰 先生
講　題： 故事行銷：臺灣吧經驗分享
學　歷： 台灣大學歷史系
經　歷： 高中教師
現　職： 臺灣吧Taiwan Bar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故事Story Studio營運長
介紹人： TT社友

職業參觀暨扶輪家庭活動

時　間： 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
行　程：  09:00~10:00  於松江路【行天宮圖書館】前集合搭

乘遊覽車出發前往台北港

 10:00~11:30  於【東立物流】聽取簡報並進行參觀
行程

 11:30~12:15 出發前往【富士大飯店】
 12:15~13:30 享用午餐（由Adam社友招待）
 13:30~14:30 扶輪家庭活動：珠寶講座
 14:30~15:00 賦歸，原車返回出發地點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喜慶社友Andy與Eason一起分享大家的祝福

例會捐款報告（1/5）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 12,846 50%平均分攤 87,383
IOU 8,500 承上期 518,308
承上期 608,901 合　計 605,691
合　計 630,247

總　計：1,235,938

丙、高球捐款 丁、獎助金捐款

IOU 1,000 IOU 3,000
承上期 67,000 承上期 369,800
合　計 68,000 合　計 372,8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6,000
承上期 292,000
合　計 298,000

下週節目預告（1/19）

月底例會：職業服務楷模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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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與政府管制下不動產投資展望

各位天母社的PP、社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原本今天我要講的是都市的軌道發展和不動產開發，

但是想到軌道建設是都市發展處的事情，我怕大家聽到一

半就睡著了，所以就臨時調整了題目，今天就利用很短的

時間來跟各位分享一些不動產資訊。我個人經歷大多跟建

設和不動產服務有關，其中我最自豪的是第一項：2019-20
年度南港扶輪社社長；此外，我還寫過11本跟不動產有關
的著作。

我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是：到底該不該買房？我可以

用《掌聲響起》這首歌改編而成的「漲聲響起」來回答各

位：「好像初次的舞台，聽到第一聲喝采，心中有許多的

感慨。經過多少的還債，經過多少次買賣，告訴自己要忍

耐，漲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你的哎呀將與我同在！」

我從年輕到現在一共買了12戶房子，現在只剩下4戶，每次
我都會為了太早賣房而感到可惜。台灣的房價因為房市混

亂、銀行借款容易和稅收不公平等原因一直居高不下，舉

例而言你買一部車，一年的牌照稅遠比住家的地價稅高出

許多倍，相較之下，房屋持有成本真的很低，這些都是我

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其實不動產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包含社會變遷、政治

因素、政府政策、經濟景氣、市場供需等等，但其中有些

因素我們只能被動接受，無法左右，譬如國土計畫法這種

東西，它預計從114年開始實施，未來將會改變所有土地的
生態，屆時將不再有都市土地和非都市土地之分。而我們

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則有像是少子化、高齡化、都市化，以

及產業結構變化、房價所得比、經濟成長率、市場空屋率

和可開發土地供給。除了疫情和兩岸問題，台灣人口負成

長持續惡化，勞動人口比例低於70%，很多私校已經開始
停招，政府又在打房，又有缺工、缺地、缺電的困擾⋯，

在在影響著不動產市場。

我們從供給和需求來看不動產價格，台北市從1997年
到2021年，平均單價從2、30萬升到8、90萬，但房貸利率
卻是從高點一路往下掉。台灣的房市有些奇怪的現象，供

給越多時房價越高、經濟不好時房價照跑、空屋越多時房

價越高、所得未增加但房價一直升，還有就是股價指數不

關房價的事。

房價高低與否不能只看房價金額，要參考「房價所得

比」，它也稱為「購屋痛苦指數」，指的是該地區家戶平

均年收入與平均房價的比值，超過6可歸為有高房價問題，
超過9則代表問題相當嚴重。數字9代表了如果你要買房
子，以你的收入必須9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得起房子，而台北
市的數值是16.17倍、新北市是12.82倍，意思是以一個台
北市中位數收入的家庭要購買台北市中位數的房子而言，

必須要16.17年不吃不喝才有可能，如果要吃要喝的話，那
麼就需要50年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的房子。目前全台灣
的房價所得比平均值是9.69倍，顯然房價是高的。另外，參

考房貸負擔率，也

就是中位數家庭每

個月應繳的房貸金

額在每個月的所得

當中所佔的比率，

這也是衡量房價負

擔能力的指標。現

在台北市的房貸負

擔率是67.07%，
而全台平均值是

40.55%。看到近10年的房市買氣，家戶購屋比也一直逐年
下降，大約每100戶只有5%會去買房。

台灣的房市從2012年到2021年，新成屋大約是177萬
戶，但以這10年間蓋的樓地板面積來計算可容納的人數來
計算，供給是需求的5.4倍，這還不包含未來捷運周邊、高
鐵沿線、雙北市都更和容積移轉等等，過去和未來興建的

房子一共可以容納4445萬人居住，而台灣人口數現今也才
2330萬人，過去10年間也才增加了85萬人。加上現在台
灣社會不婚、不生、不孕、不怕離婚的人一堆，現在就有

1025萬的單身人口，適婚年齡的女性10人中就有7人未婚，
種種情況都表示未來房市供過於求的現象只會更過。

再來就是房屋繼承及贈與逐年增加。有一天晚餐時，

我看到新聞提及台灣房價太高，年輕人很難買房時，就跟

我讀東吳法律系的兒子說：「你們年輕人真可憐，畢業後

收入才幾萬元，以後怎麼買得起房子⋯⋯」，然後他突然

跟我說了句：「我不會搬出去的。」這是什麼意思？就等

著繼承我的房子嗎？以後的年輕人只有兩種選擇：等著繼

承或者乾脆放棄努力，反正怎樣也買不起房子，而不管是

上述哪一種情況，如果沒有買房的動力，那房市要如何維

持下去？

現在台灣的空屋率高達9.52%，而住宅自有率是78.6%
，表示只有21.4%的人還有購屋需求。根據內政部日前公
布2022上半年低度用電住宅（俗稱空屋）統計，全台約有
85.8萬宅空屋，空屋率結束連五期下滑，回升至9.52%，為
近3年相對高點，較去年下半年增加0.86%，是近十年最大
增幅。空屋率回升，代表房市恐賣壓出籠。誠如我剛才所

說，過去房地產的經驗從未同時面臨快速少子化、加速老

齡化、勞動人口遞減、大學生人數急降以及人口負成長這

些問題，而這些都是影響不動產市場的重要指標。2020年
全台建物買賣移轉的數量是32.65萬棟，2021年則有34萬
棟，但2022年首次負成長下來，預計在32萬棟以下，這意
謂著房地產市場在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冷下來，如果將六

都拆解開來，受到影響最大的是新北市、台南市及高雄市。

過去幾年房價高漲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經濟成長率、台

商回流、新興工業區的帶動、營建成本上升、通膨保值的

心理、中南部傳產回流等，但以上原因沒有一個是民生住

宅的剛性需求，因此政府才會祭出各種調控政策來打房，

不過觀察本波四次的信用監管細節，最主要仍是針對囤房

投機客進行打擊，包含公司法人、3戶以上自然人以及購

主講人：張耀仁PP City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地貸款的寬限期進行調整，而非要一竿子打壞整個房市產

業。前幾天，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通過，據說1月9日就會進
行三讀，此次修正重點有以下幾點：限制預售屋讓與或轉

售、重罰不動產炒作、建立檢舉獎金制度、私法人取得住

宅用房屋許可制、預售屋解約要申報登錄。

疫情與政府政策下，不動產將面臨幾個問題：一、

買房越來越難，因為貨幣預期貶值，資金轉入房地產市

場。二、賣房也越來越難，因為價漲量縮，不動產業走入

呆滯的不良循環，政策也將對賣方更加嚴厲。三、品質控

管也難，因為疫情造成邊境管制措施導致工人銳減，建案

缺工。面對以上問題，我們可以採取的策略有：選擇成屋

會優於預售屋、購買預售屋要選擇優質建商、房貸能用則

用，最好是用好用滿。

有人問我台灣的房市會不會泡沫化？從歷史經驗來

看，所有的泡沫中房地產應該算是最危險的一種。畢竟股

市的暴跌通常還不足以拖垮銀行系統，但是房地產市場的

一次崩盤，卻足以拖垮銀行的根基。如果今天價格上漲的

原因是由於投資者相信，明天他們能以更高的價格賣出，

而基本要素的價格又沒有調整，那麼就存在著泡沫。也就

是說當主要經濟活動來自大量投機活動所支撐時，由於缺

乏實體經濟的支持，這種價格的上漲就會像泡沫一般容易

破裂，經濟學上稱為「泡沫經濟」。當然，我們也可以參

考幾個幾標：1.空屋率：2022年全台約有85.8萬宅空屋，
空屋率回升至9.52%，原則上只要不超過11%就可以持續觀
察。2.新建待售餘屋數：2022年第二季全國新建餘屋量為7
萬7千戶，其中以桃園、台中、台南最多。3.購置住宅貸款
違約率：購置住宅的違約狀況可以讓我們了解目前房市結

構是否健康，目前購置住宅貸款違約率在2022年10月仍然
維持在0.08%的歷史低點，低違約率也說明了目前銀行貸放
出去的資金，主要為財務狀況較為健康的購房者為主。4.經
濟成長率（GDP）：預估2022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為3.04%
，2019~2022連續四年達3%以上，顯示增速即使放緩，仍
能支撐房價成長趨勢。

綜合上述指標，台灣的不動產還算是很健全，應該不

用擔心泡沫現象。台經院預估2023年的經濟成長率只有
2.72%，這點值得注意一下，因為經濟成長越好，就越不用
擔心房地產價格會掉下來。可以預期的是今年的市場成交

率會下降，價格也會呈現緩降。

至於未來的房地產由於政府的管制措施，以後想靠短

期的房產炒作獲利將會很困難，如仍有投資房產的想法，

一定要選擇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將抗跌性、安全性、流

動性放在首位，投資的期限也要調整成中長期。由於未來

台灣的經濟結構會轉往科技業發展，「經濟成長伴隨貧富

差距」的情形將難以避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此一

般民眾買不起房的問題只會日趨嚴重，這些人住房問題將

愈來愈需仰賴政府的社會政策來解決。此外，由於房屋建

造的成本結構很難下跌，所以新房價也難以下跌。通貨膨

脹已經成型，貨幣貶值的憂慮將促使民眾購買資產（包括

房地產）來保值、避險，加上房貸的低利率會使得買房的

需求只旺不衰。

疫情使得民眾的人生、價值觀都將逐漸改變，民眾購

房會更趨理性，像是因注重結構安全，而選擇依1999年
以後新的耐震規範設計、施工的房子，更關心居住的舒適

性，而選擇採光通風好、隔音佳、智慧化的居宅，而這樣

的房子也更具防疫、防災功能。疫情後的不動產投資策略

根據台灣CCIM商業不動產投資信心指數（ICI）調查結果公
布，五項指標均全數上升－辦公室、旅館、店面、土地開

發、總體經濟環境，其中信心最高的指標為「土地開發」

，信心居次的指標為「辦公室」。

展望未來台灣房屋市場，不動產已與過往不同，投資不

動產需要更審慎評估。我給各位幾項建議：1.麵粉（土地）
優於麵包（房子）；2.「現在是蛋黃」或者「未來的蛋黃」
優於「永遠的蛋白」；3.麵粉買大、麵包買中小；4.留來留
去留成「酬」；5.了解政府的打房政策。最後歡迎大家來跟
我諮商。其實不動產賣的就是投資財、希望以及等待就能輕

鬆致富，還有就是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謝謝大家！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Bruce、Cory、Hank、John、Lio、Sam、Wool、 
Taipei George

△ 熱烈歡迎張耀仁PP City蒞社演講，必定精彩：Brian、 
Cory、John、K.C.、Kevin、Lio、Porcelain、Sam、 
Taipei George

△ 純歡喜：Arch
△ 新年頭、舊年尾，賀本週喜慶社友大快樂：Brian
△ 祝賀社友2023，平安、健康、喜樂：Henry
△ 恭賀喜慶社友及夫人快樂、萬事如意：K.C.
△ 新年快樂：Oliver
△ 2001次例會也是2023年第一次例會，祝賀大家新年快樂：Sam

※ 高球捐款：
△ 歡迎PP City蒞社指導，演講精彩可期！Ken（NT$1,000）

※ 獎助金捐款：
△ 2023大家新年快樂：Andy（NT$1,000）
△ 新的一年開始，祝各位社友2023年一切平安順利、闔家 
安康、天母社越來越旺盛：John（NT$1,000）

△ 慶祝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幸福永久：Porcelain 
（NT$1,0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新春恭喜，祝全體社友兔年行大運！George（NT$3,000）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快樂、週年誌慶，幸福美滿！ 

Kevin（NT$2,000）
△ 迎接玉兔新年，祝賀大家健康、快樂：Taipei George 
（NT$1,000）



四大考驗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總監的話

1919愛走動暨幸福巴士送暖到你家活動翦影

各位敬愛的扶輪社友：

在全球度過了重重關卡的2022，我們迎向了充滿光明
希望的2023，首先先祝福大家新年快樂！新的一年事事如
意，各行各業都能蓬勃發展！在跨年的那一段日子，寒流

陣陣來襲，大家要做好保暖工作，照顧好自己和關心家人

的身體。

一月份的扶輪主題是「職業服務月」，12月時地區舉
辦了職業參訪活動，參觀了國巨陽傘、高端疫苗廠、南僑

觀光工廠，行程可謂深且廣又多元多面向，大家深入認識

了更多的專業。身為扶輪人的初衷，應是以高道德標準，

貢獻個人的專業並視個人之職業為另一個服務的機會。做

事與做人，基本的教義都一樣，惟「真誠」與「平等」

而已。在個人職業的範疇，用誠信與正直的態度，對待

工作中的人事物、買賣或服務；在人際經營的範疇，或是

面對競爭者與大眾，以真誠為本心，共好的態度，必能在

團體中獲得支持進而創造雙贏。上個月因為國際扶輪社長

的訪台，她所參訪的全球獎助金計畫，拓展宜蘭農地進行

高經濟作物「松露」養殖，以期藉由多方的專業農事職業

支援，創造社區經濟發展，改善人群的生活。這種善用資

源，互利共生，相輔相成的概念，相信在各工作領域都是

領導者的各位社友，一定能夠瞭解這其中的奧義。

年度的下半場開始了，地區在過去的半年成立了三個

新社，各有其不同的特色，主題、組織都很明確，社員們因

為相同的喜好、背景、興趣而結合因此充滿凝聚力。發揮自

身的能力，打造不同的環境，充分實踐扶輪的多元策略計

畫，對這個超過百年的組織來說，我們一直是對她懷抱無限

希望的。農曆春節即將到來，過年過節的氣氛總是令人歡欣

雀躍，期待年度的下半場，大家繼續熱熱鬧鬧，繼續努力為

地區開枝散葉，創造屬於3521的光榮願景。想像更多的可
能，創造更多的希望，為我們自己還有這個大家庭，注入更

多的活力與能量！ 祝福大家，新春佳節愉快！
地區總監 李澤汝DG Jo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