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場：91/05/09（四）   9：30—11：30AM 

        主講人：國泰建設  張清櫆 協理 

        主持人：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廖咸興 教授 

        講  題：『台灣房地產業之經營概論』 

背景介紹：低迷已久的房屋市場，在去年第四季出現「春天

的燕子」，各地陸續傳出客戶增加、成交上揚的

好消息，業界預期，只要兩岸關係朝正面發展，

這股購屋熱潮可望在年後，持續發燒至 329 檔
期。台灣省建築開發公會更認為，由於政經環境

已無利空衝擊，加上低利優惠房貸、土增稅減半

徵收、股市升溫等利多支撐，使得市場交投熱

絡，今年預售推案量預估為 1,200億元，約較去
年成長三成。台灣房地產業的前景究竟如何？？

歡迎您一起進入房地產的世界！！ 

 

 

 

 

 

 

 

 

 

 

 

 

 

 

 



台灣房地產業之經營概論 

 
國泰建設  協理 
張清櫆 

廖咸興 教授： 

不動產產業在全世界的任何經濟體都是很重要的部分，近幾年不動產

部門的表現不是很出色，但將來不論從事企業經營、企業服務，以及對個

人來說，不動產市場都將與你息息相關，很高興邀請國泰建設協理兼發言

人張清櫆先生，他在實務上的經驗非常豐富，相信今天的演講內容將非常

寶貴。歡迎張協理！ 

 

張清櫆 協理： 

今天很難得有此機會到貴校進行專題報告，房地產可算是傳統產業，

土地是原料，經過加工之後，產品即是建築，而建築的種類很多，例如住

宅、教室、店鋪、商業建築等等，日常生活中與建築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即使不是從事建築行業的人，也從日常接觸中對此行業有些瞭解，因此，

今天便將重點放在此行業過去發展的概況以及經營概況，第一部份報告的

是台灣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四十年間的發展概況，包括市場的景氣波動循環

等，第二部份將提到市場景氣與經濟變動的關係。除了回顧過去歷史之

外，台灣在過去十年中，房地產市場屬於景氣谷底的小波段循環；過去房

地產景氣的循環約為三到七年，但最近十幾年來並非如此，這與整體市場

的供給與需求量有很大關係，因此第二部分也將提到市場供需的數字；另

外也將報告在房地產經營上，大家較希望瞭解的事，包括影響房地產經營

的因素、建築業運作流程等，最有若還有時間，也將介紹國泰建設的經營

概況。 

 

台灣房地產市場之發展概況 

在過去四十年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演變，四十年之前，台灣房地產市場

並不成熟，可說沒有所謂的房地產市場，因此我們將過去四十年的房地產

市場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部份，一九六０年代以前，房地產市場剛開始成

型，第五階段則是最近十年內的發展狀況，中間則是每十年分為一個階段。 



一九六０年代之前並無房地產這種行業，從以前的歷史資料以及前輩

的口耳相傳中可以得知，一般建築行為剛開始都是因為個人需要，屬於低

密度利用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通常屬於自用。 

其次，六０到七０年代時，房地產開始略有發展的雛形，在七０年代

後期，出現了所謂的預售制度，雖然中間發生了很多問題，但仍相當重要。

台灣光復十幾年後，台灣經濟成長陸續有好的表現，人口也開始成長，所

得增加之後，需求也增加了，便開始有住宅需求，而前一階段從事建築行

為的個人慢慢組成小型的公司組織，開始從事房屋買賣行為，從中取得利

潤，建設公司的組織也慢慢出現，有了需求，建築物的使用程度便會增加，

因此，早期的兩、三層建築開始變成四、五樓的公寓，建築產品內容也開

始多元化，例如店鋪、商業大樓的需求。預售制度也在一九七０年末期時

出現，而預售制度的形成有其時空背景，早期買房子是現金交易，後來因

為需求增加，交易行為增加，若能依據工程進度繳交款項，對購屋者來說，

買房子的資金運用較能控制，對建築公司來說，可陸續有預售制度的期款

收入，對公司資金的運作也會較為輕鬆。 

七０到八０年代之間是房地產市場變化較大的時代，市場的發展型態

較有規模，因為外匯存底增加，整個市場發展的不錯，但這段期間發生了

兩次景氣波動循環，在房地產發展過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第一次景氣

變化發生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們退出聯合國，對台灣政治環境來說是很

震撼的事，房地產行業除了基本面與市場面外，政治面的影響很大，七一

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很多人沒有信心，有錢的人開始移民，沒有錢的在國

內也不想購置房地產，因此當時約有一、二年的時間，整個市場處於停頓

狀態。約在七三年時，發生了全球性的石油危機，早期生產事業對石油的

需求量很大，對我們來說，物價將飆漲，大家認為資產會貶值，建築公司

便開始廣告，表示若現在不買房子，資產將會縮水，因此房地產又開始熱

絡了，只要房地產景氣熱絡，景氣循環過熱，影響整個產業運作或一般百

姓的日常生活時，政府就會進行干預，因此，在民國六十三年左右，政府

開始進行限制措施，例如限建措施以及穩定物價的措施；當時的建築行為

已經開始出現公寓及大樓，當時便限制不能蓋五樓以上的建築物，主要希

望能控制建築物的供給量，而政府的限制措施施行之後，對建築業便產生

立竿見影的效果，市場開始降溫，一段期間後，市場便處於谷底。一九七

八年時，發生了中美斷交，產生的衝擊比退出聯合國時更大，當時認為中

美協防對台灣安全是一項重要的因素，中美斷交後可能對台灣安全有所影

響，和上次一樣，很多人開始移民，在國內的人也不願意購買不動產，因

此市場又變的十分冷清；很巧的是，第二年又發生第二次全球性的石油危

機，由於前一次石油危機的經驗，大家瞭解物價將會上漲，資產會縮水，

房價也將上漲，因此這次的房地產景氣變的非常熱絡，且程度超過第一

次，曾聽前人說過，那段期間買房子幾乎是用搶的，只要建築公司有房子，



大家幾乎都排隊買房子，而且是拿著現金，而過熱之後政府當然會採取限

制措施，當時政府開始宣示將會追查購屋資金來源，另外則是空地限建，

規定空地若放太久需收空地稅，若超過一定時間不蓋，政府將照價收買，

因此當時市區很多空地突然間蓋了很多一樓的房子。 

剛才所說的兩個年代，市場變化很大，對於整個產業的變化影響很

大，另外一項較大的變化是一九八九年時的房地產狂飆，房價上漲兩、三

倍，這也有其時空背景，第二次景氣高峰時，政府進行了很多措施，市場

當然因此冷清很多，若沒有特殊的市場或經濟面影響，市場會較為平靜，

而當時國際經濟不是很好，國內經濟當然也不好，收入減少之後購買力當

然不足，因此但八一年到八五年間的市場景氣不是很好；但是一九八六年

開始，國際經濟開始好轉，國內經濟也開始好轉，當時的貨幣供給額都達

兩位數成長，銀行體系的資金便很充裕，市場資金也很寬裕，而當時投資

管道很有限，一般民眾的投資行為大約都是買股票、買房子，而且當時台

幣升值，國外資金開始到國內拋匯，賺取利差，很多熱錢因此流到台灣，

而因投資管道有限，也只能炒股票與買房地產，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於一

九八九年時，大家突然發現房價已經漲很多了，以國泰建設為例，當時松

山區有一棟房子已經蓋好了，售價約七萬多元，有需求的人便買了，經過

一年之後，房價變成二十幾萬，也就是說，在那段房地產狂飆期間賺錢的

不是房地產公司，而是買房子客戶。當時股票也很熱絡，也因此出現很多

金錢遊戲，很多家庭主婦跑到號子做股票，稱之為菜籃族，當時除了家庭

主婦之外，上班族也一樣，很多人上班時偷偷跑到號子交易，甚至後來辭

掉工作不上班了，政府認為這樣不行，便開始了一些管制措施，其一為選

擇性信用管制，當時景氣過熱，很多人投資房地產，政府便限制建築融資

行為，不希望建商隨便的就可取得資金進行投資行為，建築融資限定很多

用途，例如限制高爾夫球場土地不能進行土地融資或建築融資，建築公司

要興建必須提出確定的興建計畫，若沒有則必須收回資金，在種種限制之

後，市場開始下滑。 

一九九一年至今的十幾年內，市場沒有大變化，市場景氣處於谷底，

而谷底中還是有些起伏，這段期間業者所關心的是，今年不好，明年會不

會比較好，而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不會再更壞了，若供需差距減少，春天應

該將近了，但每年都很失望；一九九五年時因為景氣處於谷底太久，很多

建商開始跳票，九六年時第一次總統民選，競選期間大家關心的是選舉，

建商便會避開選舉期間推出廣告，而當時因選情激烈導致中共的砲彈演

習，對國內民眾也產生影響，很多資金開始外移。九七年時發生了林肯大

郡事件，政府開始限制山坡地的開發，例如開發十公頃必須有建築許可、

環境影響評估等等，因此國內山坡地開發目前幾乎已經凍結了；而金融風

暴的發生，對國內經濟影響也很大；還有白曉燕事件，國內的別墅也因為

安全的顧慮而沒人要買；另外則是夾層屋事件，在八九年市場開始不景氣



之後，建築業為了生存，便想盡辦法推出新產品，夾層屋便是其一，一般

房子約為兩米八到三米高，而夾層屋則為三米六，之後再做夾層，建商廣

告便會表示，雖然賣的是三十坪，但做了夾層後可能變為四十坪，政府發

現後便開始清查、拆除，之後建商便不敢蓋了。 

九九年則是九二一大地震，地震後大家開始思考居住安全，而中部很

多倒塌的房子都是大樓，很多人因此選擇別墅，這段時期中南部的透天產

品便賣的不錯；在大樓方面，一般屬於 RC 結構，地震時倒塌的也都屬於
這類結構，地震後一些業者開始推出 SRC或 SC結構，而其實 RC結構只
要結構計算依照一般法規規範進行，而且能控制施工品質，則結構安全性

絕不會比 SC或 SRC差，但地震後，尤其台北市目前推出很多五、六千萬，
甚至上億的房子，若不表示房子的結構為 SRC或 SC，安全性有保障，消
費者就不會想買，因這也是銷售的重點。 

二０００年後政黨輪替，發生了很多政治面的事件，而政治面的紛擾

對國內經濟會產生負面影響，若經濟表現不好，將影響房地產的表現。 

另外，最近兩年遭遇了很多風災，如象神風災、桃芝與納莉風災，這

段期間大家買房子便會考慮該地有沒有淹水，因此，只要該地淹過水，當

地的房子幾乎無法賣出，除了政府需進行防洪措施外，建築物中也能做一

些防水措施，而消費者是很容易淡忘的。 

這十年中，我們都期望明年會更好，但都不如大家所願，因為如上所

述，每年都發生了一些事。 

過去幾十年中，第一次景氣高峰期為民國六十二年到六十三年，主要

是因為發生石油危機，以及石油上漲後的物價上漲，導致民眾買房子保

值。第二次景氣高峰為民國六十七年到六十九年，也是因為第二次石油危

機。第三次景氣高峰則是民國七十六年到七十八年，主要因為經濟的持續

好轉、民眾財富增加、游資也增加，而最重要的是台幣升值，熱錢流入台

灣套利。而不論哪一次景氣循環，只要景氣到了高峰期，政府都會採取壓

抑措施，如金融改革措施、財稅政策、土地措施等等，金融上可進行金融

緊縮、資金控管，財稅上可調整稅金，土地方面，以前市場不好可以興建

國宅，最近則不主動興建國宅，只有眷村改建的行為。而最近十年市場不

好的因素主要有兩個，第一為土地公告現值，這是土地交易時的課稅基

礎，而公告現值的價格與市價差距很大，以公告現值十萬為例，土地市價

可能為三十到五十萬；而十幾年前政府也曾表示要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這
樣的政策宣示對業者推案的誘因很大，以台北市為例，住商容積率為百分

之兩百二十五，等於政府限定了每塊土地的強度，早期未實施容積管制之

前，土地強度是以道路寬度訂定，例如住宅區面臨六米道路，房子容積則

為六米乘一點五加六，現在訂定容積率之後，強度勢必大幅降低，取得成

本也相對提高，已經買土地的人將會受到影響，很多人便趕快申請建築執



照以確保容積，因此造成這段時間大家搶著建造，而建築執照有期限，期

限到了，不得已只好蓋了，因此後期市場供給量一直居高不下。 

由房地產及經濟景氣波動圖中可以看出，六十二及六十三年第一次高

峰期時，房價上漲約為百分之八十，六十八年第二次高峰期時，房價大約

上漲百分之四十，到了七十八年時，則上漲約一倍；在經濟循環曲線方面，

在六二、六三年，六六、六七年，以及七三年的高峰期間，經濟成長都是

兩位數的；貨幣供給方面，六十七年時成長百分之三十幾，七十六、七十

七年間亦為百分之二十幾到三十幾，因此當時的資金很寬裕；在物價上漲

部分，六十三年時為百分之四十七，六十六、六十七年約為百分之七，而

七十六、七十七年的最後一次高峰期時，物價上漲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幾，

因此這次的景氣高峰與物價影響關係不大；以放款利率來看，前兩次高峰

期約為百分之十幾，而最近一次則為百分之七；在美元匯率部分，前幾次

為三十幾，七十七年時則為二十幾元。因此，房地產景氣循環與經濟間有

其關連性，前兩次明顯可看出物價因素佔了造成房地產景氣高峰的很大部

分，但第三次物價因素則不明顯，主要則是因為台幣升值、熱錢流入，造

成金錢遊戲。 

在經濟循環與房地產景氣循環之關連性方面，以時間點來說，第一次

經濟循環約為民國五十八年到六十三年，房地產景氣循環約為六十二到六

十三年，自經濟循環的谷底到房地產熱絡起點間的時間差約為三年五個

月，而房地產高峰期結束到經濟高峰期結束，約落後一個月；以第二次循

環來看，經濟循環約為民國六十四年到六十九年，房地產景氣循環則為六

十七年與六十九年兩個小循環，自經濟循環的谷底到房地產熱絡起點間的

時間差約為三年，而房地產高峰期結束到經濟高峰期結束，約落後七個

月；以第三次循環來看，經濟循環約為民國七十二到七十三，以及七十四

到七十八年，房地產景氣循環則為七十五到七十八年，自經濟循環的谷底

到房地產熱絡起點間的時間差約為三年到一年，而房地產高峰期結束到經

濟高峰期結束，約落後二個月；因此，景氣循環有其規律性，經濟約有四

次循環，房地產約有三次循環；由剛才的數據來看，自經濟循環的谷底到

房地產熱絡起點間的時間差約為三年，而以房地產高峰期結束與經濟高峰

期結束相比較，時間差約為半年，基本上，經濟景氣會領先，房地產景氣

會落後，但經濟高峰期結束時，房地產高峰期也差不多結束了，因此，經

濟循環較長，房地產循環較短。 

在總體市場部分，景氣不好與市場的超額供給有很大的關係，以台北

地區近十一年的市場供給量以及市場需求量來說，八十一、八十二年時，

供給量處於最高峰，而景氣於七十九年之後已經開始下降，為何還有供給

量？主要有兩種狀況，一為建商主動性推案，因為在前幾次循環中，大家

發現這行業獲利很高，因此想要推動，另外則是被動性的，因台北市政府



宣示實施容積率，建商只好先領建照，之後沒辦法只好推案；到了八十六

年，台北縣也要實施容積管制，因此又有一個推案高峰期。而需求量方面，

其實相當平穩，因此供給量高峰期時，與需求的差距相當大。台中地區方

面，供給量高峰期也在八十一年，另一個小高峰期則八十六、八十七年，

因素與台北類似，而需求變化也不大。台南地區方面，八十一年亦為供給

量最高峰，而台南地區因為市場較小，變化會較大，但供給與需求仍有差

距。高雄地區方面，變化亦與其他地區類似，供給與需求差距也很大。以

上四個主要都會區約佔台灣進一半以上的量，因此可以代表這個行業過去

幾年的變化，八十一年約為供給與需求的最高峰，而去年也都是最低，我

們將這四個都會區相加，八十一年最高峰時，供給量約為二十萬戶，需求

量約為八萬戶，差距約為十二萬戶，以九十年來說，不論供給或需求，都

已到達谷底，四個地區的總供給量約為兩萬戶，約為高峰期的十分之一，

需求量約為四千戶，約為高峰期的二十分之一，因此，可以明顯感受到市

場差距相當大。 

在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統計部分，要從事建築行為當然需申請建築執

照，包括興建、增建、改建、修建等，建築執照申請後有工程期限的限制，

房子蓋好後還要領取使用執照，才能申請水電、瓦斯等，因此，建築執照

可視為市場的先期指標，使用執照可視為後期指標；在建照方面，台北地

區建照申請量變化很大，沒有規律性，八十二年時，地下室需計入容積率，

因此量便增加；使用執照方面，與建築執照變化大約一致，若兩者差距大，

代表單位面積可能增加，與當時業界推出的產品有關連性，而使用執照高

峰期約為八十四年，因為建築興建有工期因素，因此量會經過兩、三年才

會出現。在台中地區方面，建照在八十一年與八十六年的量較高，九十年

時又降低，以戶數來看，八十一年約為七萬多戶，九十年約只剩三千多戶，

起伏相當大，而使用執照的高峰期為八十三年，表示其工期比台北低，可

能是中南部房屋樓層較低，而且產品通常為透天別墅。台南地區方面，建

築執照在八十一年時，量突然增加，約為一萬多戶，九十年底時，申請量

約為十分之一，使用執照方面，高峰期約在八十三年，最近一年亦降到最

低點。高雄地區狀況亦相當類似，建築執照高峰期約為八十一年，第二高

峰約為八十六年，使用執照高峰期也在八十三年，最後一年亦最低。 

在空屋率統計方面，過去十幾年市場不景氣，大家對超額供給問題相

當重視，除了市場的基本面外，這是很困擾的問題，而對於目前市場有多

少空屋的問題，並無客觀的數據可以參考，而空屋或餘屋有幾項統計可以

進行，一為市場推案量，但市場推案量沒有公定單位統計，都是業界自行

統計，而公司通常都會保密，統計有其困難度，而營建署後來也希望推動

這樣的工作，但目前仍為推動完成；另一方式為以台電的用電量統計，房

子的用電量若在基本度數以下，表示房子可能沒有人住，但其中也有盲

點，因為有人可能買兩棟房子，有些房子只在假日使用，用電量當然在基



本度數以下，有些人可能住在都會區，但老家在鄉下，鄉下的房子用電量

當然在基本度數以下；另一方式則為戶口普查，戶口普查約每十年一次，

統計數字可能較為精確，但統計時對空屋的定義也有問題，實地調查時可

能因為查了幾次找不到人而將其列為空屋，而這樣的空屋可能是如前述的

第二個家，因此，這部分統計也不一定客觀。 

我們比較八十九年與之前十年的戶口普查可以發現，台灣地區十年前

約有六十七萬空屋，十年後約有一百二十二萬戶，空屋率約為百分之十七

點六，與外界所說的一百萬戶相當接近，以八十九年來看，北部地區空屋

率為百分之十七點六，中部為十八點九，南部為十六點二，東部為二十一，

東部與金馬地區不是主要市場，因此我們只看北、中、南部，其中台北市

空屋率最低，為百分之十二點二，最高為台中市的百分之二十六，這與剛

才市場統計的數據相當吻合，台北市各種產業相當密集，就業人口多，購

買力較高，房價也相對穩定；台中市可能因為土地多，而且就業人口不能

與台北相比，另外，台中市政府過去幾年規劃了很多重劃區，蓋了房子後

就滯銷。在四個都會區中，台北市的豪宅可能是地點好，而且建材用的不

錯，但最精緻的應該是台中市，因為台中市房子太多，預售屋必須給客戶

好印象，例如如何規劃、安全管理、庭園等等，若要賣蓋好的成屋，當然

要做的更好，因此台中市的房子都很精緻，這樣的房子在台北，一坪約為

六、七十萬，但在台中市，以前大約十幾萬，現在不到十萬，而高雄市則

更便宜，因此城鄉差距、所得差距，以及房價差距相當大，由此可知，空

屋率與都市結構有相當的關連性。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四個都會區是

業界推案較多的地區，在台灣一百二十二萬戶空屋中，四個都會區約有七

十二萬戶，約佔台灣地區空屋的百分之六十。 

除了由戶口普查計算外，另一個推估方式則由住宅存量與戶籍量推

估，即由前一年的住宅存量加上今年度完工戶數，再扣除當年度的拆除戶

數，則可推算出新的一年的住宅存量，若一個戶籍擁有一戶房子，則由其

間的差距可以看出現有的住宅存量是多還是少，過去幾年住宅存量逐漸提

高，但去年又下降，台北地區住宅存量約為兩百二十萬戶，戶籍數約為兩

百零六萬戶，差距約為十四萬戶，假設一個戶籍擁有一戶房子，這些住宅

存量中則多出了十四萬戶房子；台中地區超出率則相當高，八十七年時甚

至高達百分之二十四，九十年住宅存量為八十五萬戶，戶籍數為七十一萬

戶，相差十四萬戶；台南與高雄較為特殊，以這種方式推估來看，台南是

不足的，台南的住宅存量為五十二萬戶，而戶籍數卻為五十六萬戶，看來

似乎不足兩萬九千戶，而高雄則不足六萬戶。 

在購買力的問題方面，房屋能不能賣出與購屋者的購買力有很大的關

係，經濟好或市場游資足夠，便有錢買房子，但是買房子時，需看購屋客

戶的購買力與市場推出之主力產品總價是否吻合，若不足，則無法購買；



因為目前通常為預售，配合建商提供的貸款百分比，假設每年還款的貸款

金額佔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貸款利率參照當年度利率計算，一般以二十年

期貸款計算，若以此方式計算，九十年台北地區有能力購買房子的總價約

為一千萬，台北縣約為七百五十萬，而以去年度實際推出的房屋總計來

看，台北市電梯住宅平均為三千四百萬，購買力約為三分之一，明顯不足，

而台北縣約為六百七十到八百萬，購買力相當接近；台中地區方面，台中

市購買力一戶約為六百七到七百萬，台中縣約為六百萬，而台中市的實際

市場總價約為八百萬，台中縣約為四百萬；台南部分，台南市購買力約為

五百多萬，台南縣約為四百多萬，而台南市電梯住宅的實際總價約為三百

多萬，但透天住宅方面的購買力則不足，這是因為中南部購屋習性通常為

透天住宅或別墅，而北部地區的透天別墅通常為特殊產品或特殊地區；高

雄地區方面，高雄市購買力約為六百二到六百四十萬，高雄縣約為四百三

十到四百五十，以去年房價來說，高雄市約為兩、三百萬，因此購買力相

當夠。 

房地產業之經營概況 

接下來我針對房地產產業經營部分進行報告，在影響房地產經營因素

方面，第一為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好所得便會提高，購買力便會足夠；第

二為政治因素，此為影響房地產的最大變數，而且是最不可預期的變數，

我們可以從國際經濟推估國內經濟，國內也有很多單位進行經濟景氣的研

究，因此，對過去經濟景氣與未來景氣的變化預測，至少都有相當程度的

準確性，但政治因素是無法預估的，如立法院中朝野對民生議題的攻防，

影響了民眾對社會的感覺，也影響了市場的經營，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岸

因素，如之前所提的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以及總統選舉時，中共的

種種威脅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只要有類似的風聲，民眾便會考慮在國

內買房子值不值得，因此這些因素對購屋行為的影響很大，但這些因素又

無法事先預測；第三個影響因素為行政因素，包括土地政策、都市計畫、

不動產金融政策、不動產稅制等等，而這些通常可以預期，但我們較怕的

是政府採取放話卻又不做的方式，例如政府曾說要全省實施容積率管制，

但卻沒做，就長期來說，實施容積管制是希望控制土地的使用強度，因土

地使用強度控制了人口，房子越多人口數也將越多，相對的，提供的公共

設施便需相當多，若土地使用強度無法控制，便無法控制相關的公共設

施；這樣的措施沒有錯，若政策擬定後照進度做，則不會影響市場的運作，

但若說了之後拖很久，將影響大家的投資行為；第四項影響因素為市場因

素，即市場供需與價位；第五項因素為社會因素，即必須瞭解每個都會區

的人口分佈、家庭結構，或是特殊的購屋行為等；最後則是個案因素，例

如何種區位、是否有捷運經過、是否將有大型計畫發展等等，台北市還有

很多人很在意學區，因此學區可能也是考慮因素，格局與建材方面則是這

幾年很重視的，以目前所推的案子來說，對於建材設備都相當重視，還有



管理方面，例如需有保全公司管理進大門需刷卡或指紋卡，甚至有些管理

系統可以偵測有無攜帶手槍，未來房屋的安全管理將相當重要，這些因素

都是個案所要考慮的，另外，貸款比率、投資資興建者的信譽等，也很重

要。 

在土地開發流程方面，土地開發是建築行為的第一關，土地開發之後

才能從事建築設計以定位產品，定位之後才進行銷售、施工、交屋，以及

售後服務管理等，土地開發需有土地來源取得，一般業界土地取得方式有

幾種，最普遍的方式為透過中間人介紹，另外則是政府的標售，土地開發

之後需進行市場調查、地點選擇、效益評估等，其中土地的區位很重要，

區位選對了約已成功了一半，之後便進行產品規劃，需符合當地客源需

求，之後再進行附加價值的提升，除此之外，還與價格有關，因此會進行

投資評估，以收入面來說，即為銷售收入，以支出面來說，包括兩種，一

為土地成本，一為營建成本，另外還有附加成本，例如廣告費、融資利息

等，而收入減成本便是獲利，投資評估便需設立獲利標準，而土地市價並

非定數，即使相鄰兩塊地擁有相同的使用強度，但可能因為某些條件不同

或規劃的產品不同，而有不同的接受價格。 

土地取得之後有不同的投資行為，一為買斷，一為合建，買斷為建設

公司與地主談妥條件後買進，過到公司名下後開始興建，土地過到公司名

下之後，地主便是公司，因此之後的建築行為與地主沒有關係，優點是產

權很清楚，購屋者也很清楚；合建則有很多方式，例如分屋、分成、分售

等，分屋是指地主有土地，與建設公司合作，之後則分樓層，基本上以百

分比分；分售則是地主與建設公司合建之後，地主賣土地，建設公司賣房

子；合建的優點是資金較少，缺點是在合建的過程中，若地主財務出了狀

況，或是有些地主過世，因此仍有風險。另外還有委建，一般是地主委託

營造廠或建設公司進行建築行為；最後則為承租，一般為建設公司付租金

給地主，而具體作法為設定地上權，例如地主將土地的使用權設定給某建

設公司，可以使用五十年或七十年，這期間建設公司可以使用土地，一般

期滿後，土地與建築物都歸還地主，較早的例子是 Sogo 百貨，時間到了
可以續租，但地主若不願意租則可以收回。 

在銷售作業體系方面，土地取得之後需進行設計，一般設計通常委託

建築師進行，建築師設計時當然需考慮法規限制，之後便是銷售，必須瞭

解市場在哪裡，例如南部需要透天式的產品，若推出大樓產品，可能會有

抗性，而早期樓層不高，因此對超高層大樓的抗性很高；產品分析部分則

是需瞭解客戶需求，其實業界對景氣的適應力很高，景氣不好時會想出一

些新東西，如挑高的夾層屋、重疊別墅、挑高的樓中樓、甚至是錯層式的

樓中樓等，產品可做很多變化，但須考慮成本與市場接受性；促銷方面，

有些公司自行銷售，有些則是代銷，不論如何都需廣告策略，擬定訴求為



何、如何引導、如何促銷等，需有完整的計畫；價格部分則需考慮不二價

或議價，議價則需視客人的功力、公司能忍受的程度，以及銷售人員的技

巧。 

在公開銷售作業方面，如現場 POP 活動、舉辦演唱會或民俗技藝表
演，活動主要是希望吸引人潮；銷售控制則是現場有控制台，製造一些假

客戶，讓客戶認為有別人在看，若客戶談了很久，控制台可能就會報告說

「恭喜某某先生成交了」；後續作業則為簽約、交屋等動作。 

在與房地產相關的產業方面，首先為建設公司，及投資興建的公司，

自土地開發，到產品規劃設計、銷售、施工、交屋等。其次為代銷公司，

此為預售制度推出後形成的行業，六十幾年時的台北房屋是代銷業的鼻

祖，目前很多代銷公司都是從台北房屋出來的，代銷公司是幫投資興建公

司代理銷售所興建的房子，所以代銷公司的市場行銷很強，建設公司委託

代銷公司銷售產品時，代銷公司需要對產品進行規劃、建議，包括市場需

要、產品需要、坪數、價位等等。第三為營造廠商，屬於施工部分。第四

為建築經理公司，六十年代出現了預售制度，對購屋者與營建公司都有相

當的好處，但也因為是尚未完工的產品，且興建過程需好幾年，若碰到建

設公司財務出了問題，將造成購屋糾紛，因此，七十五年時，內政部便訂

定「建築經理公司管理辦法」，當時資本額約為五千萬，並規定每家建築

經理公司必須有一家銀行投資，而且投資百分比不能低於三十，此規定的

主要用意為，希望建築經理公司扮演購屋者與建設公司、銀行三者間的溝

通角色，購屋者向建設公司購買房屋時，經理公司可以作為契約見證，將

來可以檢驗建設公司推出的房屋是否符合，對建設公司來說，興建時需靠

工程進度取得建築融資，而建築經理公司可以掌控建設公司的興建進度，

並將客戶繳交的資金放在專款專戶，依照工程進度予以撥款，若興建過程

出現問題，建築經理公司還可以掌控。最後則是房屋仲介公司，是近十幾

年所興起的公司，基本上是對成屋進行仲介，若有房子要賣，他們可以提

供鑑價，要買房子的便可依照區位、坪數等選購，仲介公司便於其中搓和。 

在投資行為方面，有幾項風險，例如法規必須調查清楚，產權亦需調

查清楚，必須瞭解這塊土地有無債務等等問題。而代銷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屬於開發流程中的銷售部分，通常擁有很多人員，而且銷售能力都很專

業，在房地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代銷公司在媒體的運用方面，也

為這個行業帶出很多新的東西。營造廠主要為營造工程，而施工也有很多

方式，例如包工不包料、統包等等。而建築經理公司主要則為購屋者、銀

行、建設公司間的公正協調角色，提供購屋者的購屋信心，亦為建設公司

融資時的提供者，對銀行來說，透過建築經理公司可以取得很多建築融資

業務，因此對三方都有利。仲介公司則為成屋的仲介，提供買賣雙方磋商、

議價、交易的協助，目前很多仲介公司已將房屋資料輸入電腦，甚至還有



室內實景的照片，找到適合的房屋之後才再實地瞭解。 

國泰建設經營發展概況 

國泰建設屬於投資興建的建設公司，從土地開發、購買土地，到建築

設計、銷售、施工、售後服務等，都是一貫作業，其中屬於專業部分則為

委託，例如設計由建築師設計，但我們亦有設計部門；銷售則是自己做，

但推案量大時也會搭配委託代銷公司。 

國泰建設於一九六四年成立，屬於剛才所說的第二階段，且於成立時

便上市，因此是第一家上市的營建公司，公司剛開始時便強調四大保證，

即「產權清楚、按圖施工、如期交屋、永久服務」，因此在剛才所提的買

斷或合建方面，我們不傾向合建，因為地主的變數太大，早期亦有少數個

案為合建，但我們會要求簽約時土地必須過入公司名下，才會願意進行合

建；而永久服務則較為特殊，對公司來說，是很長期的負擔，要做永久服

務便需成立一個部門專門處理客戶的售後服務，保固期內有些費用不需支

付，而保固期外便會照成本價收價，這對客戶來說有好處，例如要進行小

型修繕行為，便可找公司幫忙處理，再收取工本費用。 

國泰建設成立至今約有三十八年，約蓋了五萬戶房子，早期只有台北

總公司，之後在台中、台南、高雄分別成立分公司，在四個都會區中各有

推案，可以歸屬於全省性推案的公司，有些公司則是以台北為主，台中、

高雄則偶有個案而已，或是以台中或高雄為主，偶而在台北推案。 

以經營狀況來說，營建業雖為傳統產業，但亦為資本、技術皆密集的

工業產業，資本密集方面，購買土地需要很多資金，興建過程的成本也相

當多；技術方面，興建房屋所牽涉到的產業相當多，有人說營建業是產業

火車頭，帶動很多其他產業，因此當市場景氣不好時，政府便會實施利多

措施，例如近幾年的房屋貸款優惠利率，希望利用低利貸款鼓勵消費者購

屋，而景氣過熱時亦會有抑制動作。 

國泰建設相當重視財務問題的運作，歷經三次景氣循環之後公司仍能

穩定經營，便是因為相當重視財務運作，我們在本業上的經營做得非常踏

實，之前很多人認為國泰建設蓋的房子造型不夠花俏，但我們不希望跟著

時代潮流做花俏的東西，而是希望造型簡潔，但在細部上加以處理，以期

能經的起時間的考驗。因為過去景氣不好，很多建築業者都轉型了，例如

轉成科技產業等，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重點仍放在營建業，會配合景氣

狀況作不同的調整，在本業景氣不好時亦會進行轉投資，例如自八十九年

開始投資一些高科技產業，以及創投基金等，均為純投資，不參與經營，

但將會放大投資角度，金額也將擴散，以降低投資風險，希望未來幾年在

本業之外，轉投資也能有相當的獲利。對於未來，雖然台灣很小，但因資

源供給有限，購屋仍有穩定需求，只有在景氣好時才會有投資客或投機



客，因此建築業仍可生存，只是需配合大環境的變動進行調整，目前政府

不允許進行大陸投資，但將來若有機會，我們亦考慮進行海外投資。今天

報告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Q＆A 

Q1：請問張協理，對於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有何看法？未來將有何影響？ 

張清櫆 協理： 

不動產證券化已經談論多年了，在投資行為方面，建設公司為買

土地，一般購屋者則是買房子，想介入不動產，其實門檻相當高，而

證券化便是希望將不動產分割成很多小塊，類似證券或股票，讓一般

人可以投資，目前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已在行政院院會通過，但尚未送

交立法院，條例中分為兩種，一為實體信託，一為投資信託，實體信

託是指不動產業主或地主將不動產信託給銀行，由銀行發行憑證給一

般投資大眾，目前規劃為封閉型基金，可以買賣但不能贖回；投資信

託則是銀行信託部門或投資信託公司可以進行不動產投資計畫，並發

行憑證到市場募集資金，再進行投資行為，若有收益，獲利亦將回到

投資大眾。 

以法令來說，行政院通過了但立法院尚未通過，而立法院是相當

重要的一關，因為這牽涉了很多相關行業，憑證方面可由銀行信託部

發行，但目前有很多建設公司也希望能發行憑證，例如成立不動產投

資信託公司，不論如何都將改變未來投資行為，一般投資大眾將可以

投資不動產，例如可以投資飯店的興建，因此投資這個行業的門檻便

降低了，但並非真正操作此行業，當然，也將產生新的業種或業務，

例如銀行信託部發行憑證前有很多投資計畫需經政府核准，建築經營

公司便可從事計畫諮詢，以及工程完工後的大樓管理公司等，而能否

成功還看不出來，一般來說，商業不動產的機會較大，一般住宅的機

會較小；但因立法尚未通過，仍須繼續觀察。 

 

Q2：剛才曾說公告地價與市值差距很大，請問南部情況是否相同？聽說
南部有些地方甚至有市價比公告現值低的情況；另外，土地增值稅約

為 40%、50%、60%，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約為 25%，土地部分每年
需繳交地價稅，而營業稅約為 5%，土地稅率一般比商品高，如此便
是對較弱勢的產品課較大的稅率，請問是否有檢討的必要？ 



張清櫆 協理： 

土地公告地價與市價差距很大，通常是市價很高、公告地價很

低，但每個地區、每塊土地的差距不一定，每年進行公告現值調整時，

各縣市都有地價評議委員會，而這樣的組織會左右公告地價的訂定，

各種利益都會出現，因此不太客觀，而南部地價較低，與公告地價差

距會較接近，但仍有差距。 

關於稅率問題，很早就曾要改革，但阻力很大，因為是漲價歸公，

而稅率是否合理，政府也在思考，但在稅制改革方面，減稅沒問題，

但加稅會有問題，牽涉到很多利益問題，是很大的課題，需政府單位

費心讓它公平合理化，且不影響產業發展。 

 

Q3: 剛才曾說國泰建設講究產權清楚，因此通常為買斷的土地取得方式，
請問在這樣的方式下，如何處理融資部分？ 

張清櫆 協理： 

一般業者在買土地之前會先和銀行談好借多少錢，買了之後便設

定抵押，先拿到土地融資，而興建過程中則是建築融資，但國泰建設

都以自有資金進行，例如開發單位要買土地，財務單位要求資金，財

務單位若有現金便拿出來，如沒有，便向銀行借款，但不以融資方式

借款，而是全部採用公司信用額度借款，銀行會依公司的財務運作與

信用設定額度，我們則視銀行所提供的利率決定向哪家銀行借款。 

 

Q4: 剛才曾說大台北地區電梯住宅總價約為三千四百萬，請問通常一坪的
建造成本大約多少？另外，營建業的景氣是否已經回春？將來會不會

受到兩岸的影響？ 

張清櫆 協理： 

三千多萬的是台北市去年的平均值，去年推出很多豪宅，因為坪

數大、單價高，因此總價很高，而成本與規模有關，經濟規模不同，

造價成本就不同，另外則是設備與建材也會不同，因此差距很大，目

前台北市的豪宅大樓一坪成本至少十到十五萬。 

至於景氣部分，過去最大的問題在於供需方面，這幾年供需差距

已經縮小了，這個問題應該會逐漸解決，以兩岸關係來說，雖然是很

重要的因素，但短期應不會有太大變化，對國內產業衝擊應該不大，



反而其他突發因素會有較為直接且立即的衝擊；若沒有其他突發因

素，短期內慢慢復甦的機會很大，但要房價立即大幅上漲，機會則不

大，這個行業已經很成熟了，發展應會較為正常化。 

 

廖咸興 教授： 

謝謝張協理的報告。另外，關於不動產證券化方面，對不動產業者最

重要的影響是提供業者多重投資管道，在美國其實很普遍，但台灣有一點

較為特殊，除了投資信託之外還有資產信託，投資信託即是募集資金之後

進行投資，美國通常是有了開發案，再請不動產投信幫忙募集資金；資產

信託則是另一種形式，即擁有實體資產，將產權移轉到信託，再由信託發

行憑證，一樣是取得資金。 

一般銀行融資時會有很多債權，萬一案子出現變化，土地利用會因有

很多債權而出現問題，透過資產信託，產權會集中，對土地的設定有好處，

因此，資產信託對未來台灣處理與不動產有關的債權會有一些助益。另外

資產證券化或不動產證券化制訂後，會多一層資本市場的監督，對不動產

開發的健全性會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