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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台灣房市落底時機

房市會不會崩盤?

八年政黨輪替的負成長魔咒

經濟成長與房價的互動關係

房市價量關係，量先價而行

國際局勢影響，擴張內需的趨勢

 2107小英政府端出什麼牛肉?

房市5+2趨勢大預測

讓台灣再次偉大



台灣房地產的五大循環週期
 第一循環高峰反轉至谷底1974年春～1975年夏(七年)

 第二循環高峰反轉至谷底1981年春～1982年夏(七年)

 第三循環高峰反轉至谷底1989年夏～1990年冬(八年半)

 第四循環自1991年春，呈鋸齒狀盤整至2001年冬(十年)

 第五循環自2002年春，景氣回升至2014年夏(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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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房市會不會崩盤?
 五種人非常希望房市崩盤

 1. 空手投資客

 2. AMC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3. 經營法拍物件業者

 4. 等待買房的人

 5. 買不起房的人



台灣房市會不會崩盤?

 五種人最怕房市會崩盤

 1. 建築商與中下游產業

 2. 套牢的投資客

 3. 資產超多的富人與只有一戶資產的小老百姓

 4. 銀行很害怕

 5. 其實，你丶我都很怕，但更怕的是【政府】



台灣政黨輪替，八年一次經濟負成長的魔咒
2001年GDP-1.26  2009年GDP-1.57  2017年GDP=?











國際局勢 ~ 英國脫歐的影響力

脫歐連鎖效應

全球股匯市的衝擊

全球房市投資風險評估

海內外資金投資的兩難



勒龐說馬克龍是「野蠻全球化的代表」
馬克龍則指勒龐是「恐懼的女祭師」

國際局勢~
馬克龍當選化解歐盟解體危機



國際局勢 : 執政者也瘋狂
【川普效應】對小英政府的施政影響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什麼都可以賣的川普?



國際局勢 : 強人崛起~菲律賓新總統杜特蒂

Make Philippine Great Again



2009Q1台灣不動產交易中心的趨勢預測圖～
臺北市房價短線將呈鋸齒狀盤升至第四季
2010年Q1呈微笑曲線緩步上升

2005-2009Q1年台北市平均單價季線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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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二月房市正夯時

大膽預測，提出【2014年Q4房市反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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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房價反轉訊息何時出現?

大膽預測:2014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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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預測下一個循環:
都市更新大翻轉年代

2012年【良新房重的告白/李同榮房產關鍵報告】
一書第91頁，對未來景氣與趨勢精準的預測



2013年2月提出警告:

房市進入末升段，應獲利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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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提出警告:

房市進入末升段尾聲，2015上半年轉入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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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房地產中古屋平均單價年線圖



從「基本面」「技術面」「政策面」分析
房市落底的十大理由：

（一）國際反全球化經濟情勢，政府被迫強化內需

（二）台灣經濟成長不樂觀，政府打房政策鬆綁

（三）「利率」持續低檔，有利房價支撐

（四）「稅制」不確定因素消失，有助購屋信心

（五）「股匯」影響投資信心，與房市產生連動關係



從「基本面」「技術面」「政策面」分析
房市將落底的十大理由：

（六）「資金面」充沛，長期有利房市

（七）前瞻計劃，強化公共建設，有利房市正向發展

（八）從需求面分析，三年遞延性需求買盤逐漸回流

（九）從技術面分析，三年房市跌幅趨近滿足點，

房價獲支撐

（十）從「政策面」分析，政府將擺脫轉行正義紛擾，

房市利多將不斷



資料來源:吉家網不動產

單位:萬/坪



六都房價技術回檔與支撐點

縣市 起漲點
平均單價

波段高點
平均單價

波段
漲幅%

目前
平均單價

支撐點
平均單價

相較波段高點
跌幅%

台北市 23 65.7 185.7% 54 48~50 24.5%~27%

新北市 13 32.9 153.1% 27.5 24~25 24%~27%

桃園新竹 9 16.5 83% 16.2 14.5~15 10%~15.6%

台中市 8 18 125% 16 14.~14.5 19.4%~22.2%

台南市 6.6 12.5 89.4% 11.6 10~10.5 16%~20%

高雄市 7.5 14.5 92% 13.6 12~12.5 13.8%~17.2%

資料來源:吉家網不動產

單位:萬/坪



台灣房地產未來五年價量走勢技術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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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消息面分析: 新政府新政策走向

 新政府啟動都更，大規模啟動社會住宅政策

 未來將擴大青年首購優惠貸款

 持有稅制不確定因素消除，豪宅短空長多

 房地合一稅滿兩年，將全面檢討交易稅制

 土地交易實價課稅議題受重視

 防災型都更議題受重視，啟動都會重大公共建設

 發展觀光資源天然優勢，建構台灣成為國際觀光旅遊勝島

 新南進政策受制中國一帶一路，應積極引導製造業回流

 因應台灣不婚、不生，老化、少子化現象，應鼓勵投資移民



台灣房地產趨勢5+2 大預測

(5大趨勢2大商機)

房市發展的5大趨勢

 （一）房市政策鬆綁

1. 未確定打房因素消失

2. 前瞻計劃軌道建設帶動利多



台灣房地產趨勢5+2 大預測

（二）房市交易量脫離谷底

1. 2017年職政第二年，房市政策將逐漸鬆綁，

未確定因素消除，振興經濟利多方案逐步出籠
。

2. 2016年Q1交易量先見底，2016下半年至2017上半

年殺價取量，積壓三年遞延性買盤開始進場。



台灣房地產趨勢5+2 大預測

（三）2017年Q4房價落底

1. 2017Q2北市低總價房市止跌

2. 2017年Q3Q4，購屋信心增強，雙北房市加速趕

底，跌幅趨近滿足點

3. 2017年Q4北市高總價止跌，豪宅交易量提升，

房價正式落底

4. 北市新北市房價率先落底，2018上半年依次為

新北丶桃竹及中南部落底

5. 北市大安區為房價落底指標



台灣房地產趨勢5+2 大預測

（四）新住宅法上路，社宅推動元年，成敗未定

2017新住宅法上路，有利社宅推動，但執行政策漏

洞不少，執行障礙重重，成敗未定。

12萬戶興建進度落後

空屋移轉八萬戶政策困難度高



台灣房地產趨勢5+2 大預測

（五）都市更新大翻轉年代

2017都更條例在難産中破繭而出，開展都會新風

貌的未來

1. 都更條例修法版本林立，各方勢力較勁

2. 防災型都更條例將優先列為考量，才能有效推

動都更



台灣房市未來發展2大商機：

（一）觀光事業大建設商機：觀光休閒商用不動產短空長多
，將敗部復活

1. 觀光政策利多：台灣觀光受制陸客，短空長多，政府一定
會有政策，若新政府能利用天然絶對優勢，強化交通與硬體
建設與軟體創新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國際觀光旅遊勝地，成
為國際美食旅遊島，不但能吸引國際觀光客，擺脫陸客鋭減
困境，更可刺激國內旅遊市場。

2. 開發東西部山海環線高鐵與高速公路，串連東西部走廊，
帶動主題休閒旅遊，相對帶動觀光休閒商用不動產長線商機
。



台灣房市未來發展2大商機：

（二）都市更新大翻轉商機：

豪宅市場短空長多，將敗部復活

1. 智能創新豪宅長線商機
都更翻轉年代，與智能對話的新頂級豪宅將獨領風騷，並帶動新都會

新發展新風貌，相對與市場價格脫勾，有機會再創新高。

2. 短缐豪宅逢低危機入市
目前豪宅在市場信心脆弱，交易量窒息幾近崩潰的狀況下，但都更翻

轉的預期，將帶動豪宅敗部復活，選擇價格跌幅頗深的產品危機入市

，逢低買進，將是此波市場落底前最具投資價值的潛力產品。



健全房市的治本解決方案

 擴大都會範圍

 強化交通建設

 促進都市更新

 廣建社會住宅

 房產稅制重建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讓台灣再次偉大」六大觀點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一）製造業的前景

不只是新南進，而是要提供更優惠條件吸引台商回流台灣，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二）創新產業的重心

產業創新不只是「5+2」，而是要更強化「服務業創新」，政
府要會利用天然絶對優勢，建構台灣成為國際觀光旅遊勝地
，成為國際美食旅遊島。

（三）財稅改革的方向

不是對富人課重稅丶對庶民加稅，而是要順應國際財稅寬鬆
與減稅措施潮流，刺激資金回流投入再生產，創造GDP，提
高薪資所得，讓窮人日子好過。



（四）擴大內需的作為

不是讓政府過度採取擴張政策，而是要多運用民間過剩資金
，大量投入公共建設

（五）內閣人事的佈局

不是老藍新緑的隔局，而是要選擇敢拼敢衝的企業實力派人
士出任財經閣員，大破大立振興經濟

（六）「除弊」與「興利」的並進

政府不只是除弊，更重要的是興利，「把爭議事件擺旁邊，
把振興經濟與民生議題擺優先」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讓台灣再次偉大」六大觀點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THE   END

李 同 榮

2017.05.26

人生為做一件大事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