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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35 次例會 2020 民國 一○九 年 六 月 二 日 【第二十五卷．第 三十 一 期】

上週民國 109 年五月廿六日第

1334 次例會，邀請邵棟綱

建築師做「『資產訂價』變動下

的『基準指標檢視』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講師邵棟綱建築師及友社西屯社

社友 AD、準社友何國楨 Hope 及

Lawyer 邀請的陳維國先生、生命

橋樑計畫助學學生王美玲同學參

加例會。

Rich 社 長 報 告，5 月 24 日

本社主辦地區社長、秘書及五大

主委訓練會任務圓滿達成，全程

參與幫忙的社友有 Accountant、

Gary、Archi、King、Model、

Kenchiku、Tony、Casa、Bob、

Casting、Hope，還有當天參加受

訓的八位成員，大家都全程參與，

代表我們南門社做事的原則，盡

責完成，當天天氣炎熱，謝謝社

友們的全程協助，讓我們的流程

順利完成，再次感謝大家。

Rich 社長報告，感謝扶輪基

金主委 Archi，負責這次也是南門

第一次申請這麼大筆的全球獎助

金，全球獎助金如果沒有專

人處理，要申請成功沒那麼

容易，因為限定條件頗多，

Archi 主委相當盡心盡力，在

本月完成全球獎助金計畫，

幫助茄荖國小課後教學計畫，

6 月 16 日捐贈儀式，誠摯邀

請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Star 代理秘書報告，109 年

6 月 2 日例會舉行六月份慶生會暨

歡迎新社友 - 何國禎 Hope 宣誓入

社儀式，請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

六月份慶生會 ‧ 結婚週年慶

暨 歡迎新社友何國禎 Hope 宣誓入社



第1334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9 年五月廿六日第

1334 次例會，邀請邵棟綱

建築師做「『資產訂價』變動下

的『基準指標檢視』專題演講。

Kenchiku 介紹邵棟綱建築

師，建築師的背景非常特別，邵

建築師在大學的時候唸的是成大

都市計畫系，所以都市計畫系，

訓練的背景就會有很多數字跟理

性，用數字跟理性來觀察我們周

遭的環境跟城鄉區域的發展，邵

者是私部門，在整個資產的管理

及資產的未來發展的一個動向都

扮演一個諮詢的角色。 

邵建築師說，今天的題目因

應最近世界局勢產生極大的變

動，自 5 月份跟思科總經理開會

後，會中提及在 2020 年十月份

以後資料數據各方面將會可能是

人類有文化以來前所未見的速度

變化。

過去我們在定義一個中長期

的計畫是 2~3 年，長期的計劃

可能是 5 年，但在思科這樣的網

通設備廠商來說，二個月到一季

是短期，一年就已是中期計劃，

二年屬於長期計劃，令我們在規

劃時幾乎無法配合這樣的快速變

動，在 5G 的時代來臨之後，這

樣的時程規劃可能會更快速，因

應這樣變化快速的時代，資產的

管理會產生重大的變化，給了我

今天題目的靈感。

邵建築師說，提供大家一份

圖表，並不是想要預測未來或者

是告訴各位一個答案，這份圖表

都是非常大的法人投資案，資金

皆是以億為單位，相較於銀行規

模 55 兆前瞻預算一千多億相較

之下就並非非常大的變動。

在2008金融海嘯那段時間，

AIG 收購南山人壽案原本議會

已通過，但卻在一瞬間倒閉，自

2009 年 6 月 到 2018 年 中 128

個月中，股市逐漸恢復，今年 5

月 11 日金管會作了重大決定，

金管會已針對壽險業增訂淨值比

建築師在研究所的時候念的是師

大建築系。

邵建築師曾經也擔任過我們

台中市建築師公會的副理事長，

也曾經得過中華民國傑出建築

師獎，目前邵建築師在技聯組工

程顧問公司還有一個是龍邑易工

程，因為技聯組是以建築設計計

畫為主，龍邑工程是以都市計畫

相關為主，也因為邵建築師這樣

一個跨領域背景，不管是官方或

資產訂價變動下的
基準指標檢視

主講人：邵棟綱 建築師
( 邵棟綱建築事務所 負責人 )

▲邵棟綱建築師專題演講：資產訂價變動下的基準指標檢視



率 3％（淨值 ÷ 扣除分離帳戶

資產 ×100％），以根據金管會

祭出的壽險業淨值比監理新指

標，若淨值比低於 3%，業者必

須提出改善方案或增資，若低於

2% 就不排除被接管的可能性，

以新光人壽為例淨值四兆，淨值

比為 2.4%，進行重新估值回到

4% 左右。

2020 三月出現了我們預計

的轉折點，美國股市熔斷機制自

有股市交易以來一共發生過五

次，其中四次出現在 2020 年 4

月，這是史上未見。政府 QE 量

化寬鬆後資金未流回銀行體系，

而在市場上形成游資，我們的工

作是提供法人對未確定事作了一

些部份的確定以後當成下一步的

決策。

石油市場的亂象以及美元

QE的影響，造成了黃金、日元、

石油平衡的破壞，一旦美元崩

跌，將引起貨幣價值本身如何定

義的問題，引出數位貨幣及金本

位制的相關討論。另外未來 5G

的設備在電力及空間上都需重新

設計及定義，5G 是世界另一個

重大的變動，影響未來世界運行

模式。

市場因為降息，造成借錢的

利息太低，連中華電信都發行首

次的公司債，但資金並未流動，

不流動的現金是否有價值？日商

甚至傳出收購具有良好品牌且願

意出售的旅館，用以提供金錢以

外的投資報酬，過去衡量價錢是

以金錢為單位，

但於未來資產價

值將會被重新定

義。

邵建築師對

觀察資產訂價管

理質變，提出幾

項重點：

一、資產訂價管

理質變

1. 定義：持有、加工、經營，

最大變動為流性，流通注意交易

結構的改級及募資結構的改變。

2. 總體資金結構：

上游：IMF 2019.10 (RBC)

　　  2020.3-4 月國際債券

中游：42 家營建公司質變

　　　寶佳併購東元、大華

　　　國揚 / 宜進

　　　寶佳進出金融機構

下游：土地功能的改變

　　　區域性營造業者

　　　（麵粉與麵包的關係）

3.COVID-19 觀察點

匯率變動 HK5.75-5.85%

避險三兄弟狀況 - 黃金／日

元 / 美債

4. 地產產品變動

舉例：潤泰代官山案、HY 

3F-2BF、單元 2、3 10期產品、

信義 A13 組成、台北東區 800

店面。

二、轉型與變化：

1. 中美貿易戰、金融戰（全球脫

鉤）

2. 匯率＞利率 ( 股利 ) ＞報酬率



下週 例會 109 年 6 月 9 日 ( 二）

‧ 募資結構改變 (PE)

‧ 部份變動收益商品（主管

單位由銀行局移至證期局）

‧OBU 架構 ( 境內關外 )/ 香

港（港版國安法）變動

三、CASE 產品轉型案例：潤泰

代官山、南港未來週邊 (17 個

個 案 )、 全 聯 ／ momo、 信 義

A13、國泰六福皇宮

邵建築師做結論說道，未來

的世界會急劇變化，今天的重點

是以法人的角度來分析資產訂

價的改變，它產生非常多新的機

會，透過這些資產分析，思考如

何面對這個變動，調整自己的腳

步。

茄荖國小捐贈儀式
扶輪基金主委 Archi 報告，

6 月 16 日星期二舉行茄荖國小

課後教學計畫捐贈儀式，這是今

年度壓軸的服務計畫，全球獎助

金 52,000 美元，我們將購置 63 

組 I-Pad 跟電腦設備給茄荖國

小，讓他們有一整年的課後輔導

及課程，目前設備已在採購，預

計 6 月 16 日當天我們舉行捐贈

儀式，下午 2:00 集合，請穿著

今年度社長贈送的 polo 衫，今

年度第一個服務計畫是到四德國

小捐贈智能教室，最後一個儀式

也是穿同樣的衣服，捐贈智能教

室給茄荖國小。

點滴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9 年 5 月份理事會決議

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19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8：0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樓牡丹廳 

主席：林耀清 

出席：吳為楨、劉銖淇、陳慶璋、賴仁淙、劉柯成、許茂億、何志修、

　　　劉偉傑

列席：劉叔綱、林洽鑫、吳騰彥、張東霖、蘇朝坤、何國禎、林丙申

　　　莊賜濱、趙紹清、邱啟成、張光瑤、謝慶祥、張國洋、陳向榮

　　　陳國輝、劉正忠、賴威民、江輝雄 

議題： 

一、4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 4月份財報，今年結餘將提撥一部份經費支付南門25週年社史

　　　特刊。 

二、例會節目報告： 
　　6月2日(二)慶生會暨新社友(Hope)宣誓入社。 

　　6月30日(二)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新社友(Henry)宣誓入社。

　　地點：与玥樓餐廳。 

說明：請 節目主委 Polo報告。 

決議：6月2日慶生會場地維持在長榮桂冠酒店，6月30日場地尚請秘書 

　　　Doctor與節目主委Polo詳細規劃安排。 

三、2020年5月24日(日)本社主辦地區訓練講習會(工作分配)，
　　地點：臻愛花園飯店(台中市烏日區高鐵路三段168號) (附件2) 
說明：請 負責人 Gary報告。 

決議：請參加講習會與服務工作人員務必於上午8：15前到場，並依照工作

　　　內容就位(外場：負責交通指揮、內場：桌卡/簽到/會場秩序/電腦

　　　設備巡檢…等)，也請秘書處準備哨子、南門背心。 

四 、臨時動議。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

友70人，請假15人，免計出席4

人，實際出席人數51人，出席率

77%。

周鴻仁主持糾察時間
Innovation 主 持 糾 察 時

間，感謝西屯社社友 AD 及社

友 Ears、Kenchiku、Skyline、

Lawyer 歡喜一筆。

主講人：王偉華   博士（現任：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講　題 : 生命值得豐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