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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調查：台灣人對房產投資關注度，亞洲最高

*平均每人每週約花費 4.54小時關注房地產投資相關資訊* 

*「加值抵利型房貸」協助客戶還款並保有資金彈性，選擇雙週繳利息省更多* 

 

根據滙豐集團今天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磚瓦之上》顯示，投資人對房地產的

關注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即使有些投資人還沒到真正要買房的階段，但調查

顯示，全球平均每人每週約花費 3.5小時關注房地產投資相關資訊，包括看房

子、閱讀相關雜誌、上網搜尋待售標的等；全球調查亦發現，相較於為子女說

床邊故事(每週平均 1.59小時)，父母花費在關注房地產相關資訊的時間更多(每

週平均 5.4小時)。 

 

與其他亞洲市場相比，台灣人對房地產投資所展現的關注度最高；調查顯示，

台灣平均每人每週約花費 4.54小時關注房地產投資相關資訊，比與自己父母聊

天的時間多三倍(每週平均 1.23小時)，同時也比為子女說床邊故事的時間多出

四倍(每週平均 1.13小時)。 

 

 

 

 

 

 

 

 

 

 

 

 

 

 

 

 

 

而部分台灣投資人對房地產的關注更為顯著；調查顯示，有 8.26%的台灣受訪

者可被定義為對房地產投資有高度興趣的族群，這些投資人每週花費超過 7個

小時關注房地產相關資訊，且每十人中有超過四人(44%)至少一季就會查看一次

市場 
每週關注房地產相關

資訊的時間(小時)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6.6 

美國 4.95 

台灣 4.54 

馬來西亞 4.37 

墨西哥 3.56 

新加坡 3.29 

英國 2.65 

澳洲 2.51 

加拿大 2.08 

法國 1.74 

http://www.hsbc.com.tw/


自有房產的價格變化。對房地產的深入研究也讓這個族群在買房時覺得相對從

容，並對自己的決定更有自信。 

 

然而，為了追求完美的買房時機與標的，這些對房地產具有高度興趣的投資

人，也較一般族群更容易為了買房而延遲人生重要進程。在台灣，有超過一成

(13.5%)對房地產投資高度熱衷的族群為了買房而延遲生育計畫，比例較一般族

群(6.7%)高了一倍；此外，也有更高比例的房地產熱衷者為了買房而延後結婚

大事。 

 

儘管對房地產具高度興趣的族群對房市研究投入心力，力求找到最完美的標

的，但根據全球調查，這群投資人最後仍時常衝動買房，其中有近四成(38%)受

訪者曾憑藉第一印象而購屋。此外，不同的傳統迷信與避諱也分別影響各市場

的買房行為；以台灣為例，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風水是他們判斷是否買房的關

鍵因素之一。 

 

市場 影響買房的關鍵因素 

馬來西亞 惡鄰居(55%) 

台灣 風水不佳(50%) 

英國 惡鄰居(43%) 

法國 惡鄰居(43%) 

墨西哥 有人曾在該房屋內過世(31%) 

美國 有人曾在該房屋內過世(2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鬧鬼傳言(28%) 

加拿大 鬧鬼傳言(21%) 

新加坡 門牌或所屬街道名不吉利(16%) 

澳洲 所屬街道名不雅(10%)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個人金融暨財富管理事業處負責人葉清玉表示：「買房時

常是民眾在人生中最重要且金額最高的購買行為，而部分族群更是對於研究房

地產花費相當多心力與時間，期待能找到最完美的標的，甚至因此而延誤自身

的人生大事。建議民眾在買房前仍需將整體財務規劃納入考量，及早開始與家

人、伴侶討論，並與專業的理財顧問擬定資產管理計畫，讓購置房屋成為人生

中令人興奮的進程。」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推出的「加值抵利型房貸」有效整合客戶名下存款，採用

按日計息方式，讓客戶享受與房屋貸款利率同等之存款利率，存款利息直接抵

房貸利息，客戶更可直接升級為理財專戶，享每月提款、國內匯款免手續費之

優惠；此外，資金閒置時隨時在帳上抵利，有資金周轉需求時又能隨時保有資

金彈性，一次達成客戶想增加資金流動性與降低貸款壓力的兩個目標，讓不動

產成為家中的活資產。 



 

滙豐台灣同時提供彈性的房貸還款方案，客戶可選擇雙週繳功能，將月付金一

分為二，每兩週還款一次，提前償還部分貸款，並可節省利息開支，加速還清

房貸。 

 

即日起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於滙豐銀行新申辦抵利型房屋貸款享免鑑價

費、免代償費優惠；因辦理抵利型房貸繳納之地政設定費最高補助新臺幣 3,000

元。於活動期間內，客戶推薦親友申辦滙豐銀行抵利型房屋貸款，被推薦人於

2019年 11月 15日前成功撥款，推薦人即享家樂福 NT$1,000即享券乙份。更

多活動詳情與相關注意事項，請查詢滙豐台灣官方網站

http://www.hsbc.com.tw。 

 

完／更多 

 

 

《磚瓦之上》由滙豐集團委託研究，是關於全球購買自住房屋情形與趨勢的獨立調查報告。本

期報告綜合了全球 1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澳洲、英國、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法國、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台灣）共 11,932人的意見。研究結論是根據各國家或地區 21

歲以上有代表性的受訪者而得出。研究由 Toluna調查網於 2018年 11月 11日至 12月 5日之間

進行。 

 

 

免責聲明 

本文件僅為一般的市場評論，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或回報保證。且無意作為買賣任何證券或金融

工具的請求或要約。 

所有的資訊、觀點及任何所提及的價格，係依據資料製作當時情況進行判斷，未就任何特定投

資目標或客戶需求進行市場分析，且嗣後均可能因各種政治、經濟或市場等本行所無法控制之

因素的變化而更動或改變，滙豐(台灣)、滙豐集團及其關係企業並不負通知的義務，因使用本

文件資料所生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滙豐(台灣) 亦不負擔任何責任。 

本文件內容非經同意，不得為任何目的將其內容之全部或一部予以散佈或以任何方式重製或轉

寄予任何第三人。 

 

 

滙豐房貸專案注意事項：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於本活動中簡稱滙豐銀行。 

2. 滙豐銀行房貸利率依指標利率加碼產生，指標利率為一浮動利率，並隨指標利率變動

而調整。借款人應注意每期房貸還款金額可能應指標利率的上升或下降而隨之增加或

減少。 

3. 滙豐銀行房屋貸款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5,000 元。總費用年百分率為：1.66% ~ 

2.12%。總費用年百分率計算範例如下：貸款金額：200 萬元，貸款期間 20 年，各項

相關費用總金額：5,000 元。貸款利率：1.63% ~ 2.09%(本範例為分期攤還房貸，含一

般型及抵利型房貸，採一段式利率且無搭配純繳息之寬限期並限制清償期間 3年，按

指標利率加碼 0.96% ~ 1.42%，2019 年 6 月 17 日本行「優利型房貸季調指標利率」為 

0.67% )。本廣告揭露之總費用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

實際貸款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

http://www.hsbc.com.tw/


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本總費用年百分率

之計算基準日為 2019 年 6 月 17 日。 

4. 滙豐(台灣)抵利型房貸，係以約定之抵利帳戶內，相當於抵利型房貸借款餘額 30% / 

70% 內之存款餘額，於借款期間內按相當於計息當日抵利型房貸借款利率，每日單利

計息，所產生之利息僅用於抵充抵利型房貸之應繳利息，抵利帳戶之存款餘額超過當

期房貸借款餘額 30% / 70% 部分則不予計息。抵利帳戶所生利息屬借款人利息收入，

本行將依中華民國相關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作業，為配合財政部所推動之所得稅各式憑

單免填發作業，本行自 2014 年起不再郵寄各類所得扣繳、免扣繳憑單予本國個人戶及

在台居住滿 183 天的外國個人戶，及房屋擔保借款繳息清單予所有房貸個人客戶，若

有補寄『年度利息收入扣繳憑單』與『房屋貸款繳息清單』需求，請洽各分行或致電

本行客戶服務中心(02)8072-3000。 

5. 借款人得選擇以月為一期(月繳型)或每二週為一期(雙週繳)之方式分期攤還房屋貸款，

雙週繳之每期期付金為月繳型為之一半，每雙週為一期還款一次，其因此較月繳型所

多付之款項，將用以抵償順序在後之期付金，而縮短借款期限。 

6. 本行季調型「優利型房貸指標利率」調整頻率為每三個月調整一次：調整日為每年之

三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如遇非銀行營業日，則順延

至次一銀行營業日。 

7. 購屋貸款如符合主管機關相關信用管制措施(如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購置高價住宅

貸款業務)者，其貸款金額、利率及各項條件等應依滙豐銀行另行專案核准之內容為

準。 

8. 貸款產品之相關權利義務應以該產品之貸款契約書及相關文件為準，且本行保留核貸

額度、適用利率、寬限期期間與核貸與否之權利。 

9. 地政設定費用補助對象及辦法：滙豐銀行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房貸設定費補助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  

1) 申請抵利型房貸之購屋族(以新購買房屋申請滙豐銀行房貸)/轉貸族(非滙豐銀

行房貸戶申請轉貸至滙豐銀行)/原屋貸款族(以無貸款之既有房屋申請滙豐銀行

房貸)，及申請一般型房貸之原屋貸款族。不適用於申請一般型房貸之購屋族

及轉貸族。且房貸產品有限制清償期間 3 年，補助總名額上限合計為 150 

戶；  

2) 擔保品坐落於台北市/新北市且本次貸款/既有客戶增貸金額達新臺幣 400 萬

(含)以上或擔保品坐落於台北市/新北市以外之其他地區且本次貸款/既有客戶

增貸金金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且 

3) 並於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成功撥款者，因辦理房貸所繳納之地政設定費。申

請一般型/抵利型房貸之客戶於上限新臺幣叁仟元之範圍內，憑地政機關收據

正本上金額行由滙豐銀行補助 100% 金額。惟房貸產品有限制清償期間 3 年

者，若申請人於撥款日起 3 年內結清所有貸款，需支付提前償還金額之 1% - 

2% 為提前清償違約金。本專案不適用於理財型房貸、不適用於既有滙豐銀行

房貸客戶於六個月內結清房屋貸款後依同一擔保品辦理新貸款。 

10. 卓越理財帳戶優惠專案內容：凡於專案期間本行卓越理財客戶申辦本行房貸(理財型房

貸除外)，且經本行核貸總金額達新臺幣 800 萬元(含)以上，即可享有自房貸全額撥款

當月起至該筆房貸結清當月止免收卓越理財帳戶管理費之優惠，房貸結清後，帳戶管

理費之收取辦法應回歸本行卓越理財專戶之相關規定辦理。  

11. 本行及滙豐集團其他成員均需遵守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公共及監管機關就有關防制洗

錢、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或對任何可能受制裁人士或團體提供金融及其他服務所訂的法

律、規則及要求。若申請或購買本行金融服務或產品者有任何名字與受制裁人士或團

體的名字近似，本行將會進一步查證其是否確實為該等受制裁人士或團體；或逕行停

止或終止、撤回或拒絕進行交易、接受指示或要求或提供服務。  

tel:0280723000


12. 30 天滿意保證：凡於活動期間內您成功申辦滙豐銀行房屋貸款產品後，如財務需求有

所轉變或發現產品不符您的需要，可於 30 天內申請結清貸款，本行將免除計收提前結

清違約金，讓您財務規劃更安心。  

1) 30天滿意保證服務所指之 30天指自房屋貸款撥款日起算 30 天(日曆日)。如分

次撥款者，則以首次撥款日為計算起始日。 

2) 限於活動期間內申辦(以進件審核日為準)，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成功撥款

之滙豐銀行本利均攤型及循環型房屋貸款，惟無清償期間限制、政府優惠貸款

之房屋貸款，及既有顧客增貸不適用。 

3) 自撥款日起算 30天內申請提前結清房屋貸款，可享減免提前結清違約金。 

4) 借款人應自行負擔因申貸而產生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代書費、土地法

第 76 登記費，及其他變更土地權利設定之相關費用)，借款人如於撥款日起 30 

天內申請提前結清，該等相關費用亦無法減免或退還。 

5) 借款人如於撥款日起 30 天內申請提前結清房屋貸款，因該筆房屋貸款申請而

產生之贈品、回饋，及利率減碼等優惠權益(包括但不限於：補助設定費專

案、推薦專案)將一併取消。 

6) 於活動期間內，每人僅能適用本活動房屋貸款產品乙次。例如：A顧客於 2019

年 7月 19日核撥一筆滙豐抵利型房屋貸款，並於 2019年 8月 14日申請提前

結清該房貸且適用本活動優惠。若 A顧客嗣後於 2019年 9月 10日再申請一筆

滙豐一般型房屋貸款，即不得再重複適用本活動優惠。 

7) 除本活動內容特別約定者外，房屋貸款之約定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利息、費

用或本金以外之其他應付款項)均屬有效。 

13.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滙豐銀行保留得隨時修改、暫停、取消、終止本專案及/或本注

意事項內容之權利。變動後之本專案相關內容將公布於滙豐銀行網站上

(www.hsbc.com.tw)。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滙豐銀行房貸約定條款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辦理。 

 

滙豐房貸推薦有禮活動注意事項： 

1.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於本活動中簡稱滙豐銀行或本行。 

2. 活動期間：2019年 6月 17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進件審核)。 

3. 活動內容： 

1) 參加資格：推薦人於推薦時及領取推薦禮時應符合以下任一資格:推薦人須為

滙豐銀行之「滙豐卓越理財專戶」、「滙豐卓越雙享理財專戶」、「滙豐運籌

理財專戶」、「滙豐整合專戶」、「菁英禮遇專案」、「房貸理財專戶」、

「個人信用貸款」、「信用卡」或一般理財帳戶客戶，或滙豐銀行之員工(但

不含所有滙豐銀行業務人員及前線人員)。 

2) 參加辦法：凡推薦人於活動期間內推薦親友申辦滙豐銀行房屋貸款(限申請抵

利型房貸之購屋/轉貸/原屋貸款案件或一般型房貸之原屋貸款案件)，被推薦人

於 2019年 11月 15日前成功撥款者，推薦人即可享有推薦好禮乙份。活動期

間內每一推薦人推薦親友戶數上限為 6戶，活動總計限量 100戶。 

3) 「成功撥款」之認定標準：被推薦人於活動期間內，申辦滙豐銀行指定條件之

房貸且經核准，並於 2019 年 11月 15日前由滙豐銀行撥款貸款金額高於新臺

幣 200萬元整。指定條件之房貸，係指貸款金額達新臺幣 200萬元(含)以上之

一般型房貸/抵利型房貸，且房貸產品有限制清償期間 3年，於撥款日起 3年內

結清所有貸款，需支付提前償還金額之 1%~2%為提前清償違約金。純循環額

度貸款、純政府優惠貸款及既有客戶增貸案件不適用本推薦活動。 

4) 推薦禮計算：活動期間內，每推薦親友成功 撥款房貸乙筆，推薦人可獲得

「家樂福禮券 1,000元」乙份。 

https://tw-aem-tko-lp.hsbc.com.hk/


5) 同一件成功撥款房貸僅能有一個推薦人且不得自我推薦，滙豐銀行將以被推薦

人於房屋貸款申請書「房貸推薦親友專案」欄位所填寫的推薦人為核發推薦禮

之依據。惟滙豐銀行既有房貸客戶推薦其本人申辦第二間房屋貸款則不受前述

不得自我推薦之限制。 

4. 贈品說明： 

1) 親友推薦好禮之贈品家樂福 1,000元兌換券將於被推薦房貸成功撥款後 2個月

內透過簡訊傳送至推薦人於本行系統登錄之手機門號。本活動贈品不得要求更

換、轉讓他人或折換現金，且兌換券為不記名，一旦收取後，若有遺失或被

竊，滙豐銀行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電子兌換券之有效期限、使用方式及其

他相關限制，應依兌換券發行公司規定辦理。 

2) 推薦人請務必確認在本行留存之聯絡方式包括最新且正確之手機號碼正確無

誤，以利本行以簡訊傳送商品兌換券之電子序號。若因留存之手機號碼有誤造

成傳送錯誤，恕無法補領獎項。 

3) 兌換券使用問題請洽宜睿智慧客服中心：(02)6639-1012。服務時間：周一至周

五上午 10:00至下午 6:00。 

4) 本活動所提供之商品兌換券，為滙豐銀行向廠商(新加坡商宜睿智慧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購買，滙豐銀行並非獎項之出售者、製造者或生產者，與廠商間

無合夥、經銷代理或保證關係，若參加活動者使用電子兌換券產生爭議或損害

時，均應由廠商全權處理及負相關法律上之責任，概與滙豐銀行無涉。惟滙豐

銀行於接獲客戶之請求或申訴時，將盡力予以協助。 

5. 滙豐銀行房屋貸款 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5,000元。總費用年百分率為：

1.66%~2.12%。總費用年百分率計算範例如下：貸款金額：200萬元，貸款期間 20

年，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5,000 元。貸款利率：1.63%~2.09%(本範例為一般型房貸及

抵利型房貸採一段式利率且無搭配純繳息之寬限期並限制清償期間 3年，按指標利率

加碼 0.96% ~ 1.42%，2019 年 6月 17日本行「優利型房貸季調指標利率」為 0.67%)。

本廣告揭露之總費用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

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

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

準日為 2019年 6月 17日。 

6. 本專案優惠利率之優利型房貸指標利率調整頻率為每季調整一次：調整日為每年之三

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如遇非銀行營業日，則順延至

次一銀行營業日。 

7. 法律關係及稅捐：滙豐銀行僅提供房屋貸款服務，非禮券之出賣人，與禮券之出賣人

亦無合夥、經銷代理、或保證關係，就使用禮券所取得之商品／服務之品質、數量、

金額有所爭議時，應逕洽禮券出售人尋求解決。 

8. 推薦人參加本行活動所得之禮券，依照所得稅法規定應屬其他所得。若推薦人為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者，本行將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之規定，將該禮券金額列

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推薦人應計入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額合併計算。如推薦人為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依照所得稅法規定，本行需於給付時扣繳禮品價值 20%之稅

款，推薦人應於通知期限前繳納完畢，本行方得配送禮物予該推薦人。若推薦人不願

提供相關資料或未繳納應繳稅額導致兌換期限前未完成領獎手續等相關事宜者，即視

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事後不得再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相

關規定辦理。推薦人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推薦人依稅法之規定所須履

行之義務，概與本行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概由推薦人自行向開徵機關

提出申訴。另為配合財政部所推動之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滙豐銀行自 2014年

起不再主動寄發扣繳憑單。 

9. 滙豐銀行保留決定貸款條件及核准貸款與否之權利。詳細貸款內容以貸款契約條款為

準。 



10.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滙豐銀行保留得隨時修改、暫停、取消、終止本專案及/或本注

意事項內容之權利。變動後之本專案相關內容將公布於滙豐銀行網站上

(www.hsbc.com.tw)。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滙豐銀行房貸約定條款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辦理。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滙豐(台灣))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在台灣設

立之子公司，於2010年5月1日正式營運，總部設在台北。滙豐在台灣的歷史可回溯至1885年在

淡水指定代理商推展業務，並於1984年在台北正式成立分行。滙豐(台灣)目前在全台灣設有30

家分行，協同滙豐集團其他在台成員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工商金融、企

業金融、私人銀行和資產管理等服務。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母公司，總部設於倫敦。集團業務遍布歐洲、亞洲、北美洲、

拉丁美洲及中東和北非66個國家及地區，為全球客戶服務。於2019年3月31日，滙豐的資產達

26,590億美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