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st dans une salle multi-fonctionnelle 
chic et moderne que François Trausch a 
accueilli JQR. Le décor donne déjà une 
idée du soucis qu'a l'entreprise et son 
chef pour le côté humain et chaleureux. Le 
CEO de GE Capital Real Estate Asie n'est 
pas un novice en terre nippone. Plus 
jeune, il a reçu une bourse d'études pour 
passer dix mois à Tokyo. Il est alors tombé 
sous le charme du pays et n'a donc pas eu 
de difficulté à convaincre son épouse et 
sa famille de revenir s'y installer lorsque 
sa carrière dans l'immobilier bat son plein 
chez GE à Paris et qu'on lui offre le poste 
de Directeur Asie. Entre deux 
déplacements, il a bien voulu partager 
avec nous sa vision du Japon et de son 
marché immobi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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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別緻且多功能的辦公室，光是從
這個房間，就可以看出奇異不動產投資顧
問公司和它的亞太地區執行長，是多麼重
視屬於人的溫暖了。身為日本通的法蘭索
瓦・特勞修，年輕時曾拿到獎學金，在東
京生活了 10 個月，他就是在那時迷上日
本的。因此當他在巴黎的奇異不動產部門
事業一帆風順，被詢問說是否有意擔任亞
洲地區執行長時，他便輕鬆地說服了另一
半和孩子們，舉家搬到日本赴任。特勞修
在出差的空檔間接受了 JQR 的採訪，主
動談到了他是如何來看日本及其不動產市
場的。

　　「東京不動產市場的首要特性，就是
它的規模。首都圈的人口據說有三千萬，
我並不期待自己能在上任半年裡就完全掌
握理解。雖說這是一個複雜難懂的市場，
但它這種沒辦法靠普通方法來應對的地
方，也正是其魅力所在，要瞭解這個市場
的變化、趨勢、方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15 年前，新宿是個人氣鼎盛的地方，但
現在卻已經感受不到它有什麼成長的力道
了，人們的腳步，開始朝向較接近羽田國

際機場的品川地區移動。歐洲的都市樣貌
業已定型，到哪裡會有些什麼都是可以確
定的，相對的，東京這個從重建才不過經
過了 50-60 年的城市，到現在還是有許多
的變動在發生，對這一點我至今都還是感
到很驚訝。

東京變得比 25 年前更美

　　25 年前我來到日本的當時，日幣還
是強勢貨幣，社會正為泡沫經濟而沸騰，
與現今的狀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讓人有
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不過，東京作為一個
都市，我覺得是比當時要變得更美麗了。
基礎建設的充實改善都有在進行，漂亮的
大樓建築物有增加，大規模的都市計畫也
有做成功幾個案例 ...... 簡言之，當中存在
著很大的邏輯矛盾。一方面，有人指責日
本這 20 年裏完全停止了成長 , 而另一方
面，東京變得美麗得令我甚至覺得，倘若
20 年經濟停滯的結果，帶來的是今天東
京的模樣，說不定會讓許多國家覺得停滯
個 20 年也不壞呢。
　　東京雖然是個雜亂無章的新城市，但
包括像是開發了 ARK Hills、六本木之丘、
東京中城的森大樓等幾個開發商都改變了
做法，在建設新大樓建築時已經開始會考
慮到美觀了。結合了辦公室、店鋪、飯店
的建設計畫，也逐漸開始廣為人知，這在
這個國家算是一項比較新的現象。最好的
例子就是丸之內地區，20 年前那裡只有
辦公大樓，但現在甚至到週末都是人潮鼎
沸，十分熱鬧。不瞭解東京的人，聽到東

京會產生的聯想是摩天高樓大廈、立體三
層的高速公路、龐大的交通量、超級大都
會、與鄰近縣分合起來有三千萬人口、無
味乾燥的水泥叢林、嚴重的空氣污染。我
是來自那個一般覺得既浪漫又與眾不同，
安靜的城市巴黎，事實上，巴黎世醫個很
吵雜、交通混亂、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
和巴黎相比，東京可說是恰恰相反！空氣
污染幾乎不存在，空氣乾淨得像是在村落

東京現在還在持續
進行都市開發。
日本不動產業界 ：
超乎預期的成長

François Trausch 法蘭索瓦・特勞修

奇異不動產投資顧問
亞太地區執行長
攝影 / 長尾迪　撰文 / JQR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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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請我出動的，通常都是必須由我親自出
面賠罪的狀況。雖說這或許是日本特有的
習慣，但這既是理所當然的，況且也是我
的功用所在。所幸，很少會需要我出面。
我之所以會配合這樣的請求，是希望員工
能覺得我是值得信賴的主管，不會棄下屬
於不顧。在日本，一旦失了面子，常常就
得被迫退出市場好幾年。無法和客戶建立
直接的關係，雖然對我而言會有點施展不
開，但既然從當中看不出有任何附加價值，
我還是不會自告奮勇凡事都要自己出面
的。

日本人喜歡建造東西 

　　無論是蓋高速公路，還是房屋，總之
日本的營造業是非常昌盛的。為了能夠讓
營造業全速運轉，對破壞與重建不會有絲
毫猶豫。這或許也是因為在日本土地非
常昂貴所致，土地價格佔了投資金額的
70％，建物佔的比例只有僅僅 30％，所
以才能容許拆了重蓋這等奢侈的行為。話
雖是這麼說，算起來日本人還是很喜歡建
造東西，即使在建造東西看不出有什麼經
濟上的好處的時局也一樣。在日本這地方，
並非所有的建案都能證明本身在金錢上是
有意義的，還是有一些不合英美式的投資
報酬檢驗的建案，因為基本心態就不一樣。

自從和日本員工共事，我的
笑容增加了

　　雖說我也已經累積有很多管理員工的
經驗了，但與在法國時相較，這裡的確是
比較不那麼累。不用說，在同一間企業中，
公司內部精神有一半都是共通的，但剩下
的一半卻經常大異其趣。日本員工不顧在
辦公室裡，都很愛開笑話（包括比較孩子
氣的），比起在法國時，我在日本這裡笑
得很多。會來不動產業上班的，都是些不
願被綁在固定框架裏的人才，畢業的大學
也是五花八門。我們錄取的，都是有英語
對話能力的年輕人，或是有才能，但在傳
統男性中心主義的其他企業中覺得發展有
限的女性。

日本不動產市場缺少透明性

　　在如此成熟的一個市場裏，要取得資
訊竟會這般困難，這事一直都讓我感覺很
驚奇。譬如說當我們要在加拿大買一棟大
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周圍的 10 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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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出時的價格，周邊大樓的屋主與租賃者
等等的資料。但是在日本，這件事卻非常
的難。要得到英美系投資者所要求的這一
類資訊，總是得費盡功夫才行。因為對英
美系投資者而言，這些是理所當然應該要
拿到的「數據」。日本的不動產市場明明
已經高度發展到這個程度了，卻意外的缺
乏透明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
這是保護市場避免新加入者進來，讓外國
人沒辦法從巴黎或紐約空降進來，當場就
買下這邊的大樓。

我十幾歲的孩子們都在享受
著自由的滋味，這都要歸功
於日本的環境

　　東京令人感到難以置信的另一點，就
是它的交通系統。對於我那兩個 14 歲和
16 歲的孩子來說，在東京的生活是一項
美好的體驗。他們在日本的環境中，享受
著屬於十幾歲的年輕人的自由滋味。那是
因為他們不用害怕治安上的危險，而能夠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自由移動。在巴黎的時
候，我不敢想像可以讓當時 12 歲的兒子，

在週六晚上乘坐地鐵前往香榭力大道。這
世上也是有那種要去哪裡都得用到車，小
孩若不靠父母就哪裡都去不了的城市的。

人們都忘了設計其實是日本
的發明

　　在日本還有一件事是沒怎麼被強調
的，那就是擁有非常創新的事業概念，非
常具有創造力的新一代年輕創業家的存
在。就如同曾到京都找尋靈感的賈伯斯所
說的，設計這概念從某方面來看，可說是
從日本誕生的。正因為還有被人們所忘記
的這一面，我對日本的未來是相當有信心
的。

一般，而且它比歐洲好些個城市都安靜多
了。確實，三層立體高速公路是存在的，
但是離公路 100 公尺遠處，卻是整排小小
的房子，要是想生活在村莊一般的氣氛中，
也是辦得到的。再加上根本聽不到在高速
公路上跑的車輛的聲音，因此也保有了安
靜的環境，這才是東京所擁有的雙重性格。

東京很有人味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往返中國。
那個國家正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在進行

變化，但不管哪個城市都是根據相同的計
畫在建設，看起來有點太整齊劃一。有些
地方挺雜亂無章的東京，它的幾個不同面
貌使得它更具人性，也讓它擁有了多樣性
以及底藴。比起成長迅速，處處都有建案
在進行的中國，在東京卻是讀到早報上寫
著，今後 50 年裏人口將大幅減少，不然
就是無人居住的空屋有多少之類的話題。
但這是錯誤的，日本的矛盾在於，雖然整
個社會處於有氣無力狀態，但依然存在有
正在達成大幅成長的『熱點』。只要能找
到這些熱點，就能碰到大的商機。再者，
日本是一個流動性非常高的大型市場，因
此調度資金的成本很低。能夠用 1％的利
息便調度得到資金，再投資到可以獲利 5％
的房屋，能夠獲利 4％的國家，在全世界
是不多見的。
　　事實上，東京的過度密集化仍在持續
中，這也就是說，為日本的人口減少付出
代價的是農村，人口依然繼續在往大城市
集中。東京的『家戶』數是在增加的，這
是因為單身者比過去更多了。也因此，對
小型大廈住宅的需求便提高了。我們在東
京、大阪、福岡、名古屋進軍一房式公寓
市場，其理由也就在此處。同時我們在中
型規模辦公大樓市場也很積極在行動，一
個樓層 300-500 平方公尺，總共 5-7 樓
的大廈，是一般平均的樣貌。在這樣的大
廈當中，也是有無法符合現今耐震基準的，
租方（在東京的企業中的 80％，都是員
工人數約 20 人的中小企業）則在去年的
地震後，都決定要搬家了。他們打算搬到

符合新的耐震基準，提供先進能源系統的
建物去。我們為了吸引這樣的客戶，會投
資在那些外觀看起來或許有些老舊，但十
分優質的建物上，將它們整修到符合現代
的口味。我將目標鎖定在持續開發的可能
性以及新能源系統上。政府也計畫為這些
提供大量的補助金，我們和租方攜手合作，
努力更新可以為租方節省電費的設備。新
能源系統還屬於正在成長中的領域，日本
應該是會致力於其推動才是。因為日本人
一旦下定了決心，就一定會追求到底的。
至於我們是外國企業這一點，並沒有什麼
特別的問題。我們進軍日本也有 15 年了，
也靠著發揮實力獲得了日本人的肯定，現
在已經完全被人們所接受了。話雖是這麼
說，今後我們還是有些做不到的事情，譬
如，我們就不能購入丸之內的不動產，那
些營運項目是屬於日本企業的特許專利。
當然，像這樣的現象無論在亞洲還是歐洲
各地都看得到。日本的特殊性，在於有些
人無論如何都不會賣掉屬於自己所有的建
物這一點上。比起來中國人就有很強的「交
易員」心態，只要有利可圖，多半就會賣
掉。日本對於歸屬和擁有的堅持是很強的，
所以說，我們也只能選擇能夠發展自己事
業的部份來推進。                                                                                                                            

語言是最困難的障礙

　　對我這個外籍社長而言最困難的，乃
是語言上的障礙。也因此，跟客戶之間的
往來我都是交給日本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受訪者簡介
法蘭索瓦・特勞修，在身為奇異不動產
投資顧問亞太地區執行長的同時，也是
日本奇異不動產投資顧問社長。2 年前
到東京上任，之前則以德國和美國等地
為據點，透過幾年來在不動產業界活躍
的經歷，在法國奇異不動產投資顧問擔
任西歐地區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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