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月二十日中和的扶輪社邀請

慈濟的温慶玄師兄演講，由原來預定的

四十分，延至八十分，甚至會後會員還

留下來暢談兩個多小時！大家對於一個

以前只會吃喝玩樂、不負責任、讓妻子

傷心幾度自殺的的壞先生，如何變成慈

濟人，成為慈濟分會澳洲黃金海岸慈濟

負責人，且在沒有外援支援如何完成靜

思堂的設計完工，到現在用良心蓋房

子，推動人人住得起的好宅，造福勞工

朋友的成功企業家有很大的興趣！

温慶玄的感恩慈濟路

温慶玄特別感謝上人的教誨（圖

1）。上人說「頭頂別人的天，腳踩別人
的地，要自力更生，懂得回饋當地」。

1999年温師兄負責澳洲黃金海岸的工作

時，就一直本著慈濟慈悲喜捨、行善布

施的理念，默默耕耘推動慈濟的八大志

業。如遇到Lismore水災時，就立刻成立
食物銀行供給低收入戶，經常帶領師兄

姐不惜兩百公里的路程來回運送物資，

付出無所求，幾年耕耘下來做出來的成

績終於獲得當地政府肯定，撥給慈濟一

塊兩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在上人應允下

興建黃金海岸慈濟靜思堂（圖2）。興建
費用全由黃金海岸師兄姊合力協助募款

承擔（圖3）。在2009年浴佛節前夕全
部完成，終於趕上浴佛節當天啟用，師

兄師姐們都感動的、快樂的抱頭喜極而

泣！畢竟在別人的土地由政府捐地蓋房

子是罕見的肯定！温師兄終於對上人交

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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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温慶玄丶温政翰父子

全民好宅推手

温慶玄董事長小檔案：

80-91年 福慶、華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慶揚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92-100年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聯絡處負責人

99年成立威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02年10月將公司傳承予長子温政翰

澳洲 Fortune Australia 公司董事長

温政翰董事長小檔案：

威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桃園老屋改建暨都市更新發展協會理事

壯元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前澳洲黃金海岸慈青總幹事

美國 TOP IVF USA 高端醫學診所院長助理

澳洲 Fortune Australia 公司執行長

編輯組

圖1. 温慶玄弟子向證嚴法師問訊 圖2. 澳洲黃金海岸靜思堂 圖3.  温慶玄帶領妻子與其他師兄姊
們，努力將靜思堂於2009年
浴佛節前一日完成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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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展現，只要是慈濟活動，温家父子、

夫妻總是盡力參與。接負責人時候正好

碰到台灣SARS，只要宗教處通知需要什
麼物質，不管金額多少總是全力而為。

921大地震、桃芝颱風（圖4）、貴州賑
災亦是如此（圖5）。不但要用心做、
要低調、不求功而且還要感恩有這個機

會。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在慈濟所

學到的做人做事道理，全展現在温慶玄

身上！

意外得癌，兒子提前接班

古人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

晴圓缺。」温慶玄因為母親生病所以提

前卸下黃金海岸負責人的工作回到台灣

照顧母親並負責房地產的工作！一切都

在順利推展當中，誰料到2013年7月意
外發現自己得到多發性骨髓癌。人生驟

然由彩色變黑白，對整個家庭也起了重

大的變化。兒子提前接班，放棄了剩半

年就可以拿到澳洲律師的資格，毅然決

然回台照顧爸爸。這是因為他們謹遵 上
人教誨，「行善行孝不能等」，子女全

部回台照顧爸爸。

愛心的傳承─温慶玄、温政翰父子

現任威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長温政翰，公司理念以興建經濟好宅為

主。他認為真正的好房，是「買得起的

好房！」

從2010年開始，在澳洲就讀昆士蘭大
學法律及經濟雙學位的他，每年都會回台

跟著父親學習房地產。那時得知，公司即

將開始蓋房子，前董事長温慶玄除教導兒

子如何設計在地方上所需的產品外，更要

求温政翰在澳洲多多學習、多多觀察、多

多比較，好日後能將中西好宅理念灌入在

威泰所蓋的房子（圖6）。

全民好宅的推手–買得起的好宅理念

在2013年温慶玄董事長生病前，已

看見房價高漲，民怨四起，年輕人皆為

無殼蝸牛，很努力的工作，也買不起一

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不論政府如何積極

的推出房市政策，都於事無補。那時威

泰建設董事長已收購了許多便宜土地，

現在更有許多建商願意加倍價格購買，

但在房地產景氣不是很好的時候，威泰

建設依然堅持興建。只因為秉持著上人

的教導『取之於當地，用之於當地』回

饋社會，尤其是買不起房子的勞工朋

友，當初董事長會大量購買土地在工業

區的正對面，原因就是如此。不只可以

蓋便宜又好的房子，更可節省上下班的

交通時間，只需要走路或騎腳踏車即可

上班，也可以實施上人的環保理念。至

圖5.  温慶玄董事長與慈濟人於
中國貴州賑災

圖4. 桃芝颱風賑災時温慶玄前往幫忙 圖6. 父子用心經營打造好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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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買了我的土地，成本變高了，那他

又如何能蓋便宜又好的房子呢?』

低總價、高空間效率、好建材的產品

從決定開始買入工業區的土地開

始，董事長温政翰表示他就開始仔細的

觀察本地既有的中古屋以及其他建設公

司正在興建的新成屋所用的建材，並觀

察當地勞工真正的居住需求，發現在此

區舊有的中古屋以及新成屋在外牆都以

加強磚造的工法在進行。當地建商甚至

大言；柱、樑、板為RC造，便可稱整棟
建築為R C，外牆可用磚牆砌起，但温

政翰發現，如此做雖然在工期上可以縮

短，且成本上更是能省上一筆，但對於

將來買到房子的勞工朋友們來說，花了

半生積蓄，準備住一輩子的房子，如果

房子住個3-5年，可能就必須開始面臨外
牆產生壁癌及滲漏水狀況，情何以堪。

所以温政翰決定要在此區立下標竿，不

論成本如何，威泰蓋的房子在結構上絕

對全部採用鋼筋混凝土，且只用最好的

品牌：台灣水泥。

另外他發現在這邊工作的勞工，每

日已經加班至12小時，可每月能存到的
薪水有限，如果房子的總價太高，勢必

會買不起，那他把格局設計得再漂亮也

是沒有用，所以首重要的是要在室內使

用空間效率（圖7、圖8）、室內淨空間
比率高及總坪數要低的狀況下，公設比

必然是關鍵，從18%低公設比降到15%
的超低公設比（圖9錢都8期），要讓勞
工朋友辛苦存下來的積蓄，不是花大錢

買虛坪，而是買到真正實在的坪數。

自己願意住的房子，我才願意蓋

温政翰說：『自己敢住的房子，我

才敢蓋，自己願意住的房子，我才願意

蓋。』所以光是挖地基，建築規劃向下

挖1.2米即可，温政翰堅持挖到近2米，
只有地基穩了，整棟建築才穩，住的人

也才會安心。格局設計上，温政翰也不

斷的要求自己精進，一般市場推出2房1
衛的產品，他就是要想盡辦法畫出格局

方正、採光好、通風佳、低公設的2大房
2衛，要讓住的人住得舒適、安全更要住
的健康。

購屋者 生財的產品計劃

用心的温政翰發現許多在此工作多

年的勞工朋友們，皆為租屋一族，每年

上繳幾萬租金給予房東，租金卻如流水

一去不復返。他利用巧思，設計出雙大

套房格局，不僅在套房本身格局上做到

圖6. 父子用心經營打造好宅 圖7.  錢都3.5.8.9期 - 兩房客廳
樣品屋實景圖

圖8. 錢都8.9期三房客廳示意圖 圖9. 威泰錢都8期3D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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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且雙大套房格局更是能讓勞工朋友

們住一間租一間，從領薪階級搖身一變

為包租公。用另外一間租人的租金來補

貼自己的房屋貸款，減輕繳款壓力，放

鬆身心靈，這是買得起的好宅，買得起

的健康建築。業務經理嘴上常說：『不

是現場銷售人員很會賣房子，而是勞工

朋友真的感受到公司的用心，推出經濟

健康住宅外，還兼顧購屋者生財的建築

計劃。』

湖JIA、墅JIA度假三代同堂兩相宜

除了用心在勞工朋友身上外，温政

翰因為在澳洲住過，也很想將住在國

外，就像度假般的一樣能放鬆身心遠離

塵囂的水岸住宅帶回台灣，於是便於青

埔周邊規劃設計了【湖JIA】（圖10）一
案，樓高12層，地下兩層，有別於一般
建設公司挖地下室防水於內牆施做。温

政翰覺得如此並不真正保障住戶，他不

但基地全面開挖以外，更是將挖地面積

向外擴展，從地下室外部就開始塗上多

層防水層，完全隔絕外來水流，有了安

心的地基，樓上住戶才能真正放心，享

受面向2萬7千坪湖景，天然景色、永久
的棟距。

從年輕到中生代族群，温政翰都想到

了，還有一種房子，也是温政翰想規劃

的，就是能真正享受到天倫之樂可以三代

同堂有自己天地的房子，【墅JIA】（圖
11）一案，百坪空間全套房設計，建材
採用了太陽能電熱水器、全棟附設中央集

塵、洗碗機、全免治馬桶，全棟帶入環保

概念。温政翰表示：蓋好宅用心宅，一直

都是自己在不斷追求的，希望能一直蓋出

好宅讓人人有一個安穩的房住，不再是買

不起房的無殼蝸牛一族。

温政翰執行企業管理傳承推動好宅

從小就跟著父母做慈濟的温政翰，

因緣在澳洲認識了台灣慈濟基金會並投

入志工行列（圖12），從最基礎做起，
在慈濟，他學到了即使是董事長，仍需

彎下腰來服務社會。不彎下腰來往往無

法真正看到問題的核心。誰不想擁有一

間能住一輩子的家呢?唯有深入了解過一
般勞工的需求，將心比心，永續經營服

務，才能蓋出真正的全民好宅! 年輕僅30

歲温政翰已經接棒了，執行產品企劃、

銷售工程計劃，負責一、二級工程品管

以及公司企業管理工作，且已有具體成

績。温政翰將成為未來推動好宅的明日 

之星，大家拭目以待！

圖12.  慈青温政翰與黃金海岸慈濟
人，前往澳洲 Ipswich高中分
享『環保人生-愛地球』

圖10. 湖JIA外觀適意圖 圖11. 墅JIA – 外觀實景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