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6.1 綠色管理組織

面對氣候變遷與地球環境日益惡化， 信義房屋認為，身為

地球村的一份子，與企業公民之自覺，應有珍惜地球資源的

環保觀念。「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綠色環保要從自己做起

，信義房屋在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中也明白規範「我們應

致力於環境保護、節約資源與能源，各項營業活動應盡可能

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除了嚴格遵守政府環保法規相關規定，信義房屋也成立跨部

門整合的「綠色管理小組」，進行企業環保節能政策推廣宣

導、環保節能成效評估、全公司水電設施、建材、辦公用具

等環保產品評估採購⋯等。以實際行動參與，匯聚成一股守

護地球的環保力量。

6.2 信義房屋綠色管理策略

˙制訂環保行為守則：

信義房屋2 0 0 9年制定並發布「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

在第5項守則2針對社會大眾及環境保護之行為守則當中，明

文規範環境保護相關之行為守則：「我們應致力於環境保護

、節約資源與能源，各項營業活動應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期許信義房屋全體同仁於工作及生活中都能加強

對於綠色環保生活的重視與落實，透過全員主動去做成功複

製經驗至每個人，讓信義房屋成為節能典範。

˙遵循環境法規：

信義房屋已將節能減碳、環保議題納入營運計畫，未來將遵

循國際環境保護等各項標準，建置能源管理與查核制度，並

就主要節能項目進行效益分析，訂定未來環保目標與措施。

對內，將會透過企業自主環保及開發綠色服務來強化環保能

力。

6.環境保護

對外配合公部門政策要求

對內負責企業環保政策宣導與推動

實際各項節能、節水任務指揮和督導

選購具環保標章的無污染器材

選購具省電標章的辦公相關用品

配合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比例

工作小組     功  能             完 成 任 務

全年減少用水

用電量

執行綠色採購

榮獲綠色採購

標竿企業

綠色管理

小組

為推廣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環保署公開表揚

2009年綠色採購金額逾2千萬元之民間企業及

團體，並舉行【綠色商店授證】儀式，信義房

屋也榮獲此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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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環保企業文化：

信義房屋更將環保融入企業文化中，透過每季皆會舉辦的提

案比賽─「信義愛迪生獎」，鼓勵全體同仁提出對於環保方

面的創新提案，並且將環保觀念併入經營理念進行相關探討

。為了落實環保，由各分店、總管理處各部門及關係企業由

各單位推派一位代表擔任「環保大使」，協助推動及執行相

關環保內容。 

˙減少內部資源浪費： 

省水、省電、節約能源，是企業公民最基本的責任，因此信

義房屋透過減少內部資源的浪費，達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第一

步。信義房屋全面改用省水水龍頭、更換省電燈泡、推行省

電關燈活動、空調改用最適溫度、節省擦手紙使用量、開會

資料採雙面列印，以及減少紙杯用量，達成企業環保目標。

˙實施綠色供應鏈：

信義房屋2009年制定並發布「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在

第4項1針對供應商之行為守則的內容當中，明文規範：應公

平對待業務往來之供應商及協力廠商，任何採購之決定，係

依據成本、品質、技術、交貨、效率、供應商財務狀況、環

境保護等因素。對外，信義房屋也跟供應商進行溝通宣導，

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工作，亦努力在客戶服務端建構綠色服

務網絡。以信義房屋代銷部為例，信義代銷與建商合推綠色

環保建築，在建築材料採用上也多以環保觀點出發。信義房

屋不只幫客戶買賣房子，也考量到客戶在房屋裝潢整修、清

潔、搬家等需求，因此以嚴謹評鑑制度，精選具有環保意識

的綠色優良廠商推薦給信義房屋客戶。

˙推行綠色採購：

信義房屋全力推行綠色採購，除已加入環保署與台北市環境

保護局「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意願」行列，簽署民間企

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意願書，並以實際行動積極推動各所屬分

店及總部大樓配合綠色消費、採購綠色標章產品外（小如洗

碗精、清潔劑，大至電腦、投影機、冷氣機等電器設備，皆

選購具環保標章的無污染器材，或是具省電標章的辦公相關

用品，配合政府機關的綠色採購比率。），在環保觀念宣導

上，亦加強宣傳採購綠色環保標章，宣導使用綠色環保產品

、節能產品、節水產品與綠建材。2009年全年共採購約2041

萬元節能環保產品。

6.環境保護

設置環保標語提醒同仁養成隨手關燈

的好習慣。

短程梯間也希望同仁能多走樓梯來替

代坐電梯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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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面E化流程與綠色服務研發：

信義房屋早在2000年即開始推行辦公室無紙化，在2009年舉

凡請假、請購、上簽呈和財務請款等相關作業，皆全數以電

子簽核方式取代原有的書面簽核。對外則致力於綠色服務之

研發，持續推出各項線上創新服務，如：「網路與手機看屋

」的尋屋模式，除有效節省印刷紙張、滿足客製化資訊需求

之外，亦同時大幅提升服務效率。目前信義房屋的綠色服務

遍及搜尋、資訊評估、乃至成交中與售後服務，兼顧時效性

、便利性及環保。

˙深入社區推廣環保：

除了總部大樓落實執行節能減碳政策外，信義房屋透過全台

二百多家分店，深入分店所在社區，推廣節能減碳。每年的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分店同仁在社區及公園內進行街

道及公園美化，平日亦不定期舉辦社區環保活動，藉由同仁

的親身體會及落實，宣揚節能減碳的重要。

6.3 信義房屋環保目標

為善盡企業社會公民責任，永續環境發展，信義房屋針對綠

色採購、減廢再生、節能減碳與綠色行銷面向上制定了目標

，如下說明。

˙綠色採購、友善環境：

全公司綠色採購「環保標章」，例如：採購環保用具、建材

⋯等具「環保標章」之產品。

˙推動減廢，綠色再生：

推動全面垃圾減量，實施資源回收與再利用，例如：員工自

備水杯或餐具容器，做好垃圾分類，達到垃圾減量目的，珍

惜地球資源。

˙節能減碳，節約資源：

信義房屋屬於服務業，本身並無實體產品製造，而分店成本

中電費、表單印刷、水費，占分店每月事務總成本近五成比

例，因此，我們針對電力、表單印刷、水費等項目，致力於

節能減碳各項活動宣導與執行，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服務效

率，亦能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6.環境保護

分店同仁利用空檔時間在社區及公園內進行

街道及公園美化。

信義房屋推行辦公室無紙化，內部文書作業

全部以電子表單取代傳統紙本印刷表單。



-45-

6.環境保護

2012年

- 品項達80％、金額成長50％

- 垃圾回收40噸、垃圾減量20%

- 電力、用水度數降幅20％

- 綠色創新提案年均達80件

內容

綠色採購，友善環境

推動減廢，綠色再生

節能減碳，節約資源

綠色行銷，創新服務

˙綠色行銷，創新服務：

推動綠色服務，減少DM派報紙張使用量，創新行銷服務，例

如：行動看屋查價、房屋資訊以簡訊或mail方式傳達給顧客

⋯等方式創新服務、綠色行銷，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信義房屋2 0 1 2年環保目標】

 

6.4 環保推動成效與未來作法

為進一步檢測信義房屋2009年節能減碳推動成果，茲列出

2008年與2009年於用電、用水、資源回收與綠色採購等各項

環保相關執行成效，並依據執行成果，訂定未來作法。

2009年信義房屋環保目標：

-全公司使用電力度數較2008年節省10%

-全公司用水度數較2008年降10%

-全公司資源回收量增加10%

　　項　目

信義房屋分店數

每店平均用電量/月

每店平均用水量/月

每店排碳量/月
（電+水）

全公司(包含總部)
全年用電量

全公司(包含總部)
全年用水量

全年資源回收量

全年綠色採購費用

綠色採購品項比例

2008年

219家

4,298度

593度

2832.5 kg/CO

13,182.8仟度

1,574.2公噸

全公司24.07公噸

1,100萬

63％

2009年

240家

3,674度

464度

2459.6 kg/CO

11,939.8仟度

1,350.8公噸

全公司30.4公噸

2,041萬

75％

2 2

總部空間綠美化

【2008年與2009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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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範疇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6.環境保護

因全球原物料日漸缺乏，原物料價格逐漸上揚，但2009年分

店各項營運成本較2008年皆降低的趨勢，藉由資訊分析結果

，顯示信義房屋在節約能源成果良好；信義房屋2009年每家

分店不管在節電量與省水量，與2008年相比，單店每月平均

用電與用水量，分別減量14.5%、21.8%；以全公司來看(總

部+分店)，整體全年用電與用水量，分別減量9.4%、14.1%

；在資源回收量則成長20.8%，此三項環境指標皆順利達成

年度設定的10%目標，顯示信義房屋落實環境保護決心。

信義房屋節能減碳未來作法：

˙推動分店樂活工作，避開上班尖鋒通勤時間，鼓勵同仁多

  利用大眾運輸系統，以達節約能源及減輕空氣污染。 

˙研發更多綠色服務與創新網路功能，減少紙張使用率。 

˙汰換為省能、高效率設備及器具，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並減少廢熱之排放。

˙頂樓與辦公空間擴大綠化。 

˙舉辦節能減碳等相關活動與競賽，宣導環保觀念。

 

6.5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面對全球暖化問題，溫室氣體盤查可以掌握盤放狀況，藉此

擬定有效的減量管理措施。盤查2009年信義房屋溫室氣體排

放總量為9613.56t-CO e，盤查範圍涵蓋了總部大樓與信義

房屋全台240家直營分店。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包含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公司擁有

或控制的排放源）、範疇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公司自用之

外購電力產生之溫室氣體)與範疇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由於信義房屋屬於房屋仲介服務業，並無實體產品製造，

所以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是來自於外購電力所產生的間

接排放（範疇二），2009年屬於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8860.46t-CO e,佔92%。

項目 排 放 量

2109.71t-CO e

6750.75t-CO e

8860.46t-CO e

      計 算 說 明 

2009年平均每店每月電力

3674度，240家店，依照每

度電力可產出 0.638公斤

CO 計算。

2009年全年電力3,306,760

度，依照每度電力可產出 

0.638公斤CO 計算，故計

算出2,109.71t-CO e

合計

總部

大樓

全台

240家

分店 2

2

2

2

2

2

總部東側提供腳踏車架讓同仁使用，鼓勵

同仁騎乘自行車上下班。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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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無實體產品製造，但是80%的員工為業務同仁，每

天工作內容中大部分須要不斷登門拜訪顧客，以符合親力親

為的服務形象，故常以機車代步，以每位業務同仁每天平均

拜訪顧客里程數約為14.9公里，約耗油0.6公升，依能源局

公告數據，油及液化石油氣之二氧化碳排放單位為2.26公斤

CO /公升，一位業務同仁每天平均因交通之碳排放量為

1.356公斤，一年平均為345.78公斤(以上班天數255天計算)

，2009年業務同仁約為2178人，員工拜訪客戶騎乘機車非工

務車，故屬範疇三，因此2009年屬於範疇三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為753.1t-CO e，佔8%。

為降低員工拜訪客戶騎乘機車所排放之溫室氣體，除宣導同

仁在一定距離內以徒步或自行車進行客戶拜訪或商圈開發，

另方面加強同仁行程安排，讓行程安排更有效以減少拜訪路

程。同時宣導行政人員上下班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於總

部大樓外設置自行車停放處，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到

2010年二氧碳排放量減少10%目標。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信義房

屋將以環境保護做為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礎，除每年進行

溫室氣體盤查外，不僅是信義房屋總部大樓努力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量，信義房屋透過全台分店，深入分店所在的社區推

廣環保。全台信義房屋分店除了陸續更換高功率省電燈泡，

空調溫度調至26度外，同時也縮短各分店招牌點燈時間，以

降低CO 排放量。平常分店同仁也會在社區及公園內進行掃

街、撿拾垃圾，藉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交流，為環保善盡心

力。未來更將持續施行各式環保節能措施，全員參與，努力

減少碳排放，為創造更美好的環境而努力不懈。

6.6 能源使用與資源回收

6.6.1 水資源使用

信義房屋為房屋仲介服務業，因此用水量大部分為員工一般

日常使用，少部分為來訪客戶使用，雖非屬高用水行業，惟

信義房屋仍持續推動水資源節約計畫，包含採購省水標章之

產品如水龍頭、馬桶，並執行水龍頭出水量減量措施，以減

少水資源之浪費。

各茶水間設有分類垃圾桶，落實資源回收。

信義房屋推動線上綠色服務，減少紙張印刷，

不只環保，服務也更有效率。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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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信義房屋全體用水為1,350.8公噸，在分店部分，2009年全台240家分店，每店每月平均水費度數

為464度，較2008年每店每月平均水費度數593度省下129度，降幅21.8%，以240家店一整年來算，2009年

共減少排放74公噸CO2。共減少排放74公噸CO2。

6.6.2 電力使用

2009年信義房屋全體用電為11,939.8仟度，（其中總部大樓為1,358.7仟度，全台分店為10,581.1仟度）。

信義房屋2 4 0家分店，每店每月平均電費約為1 . 1萬元，單店每月平均耗電度數為3,674度，較去年減少

14.5%。依照每度電力可產出0.638公斤CO 計算，每月氣體CO 排放2,344公斤/月。而為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量，2009年全台各分店陸續更換高功率省電燈泡及節能變頻空調，以減少CO 排放量。在節電執行成果上

，2008年每店每月平均電費為4,298度，2009年每店每月平均耗電度數降為3,674度，較2008減少14.5%，

一整年共減少4５5.18公噸CO 排放量。

【分店用電比較】

6.6.3 資源回收

2009年全台240家分店，每店每月平均紙張使用為21包，較去年減少27.5%。依照每包紙張可產出7.7公斤

CO 計算，以240家店一整年來算，2009年共減少排放177.4公噸CO 。

信義房屋除了推動E化減少用紙外，也推動資源回收，回收項目包括：（1）各類紙製品、碎紙、報紙、期刊

、雜誌等紙類（2）寶特瓶（3）鐵罐、鋁罐 （4）日光燈管（5）二手電腦（6）其他有回收標章物品；2008

年全公司資源回收為24公噸，2009年全公司資源回收為30公噸，資源回收量成長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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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每月用紙比較】                             【資源回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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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環境保護

6.7 推動綠色服務

信義房屋雖以提供仲介服務為主，而無生產實體的產品，但基於貫徹企業社會責任，因應全球暖化議題，力

行節能減碳已是每個企業公民所應盡的責任。因此信義房屋也積極以電子媒介取代傳統文宣物，響應線上「

綠色服務」，更因應客戶需求研發各式創新網路創新服務。以2 0 0 9年 2 4 0家店計算，約減少91.3t-CO e

(一張A4排碳量為0.0154公斤CO )。

˙主動簡訊服務

客戶簽訂買賣契約後，信義房屋會主動的將流程進展以及款項入帳等資訊以簡訊發送到客戶手機中，減少紙

張及電話費的浪費，讓買賣雙方在辦理過戶的過程中能夠即時且清楚了解目前進度。

˙PDA行動服務

信義房屋透過的PDA索引功能，結合龐大的買賣屋資料庫，針對房屋類型、商圈分析、價位等物件條件，同

樣減少介紹紙張的列印，縮短售屋及購屋時間。

 ˙e化速配服務

信義房屋網站透過「互動看屋功能」、「吉屋速配」功能，會自動將吻合條件的物件資訊e-mail給客戶，

且每一家分店都設有「e台通」數位接待系統，透過該系統協助，可以幫客戶做好完善購屋規劃，達到快速

有效配對。

˙推行「謄本e化」

因應地政謄本e化時代來臨，信義鑑定與資

訊部及中華電信電子謄本之系統廠商合作開

發「謄本e化專案」，提昇不動產說明書的

製作效率並節省分店可觀之申請謄本勞務費

，減少紙張的過度使用，並且大幅改變傳統

謄本申請方式。

˙推行「電子版不動產說明書」

因實體「不動產說明書」現況問題，有急件受限於人工快遞班次時，造成取件成本高，以及紙張使用的增加

，加上急件「帶看房子」時，常無法提供完整資訊給買方，或產調服務功能未整合，服務效率低，故推行

【電子版不動產說明書】改善，更大量減少紙張使用。

「電子版不動產說明書」特色

1.電子版不動產說明書整本資料可供特定人查詢。

2.電子檔修正後，開發店列印，具簽約效力，又減少紙張過度使用。

3.產調相關服務功能整合，提升產調相關服務之品質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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