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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主要作為

1.成立公共事務部，系統化推動社會公益事務
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我們成立公共事務部，盼透過結合企業資源，能擴大社會影響力，系統化推動社會公益事務，創
造台灣更多的幸福生活。
2.強化「文化公益事業群」，促進永續和諧之發展
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信義房屋不斷強化「文化公益事業群」，分別設置信義公益基金會、信義文化基金會、信義學堂、
信義書院，中華倫理教育協進會、行義文化出版社，台灣社區一家協進會等團體組織，促進永續和諧之發展。

管理機制

信義公益基金會
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台灣人口產生結構性變化，「新住民」及「銀髮族」的數量增加，導致台灣家庭結構隨之質變，

也產生了新的社會議題，有鑒於此，「信義公益基金會」，除辦理一般的公益事項外，於2015年致力於新住民及銀髮族的長期關

懷與扶持，特別在於婦女福利、急難救助、醫療補助等方面提供協助。此外，2015年中秋送暖則捐贈100箱柚子予伊甸基金會養

護中心之長者。

未來改善目標 於新住民及銀髮族的長期關懷與扶持，在婦女福利及急難救助部份，將與相關基金會合作，並請社工後續輔

導與追蹤觀察。醫療補助將每三年推動一次，並與偏鄉地區結合，讓此檢測再往更需要的地方延伸。

信義文化基金會
「信義文化」是融匯中國先賢千年智慧的精髓，在現代混亂失序的轉型社會中，「信義精神」更具掁聾發聵的功能！2015年在具

體的工作要項上，以「信義文化精神」為核心，透過「推廣企業倫理與組織文化」、「提昇人文素養與全人教育」、「倡導生活

倫理與社區文化」暨「促進兩岸與國際學術交流」四大工作方向，共計贊助講座9場，提供獎助學金予19所信義鄉學校學童。

未來改善目標 於新住民及銀髮族的長期關懷與扶持，在婦女福利及急難救助部份，將與相關基金會合作，並請社工後續

輔導與追蹤觀察。醫療補助將每三年推動一次，並與偏鄉地區結合，讓此檢測再往更需要的地方延伸。

信義學堂
信義房屋將「信義學堂」定義為企業社會責任推廣交流平台，透過多元議題的演說、座談會與實體手作的參與，促進大眾對企業

倫理、人文生活、社區關懷、社區空間、幸福家庭等議題的關注。2015年就舉辦95場共18,587人次參與、平均207人/場，累計

已舉辦421場講座，總計吸引6.7萬人參與。期望讓民眾透過信義學堂平台交流、分享與學習，使信義學堂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社

會學習品牌。

未來改善目標 信義學堂未來仍秉持並積極把信義學堂品牌以學習概念，推廣至台灣各地，讓社會大眾普遍享有昇華身、

心、靈素養的精神饗宴。

信義書院
信義房屋與政治大學共同創設以「企業倫理」為中心思想的「信義書院」，持續開設企業倫理課程、提供信義獎學金計畫、提供

信義獎學金計畫、舉辦企業倫理系列講座等，持續研究企業倫理、管理道德、企業永續與環境永續。2015年，除舉辦3場大型論

壇外，近8佰萬元於企業倫理研究發展上的投入，也帶動了台灣企業於企業倫理上的重視。

未來改善目標 攜手海內外知名高等教育機構，戮力培育企業倫理師資、傳授企業倫理學，致力打造國際級經營管理教育中心。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於2015年編列數佰萬元經費投入本項計劃，以鼓勵國內高等教育重視未來企業領導人的品格。2015年舉辦「企業倫理教師夏冬

令營隊」兩場參與的種籽師資共57人次，參與學校共30所(含國立大學8所，私立大學22所，企業1家)。

未來改善目標 持續擴大企業倫理平台的影響力，不僅讓學術界能更容易取得所需的資訊、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教學內

容，並累積實踐企業倫理的能量；不斷促進學界與企業界經驗分享及交流，將學校與教師的力量逐步擴大。

行義文化出版社
2000年起，信義房屋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合作編製的「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詳實記錄近20年

的房市軌跡，持續扮演產業紀實角色。於2015年更進一步收錄社會住宅之規劃與發展、海外置產風潮追蹤、促參法應用於住宅市

場之建議，主動發掘影響房地產發展的關鍵課題，為健全產業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未來改善目標 定期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持續扮演產業紀實角色，並主動發掘影響房地產發展的關鍵課題，為健全

產業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社區一家
志工服務是同仁連續第六年深入南投山區，陪伴八八風災後心靈受傷的居民；幫嘉義漁民們將破舊的屋子，改造成地方產業基地，

單這一年就走遍了台灣33個社區，用雙手改善當地生活。社區一家贊助計畫共有650申請件，特優3個、楷模獎109個、全民社造

種子獎142個，總計贊助254件；累計捐贈兩億元給社區做為建設經費。2015年度，勾勾gogo募集平台讓社區營造有了更加創新

的方式來實現，透過虛實整合，讓提案者可以運用科技的力量，直接在網路上發起提案，向平台會員尋求協助。

未來改善目標 自2016年起，更名為「全民社造行動計劃」，希望能夠讓社區建設成為全民運動，讓生活在台灣變成更幸

福的事情，號召更多年輕人投入社區建設。

重大性議題：

間接經濟衝擊、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對信義的意義：

發展逾兩百年的資本主義，已走到亟欲升級轉型的十字路

口，2001年、2002年相繼爆發的美國安隆（Enron）、世

界通信（WorldCom）等企業醜聞，或許可視為資本主義的

崩壞前兆，2008年禍延全球的金融海嘯，更正式敲響了資

本主義走入歷史的聲聲喪鐘。放眼人類前途，資本主義或

許不會消失，但適度扭轉或矯正卻是大勢所趨。如何有效

調整資本主義再度成為後金融海嘯的經濟新典範，包含信

任、忠誠、公正等基本價值的「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勢將成為新時代的商管主流顯學之一。因此推

動企業倫理，成為信義房屋近年來持續努力耕耘的方向。

另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我們希望藉由長期贊助社區營

造，將「家」的概念，延伸到鄰居、社區、城市及國家，

改善人與人之間疏離的互動關係，打造出社區特有的人文

及生態風貌。

社區參與4. 管理方針︰全民社造，幸福台灣
六大永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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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義學堂
信義學堂持續推動大眾對企業倫理、人文生活、環保意識、社區關懷等議題的關注，於2015年舉辦95場講座，共

18,587人次參與，累計舉辦421場講座，總計吸引6.7萬人參與。

社區參與4.
社區回饋
利用信義核心價值，達到社會共融之願景目標
信義房屋「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強調「住在有人關心的地方最幸福」，一路走來，我們也透過各種社會回饋，用力建
設台灣成為一個溫情醇厚的幸福國度。期望能夠達到我們在社會共融的長期願景：「全民社造、幸福台灣」。
為達成此長期願景，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信義房屋不斷強化「文化公益事業群」，分別設置信義公益基金會、信義文化
基金會、信義學堂、信義書院，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行義文化出版社，台灣社區一家協進會等團體組織，促進永續
和諧之發展。

4.1 信義公益基金會
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的環節首要「看見社會的需求」，再藉由企業的力量，群策群力將有限資源提供給需要
的人。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新住民」及「銀髮族」的數量增加，台灣人口產生結構性變化，
也產生了新的社會議題。信義房屋成立的「信義公益基金會」，在婦女福利及醫療補助方面，預期累積至
次年之受惠人次可達1.2萬人次。此外，亦積極投入長者陪伴服務與助學計畫，受惠人數近300人次。

2015年執行成果:

4.2 信義文化基金會
信義房屋自創業以來，孜孜以「信義」為立業理念，努力經營三十餘年有成，創辦人周俊吉先生鑑於中國文化固有
的講信重義精神，期望藉由基金會的成立來從事觀念傳播與活動推廣，2015年共計贊助講座9場。

講座內容 執行成效 

1. 企業倫理系列 (先義後利 向下紮根) 

2. 人文生活系列 (關懷人文 美化人生) 

3. 環境關懷系列 (與自然共生 許諾美好) 

4. 社區關懷系列 (住在有人關心的地方最幸福) 

5. 居住空間系列 (打造居住環境 享受樂活空間) 

6. 幸福家庭系列（信任帶來新幸福） 

1.2015 年就舉辦 95 場共 18,587 人次參與、平均 207 人/場，

累計已舉辦 421 場講座，總計吸引 6.7 萬人參與。 

2.推動無紙化，於 2015 年起停止印製分店大型海報，共計減少

1,064 份 

3.讓民眾透過信義學堂平台交流、分享與學習，成為一個有影

響力的社會學習品牌。 

4.4 信義書院
2012年董事長以個人名義捐贈新台幣6億元及信義房屋十年捐贈1.2億元，合計7.2億元，與政治大學共同創設以「企業

倫理」為中心思想的「信義書院」。2015年，除舉辦3場大型論壇外，近8佰萬元於企業倫理研究發展上的投入，也帶

動了台灣企業於企業倫理上的重視。

更多資訊請參閱：http://www.sysschool.nccu.edu.tw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信義企業倫理講座 為經理人養成注入更多倫理

關懷，打造國際級經營管理

教育中心。 

2015 年共計舉辦了 3場大型論壇或講座 

1. 企業倫理領袖講座 

2. CEO 論壇 

3. 企業實務講座 

信義企業倫理研究發

展中心 

1. 企業倫理教育與推廣 

2. 企業倫理研究 

3. 企業倫理資料彙整 

4. 企業倫理師資培育 

5. 對外交流 

2015 年於發展企業倫理教材、實施企業倫理課程、補助

企業倫理研究與彙整等，相關花費共近 8 佰萬元，期待藉

由培育經理人的過程中注入對企業倫理的關注，以提高未

來企業對企業倫理的重視。 

MBA 提升計畫 1. 提供信義獎學金 

2. 支援 MBA 學程 

1. 2015 年正取兩名獎學金得主 

2. 支援「企業永續競賽」 

3. 協助「職涯探索與發展」移地教學課程  

4. 支援購買圖書、資料庫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婦女福利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為加強照顧婦女暨兒童、少年福

利，扶助單親新住民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 

單親新住民須為本國國民之外籍配偶，未獲其他生活補

助或未接受公費收容安置之65歲以下且獨自育有未滿十

八歲兒童之婦女，其家戶所得及財產未超過中央、設籍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審核通過者每

個月補助$2,000，補助半年；特別情況者補助一年。 

預計 2015/12~2016/12 期間受惠 80 人次，後續

將持續與相關基金會合作並請社工後續輔導與追

蹤觀察。 

醫療補助 骨質密度儀優免檢測-台大醫院金山分院：為幫助中低收

入長者平時無法負擔骨質密度檢測的自付費用，提早預

防和及早發現並治療骨質疏鬆症狀 

 

1.完全免費骨質密度檢測：北海四區(金山、萬里、石門、

三芝) 65 歲以上中低收入民眾 

2.半價優惠骨質密度檢測：65 歲以上長者 

2015.07 捐贈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醫療器材：骨質密

度分析儀、數位腦波檢查儀暨影像攝影系統等。 

提供長者優免檢測，預計 2015/12~2016/11 期

間，受惠人數可達 11,409 人。 

優免檢測活動將每三年推動一次，與偏鄉地區結

合，讓此檢測再往更需要地方發延伸。 

助學計畫及

長者陪伴 

1.立賢教育基金會助學計畫：補助家境清貧的學子，所屬

家庭多為隔代教養或單親新住民，補助兩學年。 

2.中秋伊甸送暖：捐贈柚子至養護中心，及志工陪伴長者

服務 

1.補助兩學年（2015/09~2016/08），受惠人數

共 10人 

2.共捐贈柚子 100 箱，受惠人數共計 275 人。2016

年度預計將進一步規劃信義志工服務，至養護中心

陪伴長者。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信義文化 

傳播推廣 

2015年贊助

「關懷人文、美化人生」系列講座

(共計9場，參與人次共1,375人)。

以「信義文化精神」為核心，透過「推廣企業倫理與組織文化」、

「提昇人文素養與全人教育」、「倡導生活倫理與社區文化」暨「

促進兩岸與國際學術交流」四大工作方向，來達成本基金會之使命

，讓社會、企業與個人重新注入「信」與「義」之積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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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社區一家
「社區一家」強調以人為本、從心出發，集眾智、合眾力，積極尋思創新改善之道，從個別社區擴散到全體社會，讓每

一個人的明天會更好。

「全民社造」不只關注社區營造，更希望促成社會改造，於2015年甫推出之勾勾gogo募集平台，便是希望藉由網路串

連社會上的點點滴滴愛心。

4.8 其他社會參與

社區參與4.
4.5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為提升全國企業倫理教師之教學成效，特整合該協進會多年累積之專業知識與社群連結基

礎，於每年舉辦全國企業倫理教師夏令營，期以交流教學經驗，進而凝聚課程共識。2015「企業倫理教師夏冬令營

隊」兩場參與的種籽師資共57人次，參與學校共30所(含國立大學8所，私立大學22所，企業1家)。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企業倫理教育

紮根計劃 

每年編列數佰萬元經費投入本項計

劃，以鼓勵國內高等教育重視未來

企業領導人的品格 

1. 每年辦理「企業倫理教師夏冬

令營隊」 

2. 在「一校一師」的原則下，每

年支持20所學校20位教師進

行「企業倫理」個案編寫及教

學方法研發 

1. 促進學界與企業界經驗分享及交流，將學校與教師的力量逐

步擴大。 

2. 累積實踐企業倫理的能量，至今已建置成一個完整的企業倫

理平台，累計已發表 129 篇教學個案、129 輯教學示範帶及

十多場教學經驗交流研討會，大學校園「倫理教學平台」已

然形成。 

3. 「企業倫理教師夏冬令營隊」兩場參與的種籽師資共 57 人

次，參與學校共 30 所(含國立大學 8 所，私立大學 22 所，

企業 1 家)。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社區一家贊助

計畫 

贊助社區建設經費，讓生活在台灣

變成幸福的事情，並號召更多年輕

人投入社區建設。 

2015 年共申請 656 件，特優 3個、楷模獎 109 個、全民社

造種子獎 142 個，總計贊助 254 件；自 2004 年累計捐贈兩

億元給社區做為建設經費。 

本計劃自 2016 年起，更名為「全民社造行動計劃」，希望

能夠讓社區建設成為全民運動。 

志工服務 走入全國社區與在地居民共同實

現社區夢想。 

2015 年是同仁連續第六年深入南投山區，陪伴八八風災後

心靈受傷的居民；幫嘉義漁民們將破舊的屋子，改造成地方

產業基地，單單 2015 年，服務台灣 33個社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場次 8 13 8 4 

時數 4,329 6,447 4,232 2,842 
 

勾勾 gogo 募

集平台 

讓社區營造更加創新的方式，透過

虛實整合，讓提案者可以運用科技

的力量，直接在網路上發起提案，

向平台會員尋求協助。 

贊助多項案例，如：環保之道，找回蘭嶼天然之美。致力於

無紙化與電子化，減少紙本往來產生的碳足跡與流程，增加

成案的效率。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產學合作 信義房屋與雲林科技大學、松山家商等學校建立產學合

作關係，共同設計並導入不動產相關課程，提供學生未

來工作職務所需知識技能的學習，增進人才就業之能

力。另與逢甲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文

化大學、中原大學、屏東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不定

期合作，依據學校的需求提供業界講師授課，並提供實

習機會。 

有效運用與整合研究資源，提升產學研發能

力，促進不動產業技術發展。藉由實際參觀

職場環境以及與公司同仁互動中，廣泛認識

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及早進行職涯規

劃並儲備職場核心能力，進而提升就業競爭

力。 

幾米月亮公車 響應台北市政府「2016 世界設計之都」的理念，打造

療癒系的幾米月亮公車，傳達「以人為本」的品牌價值。 

2015 全年共有 163,961 人次參觀，自 2014

年 11 月正式公開起，已吸引超過 24 萬人次

參觀，引起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 

舒壓兼做公益 與社團法人盲人福利協進會合作，也專職雇用身障朋友

提供舒壓服務，幫助同仁紓解現代人姿勢不良所帶來的

文明病。 

每次服務酌收 60 元，並透過信義公益基金

會，2015 年 120 萬收益全數捐出給需要協助

的老人及新住民。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 為了能南投縣信義鄉學童能安心向學，針對南投縣信義

鄉 19 多所國中、國小，家境清苦、單親或遇重大家庭

變故者之學生提供獎助學金。 

至 2015 年底，累計共協助 4,377 位信義鄉學

童，總贊助金額超過 1,152 萬元。 

認養「信義廣場」 響應台北市政府推動企業共同參與市容維護，自 2007

年起，主動認養信義廣場。 

投入人力、物力，打造廣場新面貌，政府共

同創造鬧中取靜的「都市綠洲」。 

銀髮友善好站 於台北市服務據點熱情支持該項服務，除提供洗手間及

休息座位外，亦會協助緊急報案及各項老人福利資訊疑

問查詢。 

於台北市 153 個服務據點，與各界共同建構

台北市成為住、行、育、樂全方位友善長者

的幸福城市。 

4.6 行義文化出版社
自1996年起，行義文化出版社每年發佈該年度「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2000年8月協助政治大學成立商學院

「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之後，更與政大共同合作編撰該產業年鑑，以作為提供產官學界了解房地產趨勢及產

業變化的參考資料。2015年推出之20週年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更主動的納入房地產發展相關的關鍵議題。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20週年 

1萬4千頁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相當7.4座台北101

自1996年起，行義文化出版社每年發佈該年度「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2000年8月協助政治大學成立商學院

「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之後，更與政大共同合作編撰該產業年鑑，以作為提供產官學界了解房地產趨勢及產

業變化的參考資料。2015年推出之20週年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更主動的納入房地產發展相關的關鍵議題。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信義房屋與「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

中心」合作編製的「台灣地

區房地產年鑑」，詳實記錄

近 20 年的房市軌跡 

持續扮演產業紀實角色之外，於 2015 年更進一步收錄： 

(1) 社會住宅之規劃與發展 

(2) 海外置產風潮追蹤 

(3) 促參法應用於住宅市場之建議 

主動發掘影響房地產發展的關鍵課題，為健全產業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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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4.
社會公益績效

無償媒合社會資源及社區需求
社區營造是一項長期工程，個別企業能力有限，信義房屋在推動社造進入
第2個10年之際，希望能擴大參與場域、對象與方式，讓全民可以共同參
與。透過勾勾平台，期能降低參與社造的門檻，把缺乏資源者和有心提供
資源者勾在一起，個人與企業都能到勾勾上找到適合支持的對象，讓社造
變得更加簡單。
跳脫傳統募資平台單向功能，信義房屋2015年9月推出「勾勾gogo募集
平台」，以社區營造為核心，提供免費雙向媒合的O2O資源募集平台，應
用信義房屋媒合供需雙方的核心能力，整合知識、力量、物資以及金錢等
多類型資源媒合形式，讓供、需雙方在勾勾平台上能分別提供援助或找到
資源。

「勾勾」每個提案的背後，都有一
個感動人心的起心動念，其中也包
含了對於台灣土地的各種想像，以
及多元的執行方式。

關懷部落學童，漢堡哥送愛心
「漢堡哥」陳柏昇是一位在北投奇岩站開早餐店的老闆，曾在一次前往山
區參與志工服務的經驗中，深感偏鄉部落學童在飲食方面的匱乏。他希望
能夠將工作結合公益，募集3,000個漢堡的經費與材料，到南投的曲冰部
落做漢堡給小朋友吃，讓部落學童都能吃到營養美味的漢堡，並教導他們
健康飲食的概念。漢堡哥將提案放上勾勾平台，並在自家早餐店貼出募集

西嶼．咱ㄟ厝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shiyeu.my.home

西嶼．咱ㄟ厝募集頁：https://www.gogonow.cc/demands/11/progress

漢堡哥送漢堡募集頁：https://www.gogonow.cc/demands/16/content

漢堡的海報。藉由勾勾平台的力量，成
功募得17萬元。
2016年初，漢堡哥和信義房屋志工團
一起，帶著設備、食材深入部落，親手
做漢堡給學童吃，也教導學童如何自己
做出營養又美味的漢堡。

從社區一家到全民社造，信義房
屋希望能以企業的力量，促成全
民參與社會改造的機會，跳脫以
「社區」為界限的框架思考，推
動勾勾是從擴大參與場域、對象
與方式，都希望可以讓全民共同
參與。

亮  點

項目 
投入 產出 

活動資源 社會影響力 對信義效益 

信義學堂 投入經費 177 萬、講座學

習資源 

2015 年辦理 95 場講座，

共 18,587 人次參與；解

決社會公平教育議題 

回應教育品質議題，朝 2020

願景邁進，創造全球華人的

共好社會 

社區一家 2015 年贊助社區建設經費

2,704 萬元 

(自 2004 年累計捐贈 2 億

元以上)，投入 50 人次 

截至 2015 年，「社區一家

贊助計畫」全國已有

7,327 個社區參與提案，

統計台澎金馬 368 個鄉

鎮市區當中，即有 356 處

區域曾向信義房屋提

案，比例高達 97% 

推廣社區營造、讓信義同仁

投入信義志工服務，可以改

變同仁的心，願意付出更

多，就是把服務業做好的核

心精神，也是信義房屋的最

大效益 

信義同仁投入信義志工服

務共 1,993 人次，服務時數

17,850 小時。服務推廣經

費 250 萬元 

開發勾勾 gogo 募集平

台，投入 180 萬元，3 人次 

其他社會
參與 

設置幾米月亮公車 配合 2016 設計之都宣傳

台灣，2015 年共 163,961

人次參觀 

透過裝置藝術傳達「以人為

本」的品牌價值，和「以人

性關懷服務」出發的經營本

質 

粉絲團 募集頁

澎湖囝仔成立《西嶼咱ㄟ厝》粉絲頁，讓遊子離家不遠
曾佛賜先生是一位為照顧長輩而返回馬公航空站管理電腦機房的西嶼青年，
成立「西嶼．咱ㄟ厝」粉絲團，紀錄澎湖家鄉每個動人時刻，讓離鄉遊子可
以隨時關心家鄉的大小事，一解思鄉之情。他認為美麗的照片是吸睛關鍵，
於是他將提案構想放上勾勾平台，希望能募集一台單眼數位相機拍下稍縱即
逝的美景。透過勾勾平台、攝影同好社群與媒體關注，輾轉讓台北一位業餘
攝影愛好者得知，捐出了手邊陪伴多年的相機，讓曾先生可以拍出更多感動
人心的照片放上粉絲團。

曾先生：「利用工作之餘經營粉絲團、拍社區活動照片、自

然美景，已經是我生活中的一部份，從沒想過有一天可以受到

更多人的關注。能獲得大家的認同與肯定，則是因為上了『勾

勾』之後的擴散效應。更特別感謝捐贈相機給我的蔡先生，未

來有機會一定要親自到台北當面感謝他的幫忙。」

漢堡哥：「真的非常感謝大

家的支持，特別謝謝信義房屋的

協助！我會依約定到訪部落，提

供健康美味的漢堡給孩子們。」募集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