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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主要作為

過去一年，由於兩岸政經環境高度不確定，諸多不利房市發展的政策競相出爐，本公司同仁也因此信心不足而未能發揮

應有的服務基本功；日本子公司則在國人赴日購屋競爭激烈的市況中，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造成本公司及子公司過去

一年的整體績效欠佳，未能維持前一年度水準。不過，我們並不氣餒，面臨客觀環境的持續低迷，集團全體上下仍堅持

「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除了不斷精進服務客戶的硬體工具外，更著重於無形的組織改造，以信念引領行

動，鼓勵同仁秉持著「以人為本、先義後利、正向思考」的思維服務客戶，確實落實「該做的事，說到做到」，務使更

多的客戶能享受到超乎預期的優質服務。

管理機制

聚焦「人才培育」
除持續提升服務品質與降低業務同仁離職率外，為招募更多認同本公司經營理念優秀業務人才，本公司將推出翻轉傳統

僱傭關係之新人職場定向計劃；此外亦將積極整合集團相關資源，厚植每位同仁的服務能力與專業知識，成為全方位的

不動產投資顧問，以期充分利用分店通路優勢，共同銷售代銷事業及日本子公司等委託物件，具體加強合作分工的效能，

進而提升服務能量與品質。

提高開發事業品牌知名度
開發事業的第一個建案－上海「信義嘉庭」，雖然面臨短期內限購令恐難取消的情況，但因屬一線城市，其房價不僅將

持續於高檔盤旋，在磁吸效應的加持之下，外地人口不斷湧入的趨勢，更可望成為上海外圍住宅需求的有效支撐。本公

司將充分掌握機會，持續建立兩岸開發事業的優秀團隊，推出兼具建築品質與特色之產品，將社區一家理念融入建築設

計，整合及善用集團資源，提高開發事業品牌知名度，持續推廣信義的服務理念，蓄積開發事業之發展能量。

未來改善目標

增加採購相關倫理準則
為加強集團及相關企業同仁有關採購事項的倫理意識，應堅持公開、公平、公正、誠信、客觀的原則，以降低同仁藉由

職務之便圖己或他人私利，將採購人員及廠商管理之相關條文增訂於「集團採購辦法」內，以供執行依據。2015年進

行相關風險評估，鑑別出六個部門所負責之86個合約關係廠商具有貪腐風險，已要求全數簽署集團採購辦法，並由總

稽核不定期抽查。

市場佔有率提升
信義房屋仲介業務以二手房買賣仲介佔最大宗，推

估近 3年於二手房買賣仲介市場佔有率為

7.1%~7.3%，其中2015年市佔率略為提升至7.3%。

財務績效
2015年度合併營業概況如下：

進入東協市場
自2015年起開始進入東協市場，首度與馬來西亞

績優開發商合作，代理銷售其首都吉隆坡之建案。

調整股東會召開日期與時間
避免於熱門日期召開股東會，並於每年5月底前召

開股東會；另預計於2016年股東會開始時間調整

至上午9點30分，以方便長途與會之股東。

重大性議題：

經濟績效、反貪腐
對信義的意義：

公司永續發展的基石－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始終深信，

若能同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獲利自然可望隨之而來。

因此，無論外在客觀環境如何變化，

「誠信」、「倫理」、「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始終是本公司的核心根本價值，

盡力做到最好並兼顧各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藉以奠定永續發展的優勢利基，

多年來亦榮幸獲得各界諸多肯定。

經營概況1.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年度 
項目 

2015 年 2014 年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7,523 8,899 
營業利益 507 1,169 
營業外淨收(支) 277 213 
稅前合併利益 784 1,383 
所得稅 198 273 
純益(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564 1,07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 7% 
權益報酬率(%) 6% 12% 
純益率(%) 8% 12% 
每股盈餘(元) 0.89 1.70 

註：上表係依據合併財務報表資料編製。
2014年度每股盈餘業經追溯調整盈餘轉增資配股。

管理方針︰深耕台灣，放眼海外
六大永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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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產業發展趨勢及競爭情況
在房地合一政策干擾等影響，2015年房市交易量創下2002年以來的新低量，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2015年出現金融海
嘯後首度關店比開店多的現象，主要品牌的房仲業者減少317店，而關店情況最為嚴峻的市場，則是台北市、新北市與
桃園市，三個區域佔減少店數之三分之二。

1.3.1 短期業務計畫
(1)在仲介事業方面，將以深耕理念的業務變革，與時俱進創造服務價值，檢視並改善客戶服務流程與制度，強化同仁
善用公司資源與優勢提升服務量能，整合本公司及子公司一手房及二手房銷售通路，提供一站式「全房產」服務，使客
戶感受服務差異化。並將組織管理與文化改革為以客戶需求為依歸，簡化與精實內部各項作業與流程，提升效率，讓業
務同仁更能聚焦於客戶服務與關係維繫。
(2)在代銷事業方面，慎選代銷產品區域及產品總價帶，個案開發以成屋案為主，預售個案則以純企劃及半包銷合作模
式洽談，以降低推案風險。

1.3.2 長期業務計畫
(1)將維持現行業務區進行深化服務，以精緻與差異化的服務提升同仁產值與增進市佔規模。
(2)持續落實企業倫理的推動與實踐，強化溝通企業倫理與經營理念，以堅定同仁的信念，使團隊瞭解本公司的競爭優
勢，並落實標準化作業流程並持續創新服務內容，促進仲介產業品質精進，提升消費者對本公司品牌黏著度，讓更多消
費者體驗精緻的房仲服務。
(3)觀察研究國外不動產市場發展趨勢與脈動，透過與當地具規模及信譽之大型不動產業者共同在不動產開發業務、不
動產交易制度、服務項目與交易資訊等方面交流合作，為拓展海外不動產市場奠定根基。

1.3.3 競爭利基
(1)品牌形象佳，消費者認同度高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堅持信義就是做該做的事，並且說到做到，從而建立起優良的品牌形象，目前為台灣地區房屋仲介業中唯
一股票上市公司，每年並屢獲各界諸多獎項之肯定，顯見本公司之企業形象及品牌認同度均為業界首選，推出之服務及制度亦
經常引領房仲同業競相仿效，甚至成為業界之標準規範，專業普受各界肯定，具有潛在客戶品牌首選之優勢。

(2)規模經濟的成本優勢
本公司目前是國內直營總店數最多的房仲品牌，各分店均直接受總公司管理，能有效控管服務品質與人員素質之一致性，而大
陸子公司之分店數合計亦有一定之規模數量，亦可進行統一採購，且由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各項成本優勢，可反映在各項勞務與
設備採購的議價空間上，因此不論是行銷廣告費用、分店硬體設備、各項活動支出等均能取得較優惠的價格。

(3)企業資源的有效整合
在資訊、行銷、人員訓練及管理等方面設有專業的幕僚團隊，可供運用的資源充足，於行銷活動及業務推廣上更可集標準化之
便，發揮企業資源整合之效益。

(4)關係企業間相互支援的綜效
本公司及子公司在仲介本業持續穩定成長，並繼續朝向顧客、產業、資訊及技術等相關的領域發展更完整的事業體系，以發揮
集團各企業間相互支援的綜效。

(5)服務創新的能力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以提供客戶安全的服務自我勉勵，並從客戶的角度出發，不斷率先實施各項新的仲介服務，且推出後皆
能獲得市場的好評，並帶動其他同業的跟進，舉凡不賺差價、分段收費、先產調後買賣、同業流通聯賣及成屋履約保證、漏水
保固、高氯離子瑕疵保障與高放射瑕疵保障四大保障等服務，近年更持續推出網路或數位科技應用服務及凶宅安心保障服務，
以不斷創新的能力提供消費者更多且完善的服務。

(6)重視人才的培育
有鑒於房屋仲介業乃是一個以人為主的產業，因此「人」對於本公司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從業人員的素質更是影響服務品質的
關鍵因素，因此，本公司自始至終以培養人才為第一要務，在人才徵聘方面，均以招聘大學以上且無仲介經驗之新進人員為原
則，以確保本公司堅持的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為全體同仁所接受並貫徹落實，且以身為信義人為豪。
繼2011年率先業界將新進業務同仁保障薪資由每月4萬元提高至每月5萬元，2013年更提出招募「不動產儲備經理人」，凡符
合招募資格之業務同仁享有半年保障月薪6萬元，並接受規劃完整的二年培訓方案以加速其成長，除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專
任講師制度，由優秀的業務店主管或專案經理做好企業智慧資本的傳承，為同仁量身打造學習最佳環境。

1.3 發展計畫及競爭機會與風險

經營概況1.
1.1 公司簡介

1.1.1 信義房屋
1981年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董事長成立了信義房屋代書事務所，於1987年正式成立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2001年上市，從事房屋租售居間仲介的服務，服務項目包括整批預售屋、餘屋、個別新成屋、中古屋之住宅、

辦公室、廠房、土地、停車位等產品之買賣租賃仲介等，因業務需要於台灣地區各地設立分公司及營業處所多處，

服務並擴及上海、蘇州、杭州及東京等城市，希望提供更多華人優質的服務，提高服務品質。2007年為了因應全球

房仲市場快速成長及國際間對房仲服務的需求，進駐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0號信義大樓，設立全球營運總部，

展現跨足全球市場的決心，把在台灣成功的發展經驗，輸出到全球每個角落。經過多年來公司同仁的努力與社會各

界的肯定，信義房屋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地區房屋仲介市場的領導品牌。

1.2.1 信義房屋價值鏈
透過關注利害關係人的價值活動，傳遞信義房屋經營核心價值，該做的事(義)說到做到(信)，以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1.1.2 信義企業集團
信義企業集團秉持「以人為本」的信義精神，以「堅持

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為願景目標，以信

義房屋為起點，採取以不動產為主要經營範疇的垂直化

經營策略，發展出台灣區核心事業群、台灣區關係事業

群、中國區信義事業群、開發事業群、泛信義集團、日本

區事業群以及文化公益事業群七大事業群為發展基礎。在

三十年的辛勤耕耘下，到今天已逐漸展開出自立而健全

的經營體系，透過「信義的服務精神」、「追求顧客最

大滿意」、「專業與高品質的流程控管」及「電腦網路

科技」等團隊密切合作以及組織的專業分工，建構以滿

足住與生活需求的企業集團。

1.2 產業概況

國內主要房仲公司之營業點數變動一覽表︰

仲介公司  經營型態  2014年店數 2013年店數 2012年店數 2011年店數 

信義房屋  直營  427  417  390  380  

其他品牌  直營+加盟  3,089  2,981  2,703  2,573  

合計  3,516  3,398  3,093  2,953  

2015年店數 

435  

2,764  

3,199  

註：以各房仲公司網站年底資料為統計基準
(其他品牌包含住商不動產、中信房屋、太平洋房屋、21世紀不動產、永慶房屋、永慶不動產、有巢氏房屋、台灣房屋與東森房屋)

服務諮詢

誠信經營
企業倫理

創新招募

社會參與

投資人

員工

客戶

社會

環境

供應商

售屋委託

保護權益

仲介服務

樂活工作

永續創新

綠色服務
節能減碳

交易流程

交易安全

售後服務

四大保障

綠色採購

居家廠商
    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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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務績效
2015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達新台幣(以下同)7,523佰萬元，主要係提供仲介及代銷經紀服務之收入。

經營概況1.
1.3.4 發展遠景之有利因素
(1)政策偏向中性 打房漸鬆手

經歷居住正義的房市強力調控過後，台灣房市已經步入修正循環，在價格與成交量同步修正的趨勢下，已經無需再

靠政策強力調控房市，因此新執政團隊的房市政策側重在「供給面」的調整，包括希望8年興建20萬戶社會住宅，

推動租屋改革提高屋主的租屋意願、物業管理與都更等，對於房市來說少了政策不確定性的干擾，有助於房市交易

回歸正常。

(2)利率維持低檔 資金水位仍高

儘管美國聯準會(FED)已經展開升息，但市場預料未來升息的過程仍會走走停停，然而世界各國為了刺激景氣仍採取

量化寬鬆政策，日本甚至推出負利率的激烈手段，而台灣的利率政策並未跟隨美國的腳步，反而受限於國內的景氣

疲軟狀況，在2015年下半年連續兩次降息，市場上的低利環境並未出現改變。另一方面，累積至2015年底為止，代

表廣義貨幣供給的M2已接近40兆元，年增率為5.68%，貨幣供給持續增加。市場上累積了充沛的資金，不過在房市

朝向修正的趨勢下，除了自住型的需求外，投資置產型的資金仍缺乏投入房市的動機。

1.3.5 發展遠景之不利因素及其因應對策
(1)房市步入景氣循環，市場交易規模縮減
這幾年隨著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奢侈稅、豪宅稅、囤房稅、建築標準單價調升等房市政策的實行，以及房地合一的
稅改政策，房市從2014年上半年反轉向下步入調整循環，市場投資需求明顯減少，回到以自住為主的正常市場。由於
交易規模出現明顯縮減，房仲業需有更差異化的服務，才能爭取服務機會。針對此項政策因素，因應措施如下：

(2)房市或金融政策影響交易量
房市政策屬於市場上的最大不確定因素，若政策提出更嚴厲的管制措施，將造成交易的減少。而觀察近年來兩岸政
府房市相關政策方向，雖然主要是「抑制投資」，首購、換屋等自住需求則不受影響，但長期來看交易與持有成本
將緩步增加，且干擾民眾購屋信心。
(3)人員流動率高
由於產業特性，經紀人員普遍有高工時、工作辛勞、業績壓力大等因素影響，因此流動率一向偏高，使得本公司需
長期投注大量人力及資源於新進人員之招募。

(4)多國語言人才招募及養成不易
信義房屋自2009年進入日本地區至今，雖業務發展穩定成長，但在擴點及業務擴展方面，對於兼具日語及華語能力
之人才需求仍甚殷。另我們自2015年起開始進入東協市場，首度與馬來西亞績優開發商合作，代理銷售其首都吉隆
坡之建案，因此，對於具備多國語言且具服務熱忱之人才招募將是未來擴展業務區域的重點，我們將提供良好薪酬
與福利，透過多重管道積極招募優秀人才。

A.新進同仁嚴格評選與落實分店服務品質施策：本公司為目前市場上採全部直營之大型房屋仲介業，且率先
業界要求新進同仁需無其他仲介經驗並具備大學以上學歷，近年更積極招募知名國立大學與國內外研究所畢
業生，目的即是以優良人力提供客戶優質之服務，且本公司對同仁服務品質之要求更甚於業績，相對於不限
學經歷或以業績為導向的業者，本公司更能提供一致高品質與穩定的服務。
B.加強區域分店合作，藉由直營的優勢，透過垂直及水平整合方式，使客戶能有效且快速共用本公司各分店
之資源，促進房地產交易之安全、迅速與合理。

針對此項不利因素，本公司除了建立與推動異常離職率預警與改善檢討機制外，2012年並將落實業務經紀同
仁休假制度視為重要施策，使同仁獲得充分休息、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均衡，並且提供完善之薪獎與升遷制度
，定期針對員工滿意度進行調查與改善，並引進「同仁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外
部顧問，針對本公司同仁在生活、工作與家庭等各方面問題，由專家為同仁進行輔導與提供建議，並不定期
檢視現行制度與改善，讓同仁能兼顧工作與生活品質，以達到「樂在工作」之目標。
2016年我們將著重優化業務單位之管理素養，改善主管與同仁的對待關係，著重因材施教等輔導工作，期望
在新人成長與留人關注方案的落實下，能夠提高新人的留任率，為公司儲備更多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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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榮獲之主要獎項獲  獎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本公司的經營願景之一，因此即使面對諸多嚴峻外部

挑戰，我們依舊秉持「守信重義、先義後利」的經營理念，持續回饋社會，並

朝著成為「世界級服務業」目標穩健邁進。藉由不斷參與外部各獎項評鑑，

以改善內部不足之處、健全經營體質，同時奠定企業永續發展的穩固基石。多

年來榮幸獲得各界諸多肯定，鼓勵我們持續精益求精，並期待能拋磚引玉，吸

引更多其他領域的台灣企業，共同為這個社會多盡一份心力。

在服務品質與創新方面：

※連續22年榮獲《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房屋仲介業第一名。

※獲遠見「五星服務獎」房屋仲介業第一名，跨業界類第二名。

※十一度榮獲壹週刊「第壹服務大獎」房仲業第一名。

※連續21年榮獲《天下雜誌》「二千大企業調查--服務業房屋仲介類營業收入第一名」。

※獲《數位時代》「未來商務創新獎」、「最佳客戶體驗」優選。

※榮獲《天下雜誌》「金牌服務大賞」房仲業第一名。

※榮獲《30雜誌》「Young世代品牌大調查」房仲類別「最愛使用品牌」及「最想擁有品

牌」雙料冠軍。

※榮獲《經理人月刊》「2015影響力品牌」房仲服務類首獎。

※子公司上海信義獲上海市房地產經紀行業協會頒發第十四屆「金橋獎」榮譽稱號，並同

時被評選為「房屋中介企業20強」。

在企業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方面：

※榮獲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5年台灣企業永續獎》之「社會共融獎」、

「氣候領袖獎」以及「台灣TOP50企業永續報告獎不動產及營造類金獎」。

※九度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獲證交所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上市組排名前百分之五」。

※榮獲第十一屆《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之「CSR年度大調查-服務與金融組」、「傑

出方案-公益推動組」雙首獎。

※子公司上海信義榮獲「2015中國年度最佳雇主上海30強」。

※子公司上海信義三度榮獲「中國好雇主」獎項。

在員工照顧方面：

※榮獲《勞動部》第一屆「工作與生活平衡獎」。

信義房屋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下，強調「同仁是公司最重要的夥伴」，提供多項福利與照

護，讓同仁兼顧「工作」與「生活」平衡。勞動部認為，信義房屋雖屬競爭壓力較大的房

仲業，但能創房仲之先，提供全國最高｢第二胎生育獎勵金12萬元」，讓同仁安心照顧幼

兒，同時特別聘請外部專業顧問提供工作職涯、家庭親子、兩性情感、身心壓力等個別諮

商的「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同仁協助方案」服務。

為維護及促進同仁身心健康，公司聘請專職職業衛生護理師及建置健康管理平台，提供同

仁心理壓力檢測、健康新知、健檢資料查詢等服務，及聘請專業視障按摩師於總部大樓與

全台25據點提供同仁按摩服務，實乃兼顧「家庭樂活」及「健康快活」的極佳企業範例。

2015年更進一步成立照顧同仁身心健康的專責單位-「幸福健康管理中心」，增聘職業衛

生護理師，全面照顧同仁身心健康。

※獲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信義房屋鼓勵職場致力推動無菸環境，落實健康促進措施建立良好之工作環境，獲得行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之 健 康 職 場 自 主 認 證 健 康 促 進 標 章 ( 認 證 有 效 期 間 ：

2016/01-2018/12)。

※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為保障婦女哺乳權利，故設置哺集乳室，並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優等(認證有效期間：2014/9-2017/8)。

經營概況1.
1.5 參與協會與贊助基金

1.5.3 參與公協會成果
1.公會申訴案件審議委員會輔導常務

- 審理不動產買賣租賃相關糾紛

- 代表參加台北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協助市府調解各類型消費爭議案件

2.為維護市容與消費者購售屋權利代表協助會員與市府溝通協調以確立安全完整廣告刊登原則，裁罰業者金額顯著減少，

消費者權益更獲保障

3.全聯會法規委員會委員

- 協助經紀業研討服務報酬計收方式，並代表產業向立委及行政院爭取相關權益

- 與內政部研商制定：更新經紀業各類服務制度內容，與服務新措施設計

4.市府消費爭議研習顧問

5.代表公會參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法會前會

1.5.1 參與之協會
參與協會名稱
臺灣陸資來台投資採購服務協會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企業倫理協進會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三三企業交流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台灣廣告主協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中華民國資訊長協進會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中國青年創業協會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不動產代銷同業公會
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
兩岸企業家峰會
台北市青年總裁協會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
永續發展協會
建築經營協會
台灣董事學會
台灣美化協會
企業經理協進會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

擔任董事/理事/委員/顧問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1.5.2 贊助基金
贊助單位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協會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書院」

智榮文教基金會：龍吟市場研發論壇中心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

政大 2015全美服務學習年會

國立中央大學學術回饋金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恩友愛心協會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義勇消防總會 

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國立台灣大學：

(贊助台大雲嘉校友會5/23舉辦雲嘉之夜)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國際扶輪3520地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15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

國立中央大學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大EMBA校友基金會：

(台大EMBA單車環島企業贊助費)

私立輔仁大學

社團法人高雄市劉大潭希望工程協會

國立清華大學：信義獎學金計劃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醫療設備

2015年贊助金額合計23,245,46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