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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治理

本章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205反貪腐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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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自然
有相應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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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誠信治理落實於公司營運各
環節中，管理任何貪腐及不倫理作為的風險。由信義房屋的股東會所選出的董事會，
負責監督執行公司的各項業務，以確保股東長遠的利益，以及維護各利害關係人，包
含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及社會的相關權益。

亮點績效

證交所 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公司前5%

TOP 5%
道德村協會

Ethisphere® Institute

2018
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2017年
第十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透明誠信獎
《天下雜誌》

2000大企業調查
「營運績效50強」第一名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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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信義房屋的經營核心為「信、義、倫理」，「義」就是合宜的思考或行為，「信」就是重視承諾、說到做到，因此信義
就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以倫理行事，厚植經營理念，加強落實各階段的發展目標，於內部聚焦於人才培育及發
展，以儲備優質人才。對外部業務營運，除了持續累積信義品牌的影響力，使海外據點能穩健擴張，也因應數位及網路
科技快速發展，運用新科技挑戰新營運模式，以持續擴大集團整體事業經營版圖。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SDG8

管理實績

永續原則 ｜ 「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公司治理相關：

P29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P35 風險管理與內控

主軸1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系統被入侵成功
0 次

重要主機系統設備故障率
0.147%

重要網路系統設備故障率
0.010%

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評鑑公司治理最優級
TOP 5% 的上市企業

2017資訊安全的防護表現

主軸2　風險管理與內控

精進公司治理團隊
成立「提名委員會」

SDG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SDG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
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SDG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
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風險辨識
92 項

對所辨識風險進行相應的管控
100%

2017風險控管精進作業

客戶關懷 社會參與 附錄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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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   主軸2：風險管理與內控

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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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誠信倫
理的公司文化深入每一位同仁心中，使其在其崗位上不斷精進，成為公司不斷提升的最大動力，多年來堅持「該做的事，說到
做到」，針對各個利害關係人，從事合宜的行為，建立適當關係，做到對他們的承諾。

我們的承諾
堅持「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我們將誠信治理落實於公司營運各環節中，不斷優化公司治理作為，以確保股東、
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及社會等各利害關係人長遠的利益。

對應的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主軸1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本公司長期的永續發展方向，以周俊吉董事長在立業之初，所立下的立
業宗旨為依循，於永續管理方面，董事長每年針對如何調和各利害關係
人權益，訂定出各項重大策略。2025年企業願景：「居住生活產業第
一品牌」，由董事長與集團事業總經理與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TEM)委
員共同訂下，TEM將長期願景化為短期的三年計劃與年度計劃，訂定短
期目標與執行方針，定期檢核目標達成狀況。推動信義房屋永續事務的
最高單位－TEM，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與主席，委員由總經理、各幕
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及不定期召
開重大性議題討論，2017年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共開會27次，統籌全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

永續治理

特定行動 1

信義房屋擁有業界中少見高比例的獨立董事，（席次超過全體董事的二
分之一，成員專業、敬業，且與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良好，獨立董事透
過以下措施協力領導公司發展：

為健全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信義房屋於2017年10月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提名委員會，並訂定「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
成員由董事會推舉5名董事組成之，其中超過半數、有4位獨立董事參
與。本委員會每年將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
行相關職權，再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精進董事會運作

特定行動 2

信義房屋在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不遺餘力，平時除在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公司重大消息外，於官方網站設置中英文雙語投資人專區以提
供投資人即時及重要的相關經營訊息。高度自我要求盡早讓外部股東提
前得知公司的訊息，如：透過公告股東會議通知、議事手冊讓股東提前
得知相關議題；季報財報、年度財報都提早公布，中英文財報亦盡可能
同步公告；重大訊息也是中英文對照方式對外公告等，從各環節不斷精
進提升透明度，使股東更能同步得知重要訊息，以維護股東權益。

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

特定行動 3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5年：14,759,609
2016年：14,805,745
2017年：14,923,859
公司治理投入經費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公司治理評鑑

如何管理

於馬來西亞設立子公司
拓展國際市場

精進董事會運作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組排名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組排名

目標達成

於馬來西亞設立子公司
於吉隆坡設立服務據點

目標達成

成立提名委員會 目標達成
重大董事會議案事前安排與獨立董事溝通，以確保獨立董事對議案之
瞭解程度。
每年安排獨立董事參訪集團重要子公司，以強化對子公司運作之瞭
解，並對營運提出建議。
安排獨立董事單獨與會計師及稽核單位溝通。

1.

2.

3.

103-1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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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7年度董事會及其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業已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顧問服務部辦理，並
於2018年1月完成並將評估結果提董事會報告，評估方式結合問卷、資料分析及訪談三種方式進行，董事會績效
分別對建構有效能董事會、專業發展進修、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公司文化創造等九大構面評估，審計委員會與薪
酬委員會分別有下列七大與六大面向評估。

2017 年度亮點

董事會績效評估九大構面

與利害關係人
之溝通

董事會之
有效運作

建構有效能的
董事會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企業前瞻

經營階層之
管理

公司文化之
創造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 申訴管道
之建立

與董事會之
關係

委員會之
有效運作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建構有效能
的委員會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與董事會之
關係

委員會之
有效運作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建構有效能
的委員會

問卷
包含董事會效能自評及董事
成員效能自評，均由全體董
事分別填寫。

資料分析
由本公司提供相關資料及由
評估單位自行於公開資訊收
集後，進行檢視及分析。

訪談
由評估單位與董事進行一對
一訪談，以進一步了解董事
對董事會及董事成員之看法
與建議。

薪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六大構面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七大構面

客戶關懷 社會參與 附錄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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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長
集團策略暨研發中心

信義房屋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主席：董事長

總 經 理人 資 長

倫 理 長

企業倫理辦公室

總 稽 核

稽核室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公司治理小組

客戶關懷小組

員工照顧小組

社會共融小組

綠色管理小組

供應鏈管理小組

董事長室

資 訊 長 財 務 長

資
金
管
理
部

會
計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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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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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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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中
心

人
力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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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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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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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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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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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代
銷
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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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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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室

董事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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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治理架構與程序
本公司以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並透過董事長擔任主席所領導之董事會執行及監督公司各項業務，公司內部目前
並未設置執行長職務，由總經理依市場情勢及競爭狀況制定各項業務計劃及部門間協調整合。本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非
由同一人擔任，總經理並非董事成員。

102-22

信義房屋治理架構 102-18 2017.12.31版

核心理念
創辦人周俊吉董事長決定從儒家思想中，取出與企業經營相關的三個價值，那就是「信、義、倫理」。而「『義』就是
合宜的思考或行為」，「『信』就是重視承諾、說到做到」，因此信義就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倫理就是針對各
個利害關係人，從事合宜的行為，建立適當關係，進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簡單來說，把應該做的事（義）；說到做到
（信）。只要依倫理行事，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與競爭力。

「信、義、倫理」

信義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公司董事長由周俊吉先生擔任，於永續管理方面，董事長每年針對如何調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訂定出各項重大策略，
為信義房屋TEM提供各構面永續管理的重要指導方針。 102-23 102-32

102-26

本公司長期的永續發展方向，以周俊吉董事長在立業之初，所立下的立業宗旨為依循，領導階層傳遞願景理念外，亦隨
著公司擴張，與時俱進。2025年企業願景：「居住生活產業第一品牌」由董事長與集團事業總經理與TEM委員共同訂下，
再由高階主管所組成的TEM將長期願景化為短期的三年計劃與年度計劃，訂定短期目標與執行方針，定期檢核目標達成
狀況，願景展開如右圖所示。

客戶關懷 社會參與 附錄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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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TEM)：推動永續事務與報告書發行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係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與主席，委員由總經理、各幕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每月
定期開會一次及不定期召開重大性議題討論，2017年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共開會27次。主要為統籌並定期檢視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績效及達成進度，各小組並依照不同議題，不定期召開會議或開展專案。此外，亦
引領各部門解決企業倫理相關問題，落實流程改造。

職掌功能：
1.   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
2.   每年底向董事會報告ESG績效及未來策略目標
3.   負責蒐集彙整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並鑑別與管理ESG所產生的影響、風險和機會
4.   每季進行ESG績效和目標達成度檢視
5.   永續報告書之編撰及呈報董事會審核發行
6.   協助與利害關係人對話
7.   集團永續發展之核心

2017 年 TEM各類議題討論時間占比

57%

4% 17%

22%

客戶

員工

公司治理

社會環境與供應鏈

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更多資訊：六大永續原則請參閱「董事長的話」章節

企業願景
2025 三年計畫 年度計畫

經營模式設計 組織結構設計 高階經理人
長期價值貢獻 六大永續原則 年度施策 個人發展管理

權責單位：TEM

立業宗旨     /     經營理念     /     核心理念

主軸1：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   主軸2：風險管理與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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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 102-33 102-34

董事會
永續經營議題管理流程
董事會透過一年內多次定期及不定期召開的會議，就與公司治理相關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董事長分層處理或直
接委派予相關單位，由總經理負責經濟績效議題，TEM負責推動ESG議題及供應鏈管理，並視議題之重大性定期及不定
期向董事長或董事會進行報告，並將相關決議列入會議記錄，由董事會議事單位進行追蹤後並提報下次之董事會。

102-18

                                            信義房屋每兩個月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2017年為審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包
含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等，與董事會進行11次之溝通，透過會議確認後續處理之權責單位，並於下一次
會議中就處理情形進行追蹤報告，董事會秘書單位在提供各項議案與報告資料予董事會成員時，均會事前審視呈報內容
是否有與利害關係人相關並應適當迴避之情形，並給予相對人事前提醒。集團策略長並於2017年12月向董事會報告本
公司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執行情形：提報2017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在利害關係人各方面之推動落實情形，以及2018年度之
推動計畫。

102-18 102-19 102-20 102-29

      了解更多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請詳見信義房屋2017年年報 P32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董事進修
在提升董事各項職能方面，公司內部亦不定期就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為董事會安排進修課程，並加
入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及其旗下之董監聯誼會，透過協會所發送的各項刊物與舉辦的課程以獲悉相關知識；本公司定期寄
發獨立董事營收公告及相關產業消息，亦會不定期寄發獨立董事與本公司相關之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等訊息，以利獨
立董事隨時掌握，並依年度獨立董事自我評量之回饋意見，加以強化本公司報告內容。本公司主辦之董事培訓都會先詢
問過獨立董事、亦會配合年度發展，如配合年度策略舉辦平台發展與策略領域相關課程。

102-27 SDG4

      了解更多    本公司董事進修情形請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董事會頁面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董事會
董事7人，其中4席由企業管理、法律、財務會計等具豐
富經驗之獨立董事擔任，獨立董事席次超過全體董事席
次1/2。

董事會結構與機制

      了解更多 

本公司第12屆董事名單，請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董事會頁面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全面改選董事，現行董事會
共7席，分別由3名一般董事與4名獨立董事組成，除
了借重董事在各領域之專業外，逾總席次半數之獨立
董事亦可確保議事運作之客觀性與獨立性。第12屆董
事組成如下：審計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等功能性委員
會，共同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相關議題負有相關
決策責任，針對董事會之重大議案均經過事前的審議
與查核，亦強化了董事會的決議品質。

               另外，利害關係人就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視其身分，可分別透過內部或外部管道與董事會或被授權之單位進行
協商。我們亦擬定「利害關係人對審計委員會申訴及建言辦法」，在各利害關係人溝通與相關單位協商後，就議題重大
性由各承接單位追蹤後向董事會呈報。

102-21

更多資訊：詳見「重大主題管理」章節之利害關係人議合部分

董  事  長：周俊吉
副董事長：薛健平
董　事：周王美文

獨立董事：劉順仁
獨立董事：詹宏志
獨立董事：洪三雄
獨立董事：顏漏有

審 計 委 員 會
2007.9.12成立

薪 酬 委 員 會
2010.8.27成立

提 名 委 員 會
2017.10.2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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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
102-28董事會及各功能委員會績效評估

信義房屋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由各董事針對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的運作與文化、內外部關係
經營、自我評估等面向完成評量後，由董事會議事單位統計彙整後，於董事會會議中報告並提出精進方向。本公司並於
2015年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規定除了應至少每年一次自評外，並且至少每3年需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對董
事會進行績效評估。該辦法已揭露於本公司投資人關係網站。

      了解更多    投資人關係   http://www.sinyi.com.tw/info/i_1_2_directors.php

董事會薪酬制度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獨立董事以外董事，除薛健平董事因兼任本公司高階經理人，就其所擔任集團內高階經理人（※）
身份支領薪資外，其餘董事均未支領本公司報酬，至於獨立董事之報酬，係依據本公司章程第16條規定「本公司獨立董
事得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暨其他上市公司通常水準酌支報酬，其數額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因此
獨立董事之報酬屬固定薪酬。另依本公司章程第20條之規定，得按不超過當年度獲利1%額度內，做為當年度董事之酬
勞，因此董事酬勞為變動薪酬。除上述以外，董事並未參與其他董事薪酬計畫，亦無其他退休福利制度、離職金以及索
回機制。2017年度優於法令規定，將董事個別薪酬揭露於年報中。

102-35

      了解更多    董事之酬金、董事酬金級距表請見附錄 P88-P89「永續績效一覽表」 

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
重視股東權益
健全公司治理機制的首要原則，在於保護股東權益，公平對
待所有股東。維護股東權益一向是本公司非常注重之一環，
本公司股權雖相對集中，除與主要股東保持密切聯繫外，對
於其他股東之權益之維護仍不遺餘力，股東相關權益如下：

        提案權及提議召開股東臨時會議權
        董事提名權及對董事會的議案否決權
        股份處分權及股份認購權
        知情權 

      了解更多    前十大股東列表，請詳見信義房屋2017年年報P.74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展現高於法令的資訊揭露

季財報30天內完成 法定45天內

年度財報2個月內完成 法定3個月內

股東會於5月底前召開 法定6月底前

揭露董事個別薪酬 法定揭露薪酬級距

高階主管永續經營之薪酬獎勵

高階經理人分為業務屬性及幕僚屬性之高階主管，董事
會及薪酬委員會為激勵高階經理人追求公司業績與利潤
目標之達成，同時關注公司長期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特
通過並訂定「高階經理人薪酬獎金辦法」。高階主管除
了固定薪資外，高階業務主管另依各項績效指標達成情
形，計算績效獎金。另外，為了鼓勵並肯定高階經理人
對於企業的永續發展所做的努力及成果，使高階經理人
除短期績效表現外，更著重於長期價值的貢獻，如持續
人才培育、提升服務品質、精進制度流程、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等，亦於辦法中訂定長期價值貢獻獎金。在獎金
核定程序中高階經理人應向董事會報告「長期價值貢獻
計畫書」之內容與執行成果，在報告與互動的過程中將
有助於董事會成員深度了解高階經理人之經營策略方向、
全方位能力特質、施策執行成果，並給予有效回饋指導，
達到領導人培育之成效。

102-35

：固定薪（月薪）佔比

：變動薪佔比（含長期貢獻獎金）

高階主管（副總以上）薪資佔比

38%

62%

（※）註：現擔任平台事業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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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   主軸2：風險管理與內控

對信義的意義
集團上下全體同仁在風險管理上，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每位同仁就其可能面臨的風險事項，加強與顧客、供應商等利害關係者
之溝通，並於風險事項發生時，執行各項因應作業，提供利害關係人相關諮詢機制，落實管理風險程序，降低企業營運風險，
使信義房屋能永續經營。

我們的承諾
堅持「誠信」與「倫理」的信念，維護有效之風險管理機制及管理資訊系統，並持續改善，創造優質的風險管理文化，降低各
項風險成本之發生，提升信義房屋永續經營的價值。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5年：14,759,609
2016年：14,805,745
2017年：14,923,859
公司治理投入經費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公司治理評鑑

如何管理

落實宣導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

提升客戶隱私保護

透過申訴管道積極解決問題

100 %
每年兩次強制溝通訓練，100%簽訂完成

目標達成

8
客戶抱怨隱私侵犯紀錄，皆處理完畢

目標達成件

789
透過申訴管道來信789封，皆處理完畢，並因
應意見反映調整相關施策

目標達成封

為落實公司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以利公司永續發展目的，於企業內部
訂定「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信義房屋仲介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等守
則並定期宣導之。為杜絕貪腐事件發生，訂定「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
誠信行為之處理辦法」，並提供內外部申訴管道，致力於及時回應並解
決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倫理與誠信

特定行動 1

於2017年，參考外部専家意見及考量內部執行實務，深化各風險權責
單位以系統性的方法及配合年度計劃作業執行風險管理。從風險執行單
位自我風險辨識、分析風險影響程度及風險處理改善計畫，持續進行企
業內部風險控管流程檢視及精進。

風險控管精進作業 102-11 102-15 102-29 102-30 102-31

特定行動 2

為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
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公司就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
缺失及異常事項，將列為各部門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內部控制稽核管理 205-1

特定行動 3

2018「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12 年來首家台灣企業獲獎

對應的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205反貪腐 

主軸2 風險管理與內控
103-1 103-2 103-3 201-2

102-16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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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內控制度

風險分析與控制
本公司訂有「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以因應在營運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內、外部風險，以系統性的方法
及配合年度計劃作業，從自我風險辨識、分析及擬訂
具體風險管理方式執行風險管理，並定期向董事會呈
報，亦由董事會秘書單位不定期就與公司有關之環境
和社會議題與各幕僚功能長互動與溝通，並於每年年
底定期檢視ESG之影響、績效及策略目標。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風險管理與內控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 risk-management.php

風險處理及監督
落實企業倫理推動及強化公司經營理念

一直以來信義房屋藉由立業宗旨、經營使命與管理方
法來促成公司穩定成長，同仁在工作職務上的任何決
定與行為，都會影響其他人對信義房屋的認同與觀感。
為使同仁在面對客戶、同仁、同業、供應商、國家社
會及自然環境等關係人時有更明確方向，因此信義房
屋創產業之先，訂有並定期宣導各項行為守則。為杜
絕貪腐事件發生，我們每個月亦會對全體同仁進行經
營理念研討，分享如何將經營理念實踐於所承辦的業
務中，及倫理長辦理「信念引領行動」等活動，希望
將公司對於企業倫理之堅持融入於同仁日常作業中。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永續政策與守則   
http://csr.sinyi.com.tw/other/policy.php

現有控制機制
將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列為各部門
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追蹤管理。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風險管理與內控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 risk-management.php

現有控制機制

1.董事會：確保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有效推行。

2.風險管理權責單位：就其負責之權責工作進行風
險辨識、分析、評量、處理等規劃及執行作業，並
擬定相關因應或復原計畫，作成規避、降低、移
轉、承擔風險的各項改善計畫之決策，並定期將風
險管理執行情形向董事會報告。

3.內部稽核單位：依計畫執行各項制度稽核作業，
定期將稽核結果交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

風險處理及監督

落實企業倫理推動及強化公司經營理念

風險分析

可能性  /  衝擊或後果

原有風險等級
中度危險的風險

控制後風險等級

低度危險等級

殘餘風險分析

可能性  /  衝擊或後果

201-2

102-11 102-15 102-29 102-30 102-31

205-1

102-16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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