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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況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於1981年正式成立，主要服務為房屋租售之居間仲介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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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企業集團全球營運總部位於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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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範疇說明
組織範圍：
期間範圍：

集團地理分佈、合併營收、店數、員工數包括信義房屋與子公司。其餘非財務數字(環境數據等)範疇則僅含信義房屋。
2018年度(2018.1.1~2018.12.31)

從數字看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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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亮點

非財務績效亮點

2018年合併營收

億新台幣

台灣區：65%  中國區：33%
日本區：2%

129.03
2018年信義房屋個體營收

億新台幣78.81 遍布全球的營業據點

家

台灣區：435家  中國區：88家
日本區：10家    大馬區：3家

536

信義企業集團同仁人數

人
台灣區：4,958人*   
中國區：897人
日本區：112人     
*台灣區員工人數為信義房屋及台灣關
係企業群之總人數

5,967
幫助 位客戶
完成家業夢想

14,852

碳足跡減量

(基準年：2017年)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7.94%

全年用電減量

(基準年：2017年)

全年用電度數
0.27%

減水績效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水量
13.96%

人均用電減量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4.34%

服務減紙績效

(基準年：2017年)

單筆服務用紙量
17.53%

信義房屋

離職率 %29.7
平均受訓時數 小時34.02

女性員工 %36.97
女性主管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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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信義房屋設置了企業永續網站，期望讓關心我
們的利害關係人，能夠更了解我們在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的各項努力與成果。

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 

報告書下載點

http://csr.sinyi.com.tw/report/index.php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非常歡迎您閱覽信義房屋的第十本永續發展報告書，本報告
符合GRI準則全面選項。
我們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上次報告發行日為2018年6月。

報告時間
本報告書揭露2018年度（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信義房
屋各項重大主題回應及行動的績效資訊。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所揭露資訊以信義房屋為主體，報告書資訊數據的
範疇，涵蓋了財務、環境和社會面的表現。惟財務資訊以合
併營收為主，與財報一致。

資料計算基礎
報告書所揭露的統計數據皆來自於自行統計與調查結果，並
以一般慣用的數值描述方式呈現，若有相關資料重編於各章
節說明。惟有關財務數據係經會計師認證後公開發表的資
訊，相關碳、水排放資訊亦經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證。 

採用之指引與準則
本報告書已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所出版之GRI準則：全面選項進行編
製，報告資訊揭露方向亦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及聯合國全球盟約、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引等國際
標準相呼應。

確保公開資訊的可靠性
我們委託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進行查證，取得保證聲
明書。經查證後，本報告書符合GRI準則：全面選項與
AA1000AS:2008及其2018年附錄的標準。

聯繫資訊  
對於本報告書若您有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都請與我們聯繫，
請 email / 電話 / 傳真至信義房屋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TEM委員
會)。

永續報告之責任單位
策略長室 陳丹妮小姐

CSR@sinyi.com.tw

02-2755-7666

02-2722-0515

報告書管理方式

由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各部門主管檢視各章節內容與資
訊正確性

董事會檢視ESG績效與策略目標

稽核主管稽核資訊正確性

內部稽核

財務數據‒勤業眾信(Deloitte) 

環境數據‒ISO14001、ISO14046、ISO14064-1、

ISO14067、ISO50001、PAS2060–BSI 英國標準協會

永續數據‒AA1000AS:2008及其2018年附錄Type 1–BSI 

英國標準協會 

外部查證

102-56102-50 102-51 102-52 102-53 102-54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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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永續事務之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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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TEM委員會)

管理單位：策略長室

董事會

報告永續推動計畫、呈報告書

監督各項計畫

集團創辦人的領導
董事會以創辦人周俊吉先生在立業之初，所立下的立業宗旨為依循，領導信義房屋高階主管永續發展方向，隨
著公司擴張，與時俱進。創辦人與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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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提供永續管理的重要指導方針。

TEM委員會工作小組
TEM委員會下設公司治理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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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共六個次功能工作小組。由各負責部門之主管擔任小組領導者，執行TEM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之永續專案。

報告書之管理方式
TEM委員會統籌永續報告書的方向，並由策略長室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並編撰報告書相關內容再呈報董事會
審核發行。

報告書各章內容由六個工作小組的負責人檢核內容及資訊的正確性，並由董事會檢視永續績效及策略目標。此
外，亦通過外部獨立第三方查證提升報告書品質。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企業倫理管理委員會」(Total Ethical Management Committee, TEM委員會)是信義房屋內部最高階的企業
社會責任推動組織，由董事、董事長、總經理、各幕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統籌全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定期檢視績效和目標達成度。

更多資訊請參考「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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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永續大事紀 

產業領導：信義房屋市場定位

信義房屋是台灣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自1981年創立以來，信義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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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下，已逐漸展開出自立而健全的經營體系。
透過有效運用經營中累積的實力和核心能力，信義以創新方式為解決社會問題做出貢獻，以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台灣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信義房屋創立以來，即採全直營體系穩健擴店經營。
1999年信義房屋掛牌上櫃，2001年轉上市，成為唯一
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連續��年營收第一，穩坐產業龍頭寶座
信義房屋堅持誠信與倫理的核心價值，積極建立品牌區
隔，持續提升服務品質並穩健發展，即便歷經多次房市
景氣起伏變化，仍穩坐產業龍頭寶座。

個體營收表現 （仟元）

了解更多｜其他重大事件，請詳官網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php 

6,123,679

2016 2017 2018

6,886,597
7,8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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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經營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從企業標準到國家標準

從房仲業到服務業

引領CSR

周俊吉先生創立信義
成功上市：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1981
2001

首先推出「不動產說明書」
針對海砂屋、輻射屋、漏水屋與交易安全，首創「購屋四大保障」
全球首創推出「凶宅安心保障服務」

1989
2007
2011

榮獲「第十六屆國家品質獎--企業獎」
連續25年榮獲《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房仲業第一名
連續11年榮獲《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房仲業第一名
第11度獲得《讀者文摘》「信譽品牌」，成為房仲業界最受消費者信賴的品牌

2005
1995-2019
2008-2018
2008-2018

「社區一家」起跑
首次發行永續報告書（2009年度）
創立信義學堂
創台灣產業之先設立「倫理長」
與政治大學成立信義書院
制定全球第一份不動產業產品類別規則（PCR）

「社區一家」獲總統文化獎

2004
2010
2011
2012
2012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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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影響力：2018年得獎榮耀

講座  /   論壇

獎項開辦��年以來，首家台灣企業獲獎

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13.php

全球企業永續獎
GCSA, Global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wards

「全球企業永續報告獎」(GCSA-Reporting) 
【首屆舉辦】

      了解更多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content.php/432   

      了解更多  |  企業永續網-信義影響力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php  

      了解更多  |  了解信義-信義的榮耀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php  

����亞洲永續報告獎ASRA
Asi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ward
最大獎「年度亞洲最佳報告(Asia’s Report of the 
Year)」獎，為此領域中對於永續企業的最高肯
定，同時亦獲得「亞洲最佳永續報告獎」、「亞
洲最佳線上永續報告獎」、「亞洲最佳職場報告
獎」、「亞洲最佳多元化報告獎」

      了解更多  https://csrmatters.com/winners-2018/

      了解更多
       http://www.cura.com.cn/lmdt115.html

      了解更多：完整演講內容影片 
       https://www.zhihu.com/org/shang-hai-xin-yi-fang-wu-71
       /activities 

2018第四屆中城聯盟論壇
創辦人周俊吉先生演講：「和未來好好談談」

      了解更多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tw/
       zhuanti/2018laxjjlt/index.htm 

2018兩岸新經濟論壇-創辦人周俊吉先生演講：
「新經濟的核心要素－企業社會責任」

      了解更多
       http://iahs.pku.edu.cn/subject/sinyi2018/ 

信義文化研究中心：
信義講座第三講「儒家傳統與企業家精神」

國外獎項

國內獎項

環境保護類
      《遠見雜誌》第十四屆企業社會責任獎-環境友善組楷模獎

      行政院環保署「2018年度低碳產品獎勵」優良獎，頒獎勵金10萬元

幸福職場類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標章認證」推廣夥伴 

      衛生署國健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認證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優等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2018第十一屆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性別平等獎

客戶服務類
      《遠見雜誌》第十六屆「遠見五星服務獎」：房屋仲介類首獎

      《讀者文摘》「2018讀者文摘信譽品牌大調查」：
      房屋仲介類白金獎【11度榮獲房仲業第一名】

      《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房仲類第一名【第14度獲獎】

      《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
      房仲業第一名【連續25年第一名】

      《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房仲類冠軍【連續11年】

公司治理類
      證交所「第五屆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5%【連續5年】

      哈佛商業雜誌：創辦人周俊吉先生獲「2018台灣執行長50強」第21名 

      《天下雜誌》2000大企業調查「營運績效��強」第一名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2018第十一屆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十大永續典範獎、年度最佳企業永續報告獎、英文報告書

社會共融類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2018第十一屆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社會共融獎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大型企業第四名【連續12年得獎】

      《遠見雜誌》第十四屆「企業社會責任獎」：大調查服務業組首獎
    【9度獲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
    參獎【連續2年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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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ahs.pku.edu.cn/dynamic/information/1096.html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tw/zhuanti/2018laxjjlt/index.htm
https://v.qq.com/x/page/y08172g8fch.html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82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