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環境保護

303  水與放流水
305  排放

本章重大主題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面對氣候變遷對全球各地影響劇增，近年來已轉變為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嚴峻氣候危
機課題。信義房屋認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在我們以房屋仲介服務獲取
適當利潤的同時，應有珍惜地球資源的環保觀念，致力推動更多氣候行動及綠色創
新服務。除能提升消費者節能減碳意識，也能降低營運成本，強化競爭力，對於信
義房屋永續發展具有具體的貢獻。

亮點績效

榮獲2019年第12屆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氣候領袖獎

15家分店

PAS2060
碳中和門市宣告 榮獲第11屆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獎
(Global CSR Awards)

最佳環境卓越獎
社區環保講座
循環經濟
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

社區環境教育

p. 73  低碳服務　                     p. 74  生態效益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客戶關懷相關：

更多資訊：請參考「經營方針與SDGs」p. 28-29

了解更多：信義房屋SDGs報告書6.5
SDG 6

103-1

12.2 / 12.5 / 12.6 / 12.8
SDG 12

13.3
SD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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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方針

呼應企業永續原則

信義房屋長期以來將永續發展視為己任，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我們遵循「身為環保尖兵的服務業」永續原則開展
環境保護面向兩大策略主軸：「低碳服務」及「生態效益」，透過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推廣環保意識與環境復育行
動，持續減少碳足跡與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強化企業機會與產業競爭力，達成2030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
量減少35%、人均碳排放量減少25%、人均用水量減少30%；基準年：2017年」目標，更期盼藉此發揮企業影響力，
共同為地球永續發展貢獻心力，真正實踐「身為環保尖兵的服務業」之永續願景。

核心目標與願景

如何管理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綠色管理小組
責任

資源
人力：不動產管理部、數位智能中心、全台分店、總務行政組
知識：信義學堂環境關懷系列課程

ISO查證管理政策、CDP倡議、信義環境永續政策、信義永續
發展政策、阿拉善協會治沙承諾

政策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P. 86

P. 95-96

評估機制與結果
每年目標與績效達成

取得ISO查證報告

管理實績

低碳服務

2019年目標 2019年績效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2%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21.72 %

信義房屋發展低碳服務，積極落實綠色服務與節約能源，盼藉此降低對環境的衝擊，為永續環境承擔更多責任。

生態效益

氣候危機造成全球節約能源壓力，信義房屋響應推動環境永續政策與管理措施、提升效率，為地球永續貢獻心力。

主軸 1

主軸 2

2019年目標 2019年績效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2%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12.74 %

人均用水量-3% 人均用水量-8.37 %

單筆服務用紙量-5% 單筆服務用紙量-40.17 %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參考資訊 信義房屋查證報告 信義房屋服務碳足跡
http://csr.sinyi.com.tw/certificates/
verification-report.php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
carbon-footprint.php

碳標字第1616812001號
每一筆成交案件-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
http://www.epa.gov.tw

重大主題303、305之管理方針以「信義永續原則-身為環保尖兵的服務業」作為依循方向，以此鑑別、
分析、回應實際和潛在衝擊資訊。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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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2 SDG13305 SDG6201-2 303

近年來國際社會在減碳方面整體成效不如預期，使得當前國際社會面對的「氣候變遷」已演變為「氣候緊急狀態」，
面對全球共同面臨的急迫挑戰，不僅攸關於各國永續發展、物種存續及天災疾病等風險管理課題，更地球村居民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而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與衝擊。
房仲業雖非碳排量大的產業，且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法規或協定都未納入房仲業，但由於消費次數少、卻行銷活動眾多，
信義房屋遂自主提升對氣候變遷影響的關注，董事會作為風險管理最高監督單位，將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列入公司重
大風險之一，透過風險管理機制，管理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相關議題，將善用地球資源觀念融入企業經營，設定管理
目標並研議對策及因應作為，盼藉此由公司內而外影響房仲產業內到全人類做出行動，結合內外部力量共同響應化解
「氣候緊急狀態」的集體危機，為地球永續做出貢獻。

氣候治理與行動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risks-opportunities.php

颱風、水災、
旱災

˙造成分店日常經營中斷
˙減少物件銷售成交機會
˙影響同仁工作安全風險
˙新增規劃客戶服務方案，增加營運收入

˙啟動天災預應機制，預先提醒同仁各
    項日常業務因應方案
˙協助附近社區做好居家防護措施
˙研發虛擬實境、即時聊等線上服務，
    使客戶服務不中斷
˙推出居家微修繕服務

˙提升氣候適應能力
˙開發社區服務方案

˙溫室氣體減
    量承諾
˙水資源減量
    承諾
˙CDP碳揭露

˙增購具減碳效益設備，增加營運成本
˙持續減少行銷與契約用紙，改變客戶服
    務流程與方式；短期增加營運成本，但
   長期促進服務效率而有助於降低營運成本

˙研發綠色行銷工具與契據e化等綠色創
    新服務
˙推動碳中和「零碳門市」計畫，設定
    期程與目標，購買碳權抵換碳排放量，
    落實全面減碳
˙裝置節能省水設備，加強內部教育與
    宣導
˙每年進行外部查證

˙創新綠色服務
˙強化管理措施，
    提升能資源績效

˙用電量增加，使得營運成本與碳排放量
    提升

˙全面使用節能環保標章之產品
˙推動新服儀制度，減輕夏季不適

平均溫度上升

˙參與公部門減碳方案˙增加成本
˙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行動方案

˙訂定再生能源推動目標及行動方案規
    劃實施

再生能源交易
制度

˙舉辦「創新提案競賽」，蒐集環境永
    續方案及綠色服務創意點子
˙研發更便利的客戶服務App及同仁經
    營服務App，提升服務效率
˙推出居家服務方案，滿足客戶一站式
    交易相關需求

˙開發數位工具
˙創新服務方案

˙增加服務研發成本
˙提升服務效率，增加客戶好感度

低碳服務改變
客戶服務模式

˙創新服務模式
˙提升服務效率

˙從線下實體服務需求逐漸移轉為線上虛
    擬服務需求
˙追求高效率的一站式服務
˙改變公司服務客戶模式
˙增加研發成本
˙服務效率提升

客戶行為改變

科
技

外
部
倡
議
與
法
規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市
場

風險驅動因子 財 務 面 與 非 財 務 面 影 響 機 會 因 應 措 施

信義密切關注全球趨勢發展，更透過內外部溝通管道蒐集利害關係人關切議題，進行風險分析並探索發展契機。信義
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與外界共同面對氣候危機帶來的劇變，董事會作為風險管理最高監督單位，遂將氣候變遷納入
企業永續經營重大風險之一，參照「TCFD架構」，鑑別出氣候變遷對企業經營之風險與機會、分析財務面與非財務
面影響，制定永續策略及環境目標並規劃因應措施、積極落實各項綠色節能方案。透過每年由外部機構查證機制進行
成效評估，藉此更系統化推動綠色事務，將綠色節能行動再升級，具體實現「服務業也可以愛地球」的目標。

氣候變遷對企業社會與財務風險與機會之評估與因應01

更多資訊  |  請參考「永續策略管理-風險與機會」 p. 26-27 , 「風險分析與控制」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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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經營重大風險之一，除密切關注全球趨勢發展、分析企業營運風險，更呼應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制定永續原則、展開「低碳服務」與「生態效益」兩大主軸，從中探索企業機會外，更積極因應客戶
需求研發各式綠色創新服務。

永續原則與策略主軸02

低碳服務

持續推動服務碳足跡減量與查證
更新服務碳足跡標籤及減碳標籤

生態效益

持續推動零碳門市
持續推動組織型碳排放減量與環境查證
參與國際倡議並響應各界活動，發揚人人共綠精神
持續發展綠色行銷工具

身為環保尖兵的服務業

兩大主軸

永續原則

為強化信義面對「氣候緊急狀態」挑戰與衝擊的調適韌
性，信義擬定氣候變遷預應措施，制定永續原則與策略，
設定管理目標，藉以開展各項行動方案並研議執行期程，
盼善盡企業的地球公民責任，守護地球永續生態。

行動方案與期程04

低碳
服務

生態
效益

進行服務碳足跡查證，實現服務減
碳承諾
串聯線上線下資訊流、持續優化客
戶服務App，減少交通運輸碳排放

持續推動組織碳中和「零碳門市」計畫
每年進行組織型環境查證(溫室氣體、水
足跡、能源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
推廣社區永續環境教育與環境復育(信義
學堂、社區環境講座、淨灘)活動
實踐「循環經濟」，推出借用物品服務
持續研發綠色行銷工具，減少資源耗用
參與國際永續環境倡議(CDP、TCFD、

SBTi)

因應「氣候緊急狀態」下氣候變遷挑戰所衍生轉型契機，信義房屋期許帶領客戶邁向低碳綠色經濟轉型，以減緩氣候
衝擊。為具體實踐並暢行永續之路，信義積極推動相關事務，訂定綠色管理策略目標、展開各項專案並執行綠色管理
與成效評估，透過外部查證檢視績效成果，落實保護地球環境之永續目的。

永續目標03

低碳服務
（基準年：2017）

生態效益
（基準年：2017）

再生能源

服務碳足跡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
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類別1+2)           減少 1%
人均用水量                                 減少 1%

人均碳排放量(類別1+2)           減少 25%
人均用水量                                 減少 30%

  減少 1%
服務碳足跡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
碳排放量    

  減少 35%

達 10%綠電使用量

目標 202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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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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服務
SDG12 SDG13103-1 103-2 103-3 305

主軸 1

305  排放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房仲業雖非碳排放量大的產業，且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的法規或協定未納入房仲業，但因消費次數少、卻行
銷活動眾多，因此利害關係人提升關注程度。有鑒於
此，信義房屋近年來除了在公司內部做好基本減碳
外，亦積極推動綠色服務，盼望能為產業帶來正面的
影響。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重視永續環境，我們發展低碳服務，由我們
每次仲介服務及信義房屋每個人出發，選擇低碳作業
模式，包含綠色服務與節約能源兩大部分，藉此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以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碳足跡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footprint.php

行動方案 | 01

持續推動服務碳足跡減量與查證   P. 73

優化服務碳排放減量各項專案 P. 73, 76

制定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量目標與每年查證
展延服務碳足跡標籤與減碳標籤

線上線下資訊串流，優化客戶服務App，減少服務過程
交通運輸碳排放

亮點 | 申請「不動產經營服務」碳標籤與減碳標籤展期 SDG 12.2  12.5  12.6  SDG 13.3

每筆不動產仲介
服務碳排放量(kgCO2e)

-27.94%

2017

428

2018

394

2019

309

-35%

2030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基準）

率先制定房仲業全球第一份「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pdf/PCR.pdf

碳足跡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footprint.php

2019年執行成效：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為308.77kgCO2e，較2017年減少
27.94%，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10%」。

新設2030目標：
為持續減少碳足跡，我們重新訂定碳足跡減量目標，期望2030
年每筆交易碳排放量能減少35% (基準年：2017年)。

2019年每筆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2% (每年）
2025年每筆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10%

原訂
目標 （基準年：2017）

行動方案 | 02

碳標字第1616812001號
每一筆成交案件-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
http://www.epa.gov.tw

減碳標字第R1716812001號

21.72 % 2019  308.77 kgCO2e
2018  394.42 kgCO2e

2018年     3.11 kgCO2e

2019年     6.88 kgCO2e

廢棄階段

2018年  254.53 kgCO2e

2019年  218.67 kgCO2e

服務階段

2018年  136.78 kgCO2e

2019年    83.21 kgCO2e

原料投入階段

2019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信義持續優化服務碳排放減量各項專案(Top Agent App、Top EDM、3D互動看屋
等)，使服務效率提升並減少過程中碳排放量。我們計算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與
減碳基線相比，減量達45%，超過減碳承諾之減碳比例，因此在2020年碳標籤與減
碳標籤已屆期滿前提出展期申請。

服務碳足跡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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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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 01

行動方案 | 02

行動方案 | 03

行動方案 | 04

精進管理系統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system.php

循環經濟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ste.php
環境教育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education.php 

生態效益
SDG12SDG6 SDG13

103-1 103-2 103-3 305

主軸 2

303  水與放流水    305  排放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全球經濟蓬勃成長，使各國對能源之需求倍增，資
源有限導致能源成本相對上升，對各國經濟發展產
生偌大衝擊。再加上面臨「氣候緊急狀態」的減碳
壓力，能源節約已是國際間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基於貫徹企業社會責任並回應全球暖化議題，信義
房屋一直以來積極推動環境永續相關政策，以期能
提供客戶更多綠色創新服務。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推動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積極辦
理分店碳中和計畫，期望藉此有效管理能源使用。
此外，因應利害關係人對水資源的關注，更將管理
範圍從能源擴展至其他環境議題，推動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46水足跡、ISO 20121永續
活動管理系統並通過查證，藉此精進其他環境議題
管理效率。我們持續精進生態效益各項績效，期為
地球永續盡一己之力。

精進環境管理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 P. 74

推廣社區永續環境教育 P. 74

落實組織型碳管理 精進減排成效    P. 75

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關懷大地            P. 76

持續稽核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總部及分店使用節能、環保標章產品及設備持續更新

創造社區循環經濟，推出物品借用服務與二手書小圖書館
舉辦永續活動並通過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查證
分店推動社區環保綠色服務

加強內部各項節省水資源宣導並落實於同仁日常作為
落實減少紙張耗用各項專案

制定組織型碳排放減量目標與每年查證
持續推動碳中和零碳門市計畫與每年查證

行動方案 | 01 精進環境管理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環境管理系統建置與改善措施  導入ISO 14001與ISO 50001管理系統

信義房屋因應能源節約議題，重新檢視相關能源政策及管理程序，落實全面採用節能環保標章產品，於總部大樓引進日本UBITEQ 
BE GREEN Next能源監控系統、於分店引進綠然能源「智慧能源監控系統」，並導入ISO查證。透過每年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查證，通盤檢視以找出公司精進的方向與機會、調整環境管理方案和目標，持續推動冰水主機等設備汰換與
節能設備更新，促進能源使用效率提升，進而達成節能與降低成本之目的。

行動方案 | 02 推廣社區永續環境教育  串聯社區  發揚減廢減碳精神

發展循環經濟
信義透過深入社區和在地居民交流互
動，推出在地專屬的「循環經濟-社
區物品借用服務」，在分店購置使用
頻率低的居家生活物品及設置二手書
小圖書館，方便鄰近居民借用，實踐
共生共享的減廢精神。

SDG12.8 SDG13.3

ISO 20121 永續活動管理系統
信義藉由舉辦永續活動與導入ISO 
20121查證，發揮信義影響力，宣
導永續發展觀念與意識，確保永續
消費與生產模式，讓永續觀念種子
成長茁壯。

ISO 20121

SDG12.8 SDG13.3

推動永續教育
信義將環保永續價值積極向外發
揚。藉由分店發展社區環保綠色服
務，擴散在地共好精神。藉由舉辦
社區環境講座，串連各界齊心協力
深根環保精神，讓有信義的地方都
能充滿綠色情懷。

SDG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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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2030目標：
為持續精進信義房屋減排成效並響應國際永續環境倡
議，我們參考SBTi模型重新訂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期
望2030年人均碳排放量(類別1+2)能減少25%  (基準年：
2017年)。

信義房屋溫室氣體盤查邊界及結果與排放總量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greenhouse-gases.php

2019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2% (每年）
2025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10%（基準年：2017）

原訂
目標

行動方案 | 03 落實組織型碳管理  精進減排成效

溫室氣體管理與減量
依據「ISO 14064-1:2018」標準指引要求，信義房屋盤查營運邊界(總部大樓+營運據點)涵蓋運營相關之直接溫室氣體排
放源(類別1)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2-6)，2019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11,172.591 公噸CO2e，通過第三方查證符合
「ISO 14064-3 」規範。

信義房屋營運邊界(信義總部大樓及營業據點)用電
碳排放量
因信義房屋用電排放量在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1+2)中佔
比達91%，故我們以人均用電碳排放量作為組織碳管理
之績效指標。

信義房屋長期推動各項碳管理及減量計畫。2020年，
我們再積極擴大辦理分店碳中和「零碳門市」計畫。
因信義主要碳排量來自用電，我們透過持續推動各項節
電措施，如引進能源管理系統、更換節能設備、控制設
備開關時間、冷氣空調控溫及同仁自主落實節能作為
等，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後，針對無法減碳部份購買來自
彰濱與台中風力發電之Gold Standard合格碳額度進行
碳抵換(carbon offset)，並通過第三方查證符合「PAS 
2060:2014」規範，宣告15家營運據點達成碳中和「零
碳門市」，積極落實全面減碳之長遠目標，為地球環境
保護持續努力。

亮點  |  擴大辦理碳中和「零碳門市」計畫

碳中和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neutrality.php

2018年首次碳中和3家分店

2019年新增碳中和5家分店

2020年新增碳中和7家分店

SDG12.2 SDG13.3

PAS 2060

信義房屋完成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及碳足跡、水足跡盤查等查證，為全球仲
介第一家，應持續推動節能減碳，帶頭對抗氣候變遷。

~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氣候領袖獎  評審團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類別2)(kgCO2e)

人均碳排放量(類別1&2)(kgCO2e)

-16.53%

2017

1481

2017

1637

2018

1417

2019

1236

-25%

2030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新基準

註1：排放係數-2017年為0.529 kgCO2e/度、2018年為0.554 kgCO2e/度、2019年
           為0.533 kgCO2e/度。

註2：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3版所公告之GWPs值進行溫室氣體排
           放量計算。

註3：GWPs值主要採IPCC 2007年第五次評估報告。

2019年執行成效：
全年用電量為10,939.4仟度，較2018年減少1.42%。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為1,236.4 kgCO2e，較2017年減少
16.53%，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
10%」。

溫室氣體減量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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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2030目標：
為持續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我們重新訂定用水減量目標，
期望2030年人均用水量能減少30% 。 (基準年：2017年)。 水足跡管理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ter-resources.php

廢棄物管理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ste.php

2019年人均用水量減少3% (每年）
2025年人均用水量減少15% （基準年：2017）

原訂
目標

行動方案 | 04 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關懷大地

水資源管理及績效
台灣名列世界最缺水國家缺水前20名，因此信義房屋因應利害關係人對用水課題重視將水資源列入重要議題，增加對應重
大主題並持續關注全球水資源管理發展趨勢。透過每年定期盤查，持續追蹤管理並掌握水資源對公司營運風險影響與發展
機會。
由於信義房屋的水資源耗用主要為同仁日常使用，且各營業據點均非屬水資源壓力地區，因此我們對內加強宣導節水措施
精進管理作為，並通過ISO 14046 : 2014水足跡查證，展現本公司對水資源管理之重視。

減少紙張耗用 強化綠色行銷與契據e化工具
我們計算「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足跡」發現服務用紙佔資源使用佔比最高，因此我們以減少服務用紙量作為綠色目標之
一，持續推出綠色創新服務，如互動看屋、數位派報、Top Agent App、社群平台生活圈(TG、Line@、FB粉絲團)等，既
提升客戶服務效率與品質、讓服務更即時，更大幅減少行銷用紙及廢棄物、降低對環境衝擊，同時也降低服務作業成本，
進而大幅提高企業競爭力。

廢棄物管理
因信義房屋為服務業，廢棄物主要為日常生活廢棄物，未有製造過程的有毒廢棄物，因此並未列為本公司重大議題，處理
方式按照各地政府規定處理，更多資訊請參考企業永續網。

人均用水量(度)

-21.17%

2017

18.6

2018

16.0

2019

14.7

-30%

2030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基準

更多資訊  |  「核心能力與永續創新」p. 30
                 「氣候治理與行動」p. 71-72

2019年執行成效：
全年用水度數為69,334度，較2018年減少0.41%。
人均用水量為14.7度，較2017年減少21.17%，提前達成
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15%」。

人均用水量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

新設2030目標：
為持續減少紙張耗用，我們重新訂定紙張使用減量目標，期
望2030年單筆服務用紙量能減少55%   (基準年：2017年)。

用紙減量管理績效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footprint.php

2019年執行成效：
單筆服務用紙量15.66公斤，較2017年減少50.65%，提前達
成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30%」

2019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5% (每年）
2025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30% （基準年：2017）

原訂
目標

單筆服務用紙量(kg)

-50.65%

2017

31.7

2018

26.2

2019

15.7

-55%

2030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基準

單筆服務用紙量提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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