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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信義企業集團》向來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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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營目標，期能達成與整體社會共生共榮的
終極願景。

回顧����並展望未來，我們試圖以更寬廣的全球性視角－環境、社會與
治理（ESG）架構，調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積極建立未來永續利基，透
過信義價值鏈（「信」、「義」、「倫理」）的永續創新，滿足各利害關係人需
求，為所有身邊人帶來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信義房屋的社會參與
 
年度社會影響力摘要

主軸一、推動社區營造

 社區一家協進會
 信義志工

主軸二、深耕企業倫理 

 信義文化基金會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政大信義書院 

主軸三、落實在地關懷

 信義公益基金會
 信義學堂

主軸四、促進不動產產業發展

 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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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說到做到」，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信義 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立業��年的信義房屋一
直以來相信將「誠信」、「倫理」的價值，從個人推廣到公司，進而能形成有品格的社會。回應社會需求
的同時也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同時亦有助於達成「創造更美好的社會」之企業目標。

信義長期關注社會脈動，回應當前社會最關切的議題。我們策略是運用自身核心能力，選擇理念相同的夥
伴合作，推動共好的社會倡議，自社區、地方出發到全台各地，推出相應的社會專案。例如：在����台灣
因為選舉支持的立場不同而造成社會分裂，我們便推出 以「信任」為核心的「社區一家」全民社造計畫，
希望透過鼓勵全民從關心家園開始，進而走入社區， 聯結社會，打破藩籬，重新建立人與人間的信任。
����年，當時的社會氛圍開始注重「貧富不均」的議題， 我們認為從根本的教育著手方能緩解此議題，因
而設立「信義學堂」，每年辦理近百場的免費講座，提供平等受教的機會。而後於����年，當金融風暴與
台灣的「食安」議題，讓社會開始檢視企業經營不能忽略最基本的倫理價值，信義與政大商學院一起設立
「信義書院」，強化教育、研究、推廣「企業倫理」，培養具倫理及永續思維之未來管理人才並為社會樹
立典範，希望進而全面提升國人倫理素養。近年來台灣則面臨高齡少子化的社會議題，我們透過信義公益
基金會與夥伴合作，共同發想、創新實踐樂齡友善的環境，減少社會上的不平等。接下來更要與全球一起
面對氣候緊急狀態，加入淨零排放倡議的永續目標。

《信義企業集團》長期實踐CSR，不但要能預應未來社經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同時持續創新以掌握商業
機會。����年雖面對新冠疫情之衝擊，我們更注重在地社區的健康與福利議題。因為人終究無法離群索
居，共好、共生、共創才可能享有更美好的未來。

關於信義房屋的社會參與

����年資源投入與產出
我們參照LBG的架構與計算方式，得出����年度我們的社會投入與產出。

超過
10,000

個社區或地方組織被觸及

相當於
NT$1,024萬

人力資本投入

超過
80,000
人次受益

NT$7,875萬
現金資本投入

超過
20,000

人次的員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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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社會影響力摘要

����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件提案，評審團
遴選出���個單位獲獎。

提案累積覆蓋率��.��%：涵蓋全台���鄉鎮。

十六年來已累計��,���件提案，�,���個社區獲得支
持！

大專院校提案涵蓋率��.�%，���所大專院校中已累
計有��所提案。
 
����年與CNEX合作，精選社區案例，深入拍攝社區
一家系列在地故事紀錄片，期以影音的力量帶動更
多人加入社造行列。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年來累計贊助�,���位學童。

「共好計畫」帶動青銀共創，跨群體合作，����年
共集����個創意點子，��個獲獎。

戶外大型「恁的演唱會」自����年舉辦迄今共��場
遍及台灣偏鄉，����年舉辦一場近���位鄉親共享。

與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合作，推動兒童友善醫療。
����年疫情期間採視訊方式互動。

社區定點植樹維護環境，促進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

���名學生參與第十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
暨微電影競賽。
 
���人次教師參與����年夏令營及冬令營。

信義書院赴全台�所大學分享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
概念，累積參與師生達���位。

����年一月信義學堂提供了�場免費講座，後因疫
情之故暫停。自����年開辦迄今，累計辦理���場
免費講座，參與聽眾達���,���人次。

����年出版第��冊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每季公佈「全台主要都會區房價指數」，提供客觀指
標了解真實房價走勢。
 
與�所校系進行產學合作，提升產學研發能力，促進
不動產業學術與技術發展，計有���名學生參與企業
參訪。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人口與家庭變遷
下的住宅市場」研討會，計有���人參加。

主軸一  ｜  推動社區營造 主軸二 ｜  深耕企業倫理

主軸三 ｜  落實在地關懷 主軸四 ｜  促進不動產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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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營造

產出及影響力

讓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以維繫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關係。 

緣起
我們希望透過長期支持社區營造，可以將＂家＂的概念擴展到鄰里、社區、城市、社會、甚至到國家。透過持續不斷
的社造力量，我們在社區種下關懷的種子，再從每個人自每個家起擴散到社區，最後到全台灣。
 
於����年啟動第二個十年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不只延伸第一個十年的精神，更要大家不只關注社區營造，更希望
促成社會改造，以家為原點、社區為橋樑，號召社會大眾參與公共事務，提出創新提案，為台灣重塑全新生命力與永
續發展利基。

主軸一

與CNEX合作影片
5 支

累計粉絲團粉絲數
68,267 位

造訪社造官網
464,765 人次

因力世代參展被觸及
2,000 人次

網站分享

599 個單位
參與全民社造

線上工作坊
以上的瀏覽點擊
900 萬次

https://www.taiwan4718.tw/

4,000  則
+

成果
·  ����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件提案，由評審團遴選出���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件贏得最佳楷模獎，
      ���件贏得社區種子獎。

·  累計至����年共收到��,���件提案，�,���個社區獲得支持。

·  在力世代社創市集展出社區一家歷年幸福案例，與超過����人次分享。

·  與公私部門跨界合作完成各項專案。

·  與CNEX合作完成五支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h6JqclC0

·  ����年全民社造線上頒獎典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V1rxu_j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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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自造家-Made in Taiwan@ Community」

與社創之社群媒體 - 社企流合作，在華山的展區共分「培力社造生力
軍」、「在地女力投身社造」、「永續環境社區尖兵」、「青銀攜手世
代共好」四大主軸。

大專青年洄游農村計畫

與水保局合作，鼓勵參加洄游競賽的團隊，同時報
名參加全民社造的大專青年組，許多大學生走進農
村，傾聽農村社區的需求，用他們所學及創意，滿
足農村社區的願望，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這片土地的
愛。遍佈台灣各地的種子，將會長成大樹，庇蔭後
繼投入社造的夥伴們。

青年參與社區行動計畫

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合作，將青年觀點、專長、創意與熱情轉化為實際
參與，協助社區活化及發展。串連政府社造相關部會。
透過行動產生連結，鼓勵青年世代回到社區場域，透過行動、實踐等方
式，讓青年運用公民行動力，共同合作串聯，實現青年的自我價值，藉
青年這股向上的能量，擴散扎根在地永續。

為擴大社造影響力， 我們樂於發展夥伴關係，不斷採取創新的執行模式。

力世代社創市集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年來持續與青年世代串連， ����年首次在華山文創園區參與
力世代社創市集，在第一線展出社區一家歷年幸福案例，兩天下來更與來自全國各
地的年輕朋友熱烈交流，也發現年輕人對自己社區有滿滿的想法跟熱情。

志工培育
長期結合信義志工之力，為社區營造增添溫度並貢獻一己。「服務社區、社
區營造是信義房屋一直以來的理念，透過系統性的推動志工活動，讓同仁感
受到幫助人的成就感，也看到同仁心態的轉換，與人的接觸時更有溫度。」

����年受限於新冠疫情，我們雖然暫停至社區進行志工服務。但為了服務不
停歇，但仍培訓公民記者，期望公民記者用影像記錄社區人事物。未來每場
志工活動到社區服務時，為社區發聲，可以引動更多人關注社區議題，讓社
會大眾認識在地的故事。

與農委會水保局、教育部青發署合作

「培力社造生力軍」以高雄社區居民齊心合力走過莫拉克風災重建，連結銀髮與青年間的距離；「在地女力投身社造」是台南永康
故事媽媽的故事，將自家的車庫改造成社區巷弄裡的故事屋，笑聲也從鄰里間慢慢向全台各地擴散。一群想為家鄉做點事情的鹿港
青年，當起「永續環境社區尖兵」，返鄉集結在地的年輕人打掃街道，護鄉的實際行動，也催生一系列以「保鹿運動」為主藝文活
動；中國科大數位廣播社的同學，以「青銀攜手世代共好」的方式，與新竹縣盲人福利協進會合作，透過聲音的力量，帶給更多人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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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環境效益
自����年以來，統計��年社區提案活動，累計投入超過新台幣�億元支持社
造行動的經費，全台共收到��,���件提案，�,���個社區單位獲得支持。 其
中綠色環保提案共計���案，贊助金額亦逾�,���萬元。涵蓋的專案內容有：
提供安心飲食的微笑食堂、風車風力發電、溼地保護、綠色生活廊道、無毒
生態、農田復與環保包裝等。這些參與的社區持續將環境保育的觀念傳遞影
響更多一起投入永續的行動。

多年前彰化平和社區成立花樹銀行生態復育園區，旨在維持生物多樣性，守
護自然生態。
信義房屋進行三蕊楠、琉球暗羅、山檳榔、蘭嶼法氏薑，藍睡蓮等五種嚴重
瀕臨絕種等級植物試驗植株，成效良好。花樹銀行鄰近八卦山脈是皇蛾的重
要棲地。其天敵為蜥蜴、螞蟻、鳥類、蜘蛛、寄生蜂、虎頭蜂等，在野外生
存時高達��%的機率為天敵所吃，是生態系中次於植物的底層生物，受山區
寄生蜂為患與人為濫補，造成皇蛾數量銳減。����年成立生態復育園區，希
望透過復育維持生物多樣性外，推廣環境教育進一步了解動植物的習性，共
同守護自然生態。

社會效益
 
「社區一家計畫」投入時間長，提案涵蓋面廣，帶動社
區永續正向力量。
在超過��年的推動之後，我們已看到社會上的改變，提
案種類亦由最早的單純改善社區硬體環境，推移到人心
互動、自發性的投入文化傳承。
 
內化社區一家精神，信義分店與客戶共創共好。 
將社區一家精神融入企業的核心營運，各自的營運點推
動服務時，提供鄰里各種服務內容，從活動辦理到居家
修繕，成為社區心目中的達人，讓鄰里間原本彼此不相
往來的情感，變得更有溫度，居民因有信義更好。
 
帶動供應商共同投入CSR 促進社會永續發展。 
信義集團號召供應商共同實踐CSR，自推動以來，供應
商提供的物資項目多元，從故事繪本到衛浴設備、油漆
、衣服、腳踏車…等，進行所需資源的媒合，也使中小
企業也有機會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效益 

達成「成為社區美好生活的促進者」的企業
目標。
超過��%的參與者認為住在有社造的社區是
最幸福的，提升了企業形象。
超過��% 的參與者同意對信義感到更加信任
與敬佩。
持續回饋社區，與社區維繫緊密關係。
��.�% 的參與者認同信義的社區一家專案是
企業回饋社會的良好典範。
藉由提供日常服務建立與社區住戶良好互動
關係，形成良性循環，創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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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企業倫理

產出及影響力

深耕企業倫理，提倡終身學習。

緣起
「信、義、倫理」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與核心競爭力。自創辦以來，我們秉持「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我們
從自身開始，內化倫理教育、建立倫理文化、確保企業倫理落實在各營運環節。有感於企業所產生的價值對於人民的
生活影響都與「倫理」息息相關，信義房屋深感倫理教育之重要性，也深知唯有從個人教育起才是根本，故期能將企
業倫理理念推廣給大眾，建立有倫理的社會觀念，使消費者擁有正確的倫理價值觀，形成有品格的社會，選擇符合倫
理的企業，創造善的循環。

自 ���� 年開始，信義文化基金會便著手推動企業倫理教育扎根計畫，參與這項計畫的大專院校老師們，在前台大校
長孫震博士的號召下，攜手產、學人士，進一步在���� 年成立了「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做為企業倫理教育
推廣、教學培訓與知識交流之平台，每年透過營隊與活動舉辦，將有興趣與熱忱的教師們串連成為一個社群。

此外，信義企業集團創辦人，亦是政大企家班校友的周先生，於����年捐贈於政大商學院成立信義書院設立辦公室，
除推動商學院開設專業領域倫理課程，並邀請國內外企業倫理大師開講，提供專業倫理講座。

主軸二

老師參與冬夏令營
103 位

青年(��-��歲)
接受訪查

2,200 名

5 場
大學分享

信義文化基金會 信義書院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http://www.cbeea.org.twhttp://www.syschool.nccu.edu.tw

學生隊伍
參與影視競賽

179 組
的青年願意

以金錢支持良心企業

�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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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年的企業倫理教師夏令營已邁入第八年，並以「翻玩企業倫理，增能數位力」
為題，首度導入桌遊教學與數位教學心法，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教育現場的衝擊。
* ����年信義文化基金會與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首度攜手社企流，針對 ��-�� 歲
有工作經驗之青年，推出《企業倫理認知與行為調查》，於今年 � 月進行為期 � 天的
調查，收到共 ���� 份回饋。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 青年都聽過企業倫理，
超過半數的人是在學校中習得相關資訊。其中，有 � 成青年認為每個人都有責任讓社
會變得更好、更有 � 成青年表示，企業最大的目標不應只是賺錢，也要考慮社會和環
境問題。顯見青年對於促進社會正向改變之重視。

完整報導：https://www.cbeea.org.tw/news/319

* ����年書院赴全台�所大學分享企業倫理與永續經營理念，超過���位師生參與。

* 共計有��部參與MOD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的作品獲得信義特別獎。

* 共計有將近���名學生組隊參與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與微電影競賽。

為使青年世代將企業倫理從基礎「認知」轉化為實際「行動」，我們致力於與夥伴單位共同創新、共好，從影
劇、日常生活等角度切入，盼讓大眾更加貼近企業倫理於生活中的各個面向，進而採取實際行動，一同成為促
進正向改變的力量！

���� MOD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賽
 
自����年起，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攜手信義文化
基金會與中華電信共同合作，期待大眾發揮創意，以
影片詮釋心目中理想的企業倫理，獲獎影片也會於中
華電信MOD百萬用戶之平台管道露出。

����年第十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與微電影競賽
 
為建立學生企業倫理觀念、落實倫理教育紮根工作，中華企業倫理教
育協進會與信義文化基金會攜手銘傳大學共同舉辦【����年第十屆全
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與微電影競賽】，透過平易近人的影片拍攝
形式，讓學生培養企業倫理觀念與精神，迄今已邁入第十年。因應疫
情時事、全球一體，今年競賽主題定為「跨文化倫理」。個案分析組
由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軍科BEAR」獲得第一名，微電影組則由銘傳
大學「貳拾」獲得第一。此次比賽共計有���隊報名角逐競賽，參與
學生人數近���人，創下歷屆新高。

����年得獎作品：社區一家��部、企業倫理�部
https://www.cht.com.tw/zh-tw/home/cht/messages/2020/
msg-201125-174000

長期推動企業倫理的信義文化
基金會觀察，經過長期以來的
耕耘，企業倫理教育已透過高
等教育紮下穩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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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桌遊
由「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信義文化基金會」和「優
樂地永續」攜手合作開發全台首創的「企業倫理桌遊」，讓倫
理價值觀、倫理思維、道德發展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能夠透
過教學與遊戲引發學生的興趣、討論與互動，當倫理能被內化
與實踐，我們就有機會讓下一代成為改變社會的正向力量，而
這也是開發企業倫理桌遊之初衷。

了解更多：
https://www.cbeea.org.tw/focus/321?fbclid=IwAR3JtbD9Kjjgp8d2Hw9PQDJp1Y5MBPc2MTtRJlBuo-fRqLD2U17Gg3O_Brs

效益
環境效益
鼓勵並增進學生參與在永續的議題與活動中。
深化了青年族群對企業倫理、環境教育各方面
的覺醒與支持。

社會效益
加強並融合倫理道德意識進入現有的商業管理
教育課程當中。
豐富國內企業倫理教育資源。
培訓國內企業倫理師資。
提升學生對企業倫理領域的關注。

企業效益
青年族群認同有良心的企業，也有意願加入並支持。
跨界合作擴散傳播影響力。

媒體效益 
因疫情改為線上之方式，參與人次增加。
影視拍攝方式有效提升學生對議題的興趣與認識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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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在地關懷

產出及影響力

成果

看見社會的需要並減少社會的不平等，促進夥伴合作與永續發展。

緣起
企業社會責任也是「看見社會的需求」，藉由企業的力量，群策群力將關懷傳遞給需要、或遭逢急難的人。成立於
����年的信義公益基金會，因看見台灣社會的結構性改變，回應社會高齡化與少子化的挑戰，以延長長者健康自主生
活、提高幸福感為目標。除了凝聚共識、提供資源，減少社會的不平等之外，更積極關注最新社會議題或迫切的公益
事項，串連志同道合的公益團體，採取必要的行動，讓公益的力量延伸，回應在地永續議題。

成立於����年的信義學堂，以知識為基石，提供民眾免費共學的場域，傳遞美好的價值與精神。 十年來已完成八百
多場講座，超過��萬人次的參與，從企業倫理、人文生活、環保意識、社區關懷、居住空間、幸福家庭，六大系列不
同主題講座，每場學習、互動與交流，都是促進環境、社會、與社區生活更美好的過程，也逐漸成為具有影響力的社
會學習品牌。

信義學堂
 
����年共舉辦４場講座共參與���人參與，後因疫情關係則取消所有
實體講座辦理。

����年開始調整講座分享模式，歡迎持續關心的朋友線上觀看，也分
享給更多的社會大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oA_KVutrs&t=4357s

主軸三

社區被觸及獲益
200 個

受惠紅鼻子醫生計畫
6,200 人次

團體參與
跨世代共學

19 個

線上論壇舉辦
首場

90 個
共好行動方案

募集

累計學童
獲得獎學金

5,427位

信義公益基金會 信義學堂

https://www.sinyischool.org.tw/index.phphttps://www.sinyicharity.org.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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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友善共好計畫
·  ����個創意點子募集，��個點子獲獎
·  ��個共好行動，��個獲獎
·  ��個單位參與跨世代共學坊，受益��名學員

偏鄉長者關懷

透過信義公益基金會，自����年起從推廣樂齡生活創新自主的觀念，賦予樂齡族群自帶能力、自己圓夢，並促成跨世
代共好，讓整體社會持續保有活力與發展的動能。「共好計畫」帶動青銀共創，跨群體合作的共好新模式，自����年
來累計�,���個創意點子，活躍老化議題擴散���,���人次，帶動�,���志工參與人次。

����年起率先與金曲歌王謝銘祐與麵包車樂團合作，開
啟第一場全台首創為長輩而唱的戶外大型音樂會，此後
每年持續推動，理念也獲得各界接力響應，影響力逐漸
擴散出去，三年來累積��場遍及全台偏鄉。

「樂齡圓夢計畫」自����年起聯手台中
國家歌劇院以藝術服務偏鄉長者，已有
���位長輩參與國際級的藝術體驗活動。

集點子大賽

每一個點子都代表著社會大眾對高齡者
議題的關懷，����年「集點子大賽」募
集�,���個高齡好點子，較去年成長近
一倍；遴選出首獎一名、幸福獎、夢想
獎各五名、佳作獎十名；及網路人氣票
選前三名，總計二十四名的獲獎點子。

共好行動徵選

年度獲選好點子，提出具體的行動
計畫書，再參加提案工作坊與專業
評審團完整表達計畫的內容與執行
步驟，以爭取計畫執行經費。經由
「可執行」、「創新」、「影響
力」三面向評選的獲獎團隊，在下
一年度按計畫執行方案，並透過期
中觀摩見學，由評審委員與團隊就
執行的實況進行交流及回饋，或適
時調整執行的方式，以求計畫具體
落實並達到最高效益。 

成果發表

「共好計畫」五年累積近��個實踐活躍老
化的案例，����年舉辦「銀領風潮日」特
邀長輩站台把他們的生活新典範介紹給大
家，引領民眾體驗銀色人生的不同風貌。
今年參與「共好行動徵選」實踐提案的青
世代、銀世代比例雙雙提高，��歲以上親
自提案人數更打破記錄。

「銀領風潮日～共好計畫成果展暨頒獎典
禮」，請來阿公阿嬤和社區夥伴以勁歌熱
舞、祖孫樂團演奏以及銀髮時尚走秀表
演，搭配現場傳統手作、藝術創齡、VR科
技導入樂齡生活等多項體驗活動，展現銀
髮人生的百種樣貌。

https://www.sinyicharity.org.tw/view/vote_history_
award.aspx?NOId=22

https://www.sinyicharity.org.tw/view/goldenager_
activity.aspx?y=2020

https://www.sinyicharity.org.tw/view/news_detail/
news_detail.aspx?NS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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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鼻子醫生計畫
·  共計�,���人次受惠(含疫情期間視訊服務)
·  ���位病童參與歡樂手作坊
·  兩場親子工作坊

信義公益基金會不只關注高齡長者，也關懷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自����年起支持「紅鼻子醫生」計劃，希望藉由臺大兒童
醫院的專業，以及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小丑魔力，帶給長期
與疾病對抗的小朋友和家屬力量，幫助他們重拾陽光般的笑
容！同時也為默默付出的醫護人員打氣加油。

紅鼻子醫生計畫累計��,���場次的表演，帶給��,���個家庭、
��,���人歡樂。

環境綠色行動
·  年度栽種���棵樹苗
·  ��人參與栽種活動

獎助關懷與急難救助
·  信義房屋獎助信義鄉學子���名獎學金，連續��年。

·  信義公益基金會審核發放急難救助案件共��件。

·  信義慢壘聯盟與愛心廠商新太陽運動用品共同募集經費，為大同棒球隊全隊師
生提供嶄新球衣，為偏鄉基層棒球挹注資源，讓孩子能夠留在自己家鄉努力。

信義積極傳遞環保永續價值，藉由分店發展社區環保綠色服務，舉辦社區環
境講座，共同擴散在地綠色行動。

而信義公益基金會林信和董事長感念父親愛樹愛人精神，於����年無償提供
約���坪土地，在新營區姑爺里成立「紅蟳先生紀念公園」~ 希望打造友善、
永續的環境，造福故鄉，為社區樂齡營造據點。

����年他再無償提供六分地打造「紅蟳先生紀念樹園」，邀地方各界人士種
植五百株樹苗，希望為故鄉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朝低碳永續綠色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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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直播論壇

面臨疫情肆虐，我們發現，「防疫」與「生活」不是
選擇題，是必填的問答題－－而答案就在社區，我們
生活的家園。
信義公益基金會因應疫情發展超前佈屬，邀請小鎮醫
生陳錦煌、地方公衛專家葉彥伯、社區大家長方荷
生、遠距互動科技新創黃治綱跨領域對談，與大家一
起建立有自主防疫能力與韌性的社區，讓社區長者安
心啟動健康慢老新生活！創造���的觀看人次。

線上論壇完整看：https://youtu.be/qRdz6oCXSms

防疫三部曲，為鄰里服務

因應Covid-��作為

贊助銀享全球線上講座

效益
環境效益
信義將環保永續價值積極向外傳遞，舉辦社區環境講座，
串連各界齊心協力發揮環保精神，擴散綠色行動與在地共
好精神。
種樹減碳行動以因應全球氣候危機。
共同維護環境清潔努力防疫，促進民眾健康與福祉。

經濟效益
透過信義至善獎助學金��年累計贊助�,���位學童。
減輕青壯年負擔、活化高齡人力，帶動經濟正向循環。

社會效益 
提倡對兒童友善的醫療，將歡樂帶給病童，協助減輕
照顧者與患者家屬的壓力。
提升高齡者身心健康、增進生活福祉。
協助減輕照顧者與患者家屬的壓力，改善台灣弱勢族
群生活的品質。
催生城鄉社區永續照顧系統，實踐高齡者在地安老。
推動世代共好，跨族群文化交流，促進大眾對於友善
高齡的共識。
減少社會族群間的不平等並促進社會共融。

二部曲 

提供防疫相關服務的廠商名單，
例如政府立案的清潔消毒公司。
分店同仁會主動挽起袖子，協助
社區進行環境消毒及清潔整理。

三部曲 

在疫情逐漸緩和後，推動社區的
大健康活動。例如肥皂公仔DIY

活動，鼓勵小朋友勤洗手， 
預防病毒感染。

首部曲

提供社區防疫的相關物資和訊
息。信義房屋的店面遍布全台，
疫情剛開始時，即刻提供社區防
疫用品，例如酒精噴霧瓶、抗菌

濕巾、抹布等，也製作防疫文
宣，宣導正確的防疫步驟。

245
人次觀看

13



促進不動產產業發展

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

產出及影響力

成果

信義房屋身為產業龍頭，樂意向大眾分享不動產專業知識，相信專業知識愈
普及，愈能與社會大眾共同促進合理、安全、有效率之產業環境與發展。  

緣起
為增進不動產經營產業之專業與發展，提昇社會的居住生活品質，信義房屋贊助於����年�月�日成立【政治大學商學
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盼能培育不動產經營管理專業人才，推動不動產從業人員終身學習；並結合科技與人
文，從事不動產經營管理的前瞻性研究，作為政策制訂之參考；以期建立不動產經營管理的專業地位，進而提升社會
的空間創意與居住生活品質。

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年出版第��冊年鑑。透過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鑒》，我們提供了臺
灣房地產市場一份客觀嚴謹的記錄，做為業界、學術界和政府機構在不動產產
業趨勢和變化的重要參考。
贈與��所不動產相關學系所屬大學、圖書館，幫助查閱與研究所需使用。
逐季發布「全台主要都會區房價指數」，提供客觀指標了解真實房價走勢，是
民間唯一長期時間序列的二手市場交易指數資訊，並受產官學界廣泛採用。
信義首創「大台北都會區房價月指數」，幫助關注者即時瞭解最新的不動產趨
勢、並反映季指數的變化。
發佈信義不動產評論，包括總體經濟指標、房地產產業指標、住宅市場分析、
房地產市場動向及新-聞提要等，供客戶與產官學界應用。

https://www.ncscre.nccu.edu.tw/node/70

主軸四

學生參與獲益
900  名

+

年鑑出版
25  冊th

學生參與
企業參訪或實習

200 名
+

37場
社區房產

專業講座舉辦

年鑑贈與
大專院校機構

90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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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
·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第一次採用YouTube 
    線上直播方式，於 ����/�/��舉辦「台灣空屋數據探討與運用」。
    七月因疫情趨緩，則舉辦實體「人口與家庭變遷下的住宅市場」研
    討會，總計���人參與。

·  危老重建推動迄今已三年，呼應趨勢於����年��月舉辦「老屋為誰
    重建-選擇都更或危老?」演講，分享實務與觀察。

·  「台灣REITs市場之發行架構與實務」講座，超過���位民眾參與。
·  我們深入社區以核心技能提供居民更好的服務與產業知識分享，舉
    辦房產專業講座。����年社區房產專業講座共舉辦��場，總參與
    人數為���人。

效益
環境效益
透過整合研究資源，促進不動產業界的研究成果。
推廣產業的學習環境及趨勢發展。
重塑不動產業於提供適當、安全、合理的居住環境。
 
社會效益
透過業界師資合作，我們縮短業界和學界的距離。
透過資訊蒐集、累積、紀錄與分享，深化產學業界的研
究成果。
透過企業參訪，學生對產業及其發展有更廣泛的瞭解。

經濟效益 
整合贊助資源提供弱勢學生經濟上的支持。
透過實習方案，學生們不僅獲得工作經驗，也獲得產
業相關技能，為進入職場提前準備。

企業效益
提升企業形象。透過知識分享與溝通，我們提升了企
業形象、利害關係人福祉。
提升員工專業。透過多元合作，同仁分享專業，漸進
式的提升了專業度。

產學合作
·  我們透過產學合作，培育年輕學子提早瞭解並投入相
    關領域並給予獎助。與各校系合作規劃實習計畫、設
    計不動產課程，提供業界講師、企業參訪等，整合研
    究資源，提升產學研發能力，亦促進不動產業學術與
    技術發展。

·  ����年度開設給校園學生實習合作專案共���名額。

����信義逢甲創業黑客松計畫

為協助大專生提升就業力，拉近學術與實務
的距離，信義房屋與逢甲大學商學院合作，
讓逢甲科技學院與商學院學生進行跨域合作
，並有業師從旁協助指導。跨域組隊可提早
培養學生跨部門溝通能力，並藉由實際解題
、競賽形式，讓學生提早接觸業界，用在學
能力，嘗試解決產業實際問題，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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