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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什麼是永續發展目標（SDGs）？

2015年9月，世界各國在聯合國會議上通過了2030年

的17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在2016年1月1日正式

生效。

SDGs 是以解決貧困、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各種全球問

題為方向的目標，適用於所有國家，呼籲各國共同採

取行動，促進繁榮並保護地球。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世界？

你們是即將在2030年引領世界的一代。請和信義房屋

一起了解各種社會問題與永續發展目標之間的聯繫，

努力實踐SDGs，朝永續發展的未來前進吧！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生

可負擔能源 就業與
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
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與正義
制度

全球夥伴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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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貧窮
◆ 重點目標｜幫助消除貧困

從實現消除貧困開始，我們應該努力滿足基本需求。

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一個安全的家！

★了解國內外貧困的成因

★力所能及的分享、捐贈

★從薪水公平的企業購買產品

★負責任地儲蓄、借錢、投資

★要求合理薪水、機會均等
信義房屋分店舉辦捐二手
書活動，把不需要的書籍
分享給其他的小朋友

信義房屋與SDGs

信義房屋一直以來努力回應永續發展目標（SDGs），

這本小手冊描述了信義房屋對應SDGs各項目標的作法。

聯合國「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計畫」(the 

United Nations' 10YFP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Ed-

ucation programmes, UN 10YFP) 與永續顧問公司

Fu t e r r a共同發布了「美好生活目標」( t h e 

#GoodLifeGoals)，內容詳細描述與說明民眾的

日常行動是能夠對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帶來貢獻的。

The Good Life Goals https://www.goodlifegoals.org/

圖文

來源

為了達到「消除貧窮」，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想一想，要達到「幫助消除貧困」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https://www.goodlife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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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質
◆ 重點目標｜學習與教育

學習如何讀寫以及如何計算數學非常重要。

所有人都應該接受高品質的教育，讓他們能夠走向成功。

為了達到「教育品質」，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終身學習

★待人友善

★幫助兒童堅持學業

★支持教師，保持學校開放

★保衛每個人的受教育權

想一想，要達到「學習與教育」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的大哥哥大姊姊，
是社區的說故事高手！

健康與福祉
◆ 重點目標｜健康快樂

每個人都有權獲得藥物，能夠運動和維持身體健康;

無論你住在哪裡、你的年齡，或你擁有的財富。

為了達到「健康與福祉」，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了解並分享保持健康的方法

★勤洗手、常運動

★注意交通安全

★重視心理健康和幸福

★為家人接種疫苗，保護家人

   健康

想一想，要達到「健康快樂」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成立「幸福健
康管理中心」，守護員
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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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與衛生
◆ 重點目標｜節約用水

無論是在北方、南方、東方或西方的各國人民，

每個人都有使用清潔用水和衛生設施的權利。

為了達到「淨水與衛生」，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了解清潔水的重要性

★不將垃圾或有毒化學物品沖

   進下水道

★漏水不分大小，見到就報修並修好

★節約用水，珍惜水資源、避免浪費水

★保障人們使用清潔水和廁所的權利

想一想，要達到「節約用水」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隨手關水，
愛護水資源

性別平等
◆ 重點目標｜平等待人

所有男孩和女孩都應得到平等對待，並獲得相同的機會。

我們必須促進所有社區的平等，並制止基於性別的暴力。

為了達到「性別平等」，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學習並分享防止性別歧視的

   方法，懂得平等

★反對性別歧視的語言與行為

★尊重關愛家庭的人

★保衛婦女的生育權

★反對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

想一想，要達到「平等待人」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在信義房屋，不管男生
女生，都一樣是房地產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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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不平等
◆ 重點目標｜公平公正

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平等對待，

所有人都應該擁有最高質量的生活。

為了達到「減少不平等」，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保持開放的心胸，善於傾聽和學習

★支持意見領袖，減少不平等的狀況

★保護並接納弱勢群體，站出來為弱

   勢族群發聲

★從依法納稅、公平待人的企業

   購買產品

★保衛自身與他人的權利

想一想，要達到「公平公正」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盡力協助
弱勢群體

就業與經濟成長
◆ 重點目標｜有好工作

所有人都應該有一份良好安全的工作，

而經濟應該能夠正向成長。

為了達到「就業與經濟成長」，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學習家庭理財技能

★要求安全的工作環境

★確保所購買產品的生產過程中，

   沒有不公平的行為

★支持本地企業和提供員工平等

   機會的公司，購買他們的產品

★保衛每個人的工作權利

想一想，要達到「有好工作」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培養不動產
人才，提供良好的工
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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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消費與生產
◆ 重點目標｜更好地生活

我們必須對所使用的產品負責！

我們可以透過重複使用、減量和回收（3R）實現責任消費

為了達到「責任消費與生產」，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了解永續發展

★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落實資源回收

★重複使用、修理、回收、分享、借用

★減少食物浪費，善用剩菜剩飯

★要求企業尊重人與地球

想一想，要達到「更好地生活」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落實3R，
並提供有保障的服務

永續城市
◆ 重點目標｜愛護家園

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也會發展。

人們需要安全的建築物和舒適生活的地方。

為了達到「永續城市」，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了解並參與本地決策

★防備災害，應對突然發生的緊急狀況

★認識週邊的鄰居，歡迎新加入的居民

★保護當地社區

★要求安全優質的公共交通；騎腳

   踏車、步行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想一想，要達到「愛護家園」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志工努力為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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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夥伴
◆ 重點目標｜團結起來

所有國家，企業和人民必須共同努力，

使所有居民的世界變得更好。

為了達到「全球夥伴」，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了解17項永續發展目標與

   實踐方法，盡力落實與分享

★支持永續發展意見領袖

★融入並自願參加社區的大小事

★共同實現更美好的明天

想一想，要達到「團結起來」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努力讓家、
社區、世界變得更好！

氣候行動
◆ 重點目標｜採取氣候行動

氣候變化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溫暖和乾燥。

讓我們減少污染，以防止溫度升高。

為了達到「氣候行動」，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宣導綠色概念，建立永續

   發展意識

★了解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法

★綠色採購，使用節能設施

   設備

★發展低碳數位服務

★進行碳管理並通過查證

想一想，要達到「採取氣候行動」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的服務
申請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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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努力讓家、
社區、世界變得更好！

氣候行動
◆ 重點目標｜採取氣候行動

氣候變化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溫暖和乾燥。

讓我們減少污染，以防止溫度升高。

為了達到「氣候行動」，
信義房屋做了哪些事呢？

★宣導綠色概念，建立永續

   發展意識

★了解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法

★綠色採購，使用節能設施

   設備

★發展低碳數位服務

★進行碳管理並通過查證

想一想，要達到「採取氣候行動」

的目標，你也可以做哪些事呢？

信義房屋的服務
申請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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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連連看，信義房屋對應了哪些SDGs呢？

信義房屋做的事情 對應的永續發展目標

在信義房屋，不管男

生女生，都一樣是房

地產專家

隨手關水，愛護水資

源

信義房屋分店舉辦捐

二手書活動，把不需

要的書籍分享給其他

的小朋友

信義房屋的大哥哥大

姊姊，是社區的說故

事高手！

信義房屋成立「幸福

健康管理中心」，守

護員工的健康

信義房屋做的事情 對應的永續發展目標

連連看，信義房屋對應了哪些SDGs呢？

信義房屋培養不動產

人才，提供良好的工

作環境

信義房屋努力讓家、

社區、世界變得更好！

信義房屋的服務申請

碳標籤

信義志工努力為社區

服務

信義房屋落實3R，並

提供有保障的服務

信義房屋盡力協助弱

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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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完成SDGs吧！

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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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未來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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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世 界 的 1 7 項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INYI REALTY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