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目錄

社區營造
社區一家

信義志工

參與災後重建

6

6

7

7

企業倫理推動
信義學堂

信義書院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推動倫理教育的領導性

10

11

12

13

13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政策溝通

信義房價指數及信義不動產評論

產學合作

 14

14

15

16

 16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社會公益基金會

 18

18

序章
社會參與

信義社會參與專案地理分佈

投入與產出

2018年績效亮點

回應SDGs

1

2

   3

4

5



回應社會需求的同時達成企業目標
為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同時達成「創造更美好的社會」之企業目標，我們策略性選擇能發揮影像
力並與理念相同夥伴合作創造共好的社會倡議，且在地方與全國都推出相應的社會專案。
信義長期關注社會脈動，回應當前社會最關切的議題，運用信義媒合資源與供需的核心能力，推出長期的社會
公益專案回應社會的需求。例如：在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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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社造的計畫，希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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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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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供平等受教的機會回應社
會的需求；而後回應「小確性」，我們於總部大樓外，設置了幾米月亮公車裝置藝術；於2012年，當年的金融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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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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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參與

策略性社會投入
信義的社會參與各項專案皆依循著社會參與永續原則「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而開展。信義不僅是
信義人的名字，也是信義人奉行不渝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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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將「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我們相信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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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目標

永續原則

四大主軸

核心理念

傳遞

以人為本

社區營造

社會公益回饋與
捐助

企業倫理推動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透過夥伴關係和發揮影響力

我們以四大主軸：「社區營造」、「企業
倫理推動」、「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整合內外部資
源投入，推出社會專案，期能打造更美
好的社會，這些專案涵蓋下列議題：高
齡化、人文教育、多元族群、社會關懷、
產業發展、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社區
治安、社福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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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社會參與
專案地理分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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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化
- 人文教育
- 多元族群
- 社會關懷
- 產業發展
- 環境景觀
- 環保生態
- 社區治安
- 社福醫療 

0.4%

1.1%

11.1%

9.9%

14.9%

9.2%

26.7%

14.1% 12.6%



資源與人力的投入
2018年信義房屋投入社會參與的總計貢獻為87,923,123元（含管理成本），佔信義房屋營業利益6.64%。下圖表顯示
了我們在金額以及信義同仁的人力/時間在四大項目上的投入:社區營造、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企業倫理推動、及社
會公益與捐助。

下表呈現四大項目內各自獲得之資源與人力投入之細節:

為了持續且有效管理社會參與的資源投入與產出，2019年我們持續使用 LBG (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 指
引的系統化分析，並通過LBG查證。藉由評估量化的社會投入與產出效益，希望能有助於未來社會參與的資源分配效
率提升及計畫規劃持續發展。

投入與產出

 1 包含放棄收入(revenue foregone) 總計  364,000元

單位: 百萬台幣 

財務: 贊助全民社造、信義志工、社區服務活動經費
人力: 投入信義志工、全民社造、社區服務活動人員

26.35

社區營造

財務: 贊助產業工會、產業研討會、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出版台灣地區不動產年鑑、信義房價指數、與各
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合作交流、實習、獎學金計畫等。

14.91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財務: 贊助政大信義書院、信義學堂、各式產學合作發展、教學研究計畫。
人力: 信義學堂人員
物力: 信義學堂場地、設備

14.00

企業倫理推動

財務: 月亮公車裝置藝術、社會公益相關贊助與捐贈 22.80

社會公益與捐助

社會發展相關計畫的投入、公關、媒體溝通費用、營運費用等。 9.84

管理費

現金(元)

人力(小時)

人力價值(小時/元)

總額(元)

23,429,678

9571

2,921,584

26,351,262 

社區營造 企業倫理推動

13,502,217

443.5

137,660

14,003,877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14,907,432

48

11,952

14,919,384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22,804,616

0

0

22,804,6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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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績效亮點 

社區營造

全民社造提案累積覆蓋率��.�%: 涵蓋全台
��� 鄉鎮

至����年已累計�,���件提案，共嘉惠�,���
個社區

大專院校提案率��.�%，���所大專院校中已
累計有��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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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執行��場次信義志工服務，共�,���人
次參與並提供��,���小時服務

自����年起，總計已累計��,���人次、
���,���小時的志工服務，持續長期回饋社區。

����年，舉辦「攝區好印象」活動，為社區帶來
另一股凝聚的力量。

企業倫理推動

����年信義學堂提供�� 免費講座

����年共��,��� 人次參與信義學堂

信義學堂累積歷年累計辦理���場免費講座，參
與聽眾已近��萬人次。

���名學生參與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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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令營及冬令營教師
們已累積發表���篇教學個案、���輯教學示範
帶及��場教學經驗交流研討會。

信義書院協助政大商學院����年起將碩博士企
業倫理必修課從�學分調整至�學分，提升課程
資源與深度。

信義書院補助國內學者撰寫企業倫理相關論文
與個案，����年共補助�篇個案及�件科技部計
畫。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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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創「大台北都會區房價月指數」，讓各界掌握更
即時的房價動向，做為季指數的輔助解釋工具

與�所校系進行產學合作，提升產學研發能力，
亦促進不動產業學術與技術發展

��學生參與實習專案

��� 學生參與企業參訪

辦理�場熱門議題研討會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以房養老-
高齡安養財務規劃」及「面對極端氣候如何打造「
不怕淹」的居住環境」政策研討會，各有���人、
���人參加。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年累計贊助�,���位學童
「共好計畫」青銀共創，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式，

累計�,���� 個創意點子

共好計畫向關注高齡者與新住民議題的大眾徵
求創意構想及行動方案，
挹注獎勵金助��項方案具體落實。

在台南菁寮、姑爺社區舉辦戶外大型「恁的演唱
會」，每場吸引數百位長者來到老街、廟埕前一
起聆聽金曲，彷彿穿越時空

與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合作，於台大兒童醫院
推動兒童友善醫療，兩人一組、每週兩次即興演
出，合作推動兒童友善醫療，使病童與家屬重拾
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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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自信義房屋創立30多年以來，秉持著創辦人周俊吉先生「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致力於提供客戶可以信賴
的產品及服務。透過「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模式，在面對環境、經濟、社會面的議題及影響下，我們持續的在生活的各
個層面注入影響力。我們透過不同的專案來達成永續社會以及改善生活品質的目標。

以下我們將詳細的說明在四大項目: 社區營造、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企業倫理推動、及社會公益與捐助各項之內的
活動與資源的投入。

重點說明:
我們的承諾  呈現信義對該議題的立場。
源起  提供發想起點、時間表、以及投入的資金。
背景  提供議題的背景、以及為何信義房屋投入的原因。
夥伴  合作執行或出資的夥伴。
方案  執行的活動以及執行方式。
成果  呈現方案成果以及達成的數據目標。
效益  呈現個人、組織、或公司在短期或長期下的改變，包括環境面、商業和社區影響方面。

我們也提供網站連結，提供更詳盡的資訊給您。

社區營造
透過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以維繫緊密的關係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完善不動產產業的發展

企業倫理推動
深耕企業倫理並推廣終身學習

社會公益與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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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社區一家
社區培力計畫

社區一家 (社區培力計畫)

信義志工

急難救助

/    讓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以維繫緊密的關係。

我們的承諾
我們希望透過長期的支持社區營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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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信義成立了獨立評審團來當社區提案的評審，自各領域邀
請了30位專家，包括社區發展、文化傳承、人才培育、環境永
續、社會創新、非營利組織管理等。
我們透過工作坊建立了一個學習平台，專家和社區合作來
瞭解其需求、計畫、並衡量可帶來的價值和影響力。
我們希望社區能夠有彈性的運用贊助經費，因此沒有採取
核銷機制，這也是我們計畫最特出於其他類似計畫的亮點
之一。

成果
在超過10年的推動之後，我們已看到社會上有些許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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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879件提案，由評審團遴選出
219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118件贏得最佳楷模獎，100

件贏得社區種子獎。
累計至2018年共收到9,678件提案，遍及四大主題: 多元族
群、產業發展、社會關懷、青年參與；遍及全台98.9%鄉鎮市
區及52.8%大專院校參與。總計有2,179件通過審查獲得獎
助。

搜尋更多...

           《生態友善農法》

源起
社區一家計畫是自2004年持續至今，為國內單一企

業支持最久、規模最大的社造行動。

背景
  議題

2004年四月的總統大選結束後，台灣社會瀰漫這一

股混亂不安，鄰里社區之間被分化、撕裂。

  成果

透過此計畫，我們在社區培力計畫當中注入了我們

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生態來消彌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夥伴
星野燎原工作室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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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更多...

搜尋更多...

信義志工
透過志工服務，我們將方案融入日常。我們邀請同仁透

過我們的核心優勢來提供有需要的地方社區服務一起

參與在繁榮社會的事上有份。

災難救助
當有重大災難發生時，全民社造行動計畫也成為協助

社區的重要支柱，因台灣為亞熱帶島嶼，位處菲律賓海

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交界，地震與颱風為常見的天

然災害，而後引發的水災、土石流，常造成居民生命財

產上的損害，甚至流離失所，失去生命。

信義房屋與同仁經常給與我們在當地有受災的居民援

助。透過社區一家計畫，社區可以交換見解、獲得獨立

評審實際的指導，來擬定長期復原計畫。有些社區獲得

經費支援重建硬體，有些透過信義志工的陪伴，協助重

建社區。

方案與成果
每月會針對有服務需求的社區舉辦至少二次志工活動，

通常只要一發布招募活動通知，即迅速額滿。

2018年共執行28場次信義志工服務，1,835人次，13,452

小時。自2007年起，總計已累計19,915人次、147,960小

時的志工服務，並且我們會持續長期回饋社區。

���震災後恢復
位於南投縣的中寮鄉，���地震後許多年輕人不得
不出走謀生，將老人與孩童留下。透過我們的計畫，
當地的龍眼林協會可以運用經費提供長者餐食時
訪視。信義志工每年也有提供長者陪伴服務。源起

信義志工服務始於����年，每位信義同人可享有

一年一天的有薪志工假。

滾滾長江東逝水

           《社區彩繪》

           《信義志工陪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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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環境效益 
自����年以來，統計十四年社區提案活動，累計投入

超過新台幣�億元社造經費，全台共有�,���件提案，

其中�,���個單位順利獲得圓夢基金，而其中綠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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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效益
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團結: 

80%的參與者在表示願意參與社區營造相關的志工活動

透過工作坊提升社區居民提案能力: 

79%的參與者同意透過工作坊能獲得更深度的資訊交
流， 91.2% 的參與者滿意工作坊的流程安排

教育:

95%的參與者認為評審老師先提供建議，再由參與者分
享及補充的模式，有助於他們在提案前相關問題的思考
95%的參與者同意社區一家官網的資訊有助於專案了解
以及提供有用的社造知識

提供合作的機會:

4成的個人提案會在參與社區一家計畫後，主動尋找夥
伴成立組織，以擴展計畫的能量

青年返鄉帶動家鄉發展:

很多在都市求學的青年返鄉，帶著文化保存、產業發展、
環境保育與人文關懷等創意的想法促進地方創生

促進其他利害相關人加入社會參與: 

我們投入社區營造的行動獲得供應商共鳴，使他們自發
性的發起公益活動，提供需要的社區專業的協助

社造參與年輕化: 

2017年起擴增一組「國小師生組」，進一步將社造理念與
能量向下扎根，透過小學師生的素人創意，為社造注入
新血

這次非常感謝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給

我們中一區這個機會，讓我們能為社區盡

一份心力。永續發展協會致力於長者、社

區弱勢與外配媽媽的服務，這幾年也為了

照護長者，建立了許多照護中心，這份努

力讓我們著實感動。我們也會秉持著信義

手心向下、回饋社會的精神，一起為四月

份的嘉年華活動盡一份力。

~中一區 廖慶洲 協理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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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亮點-「攝區好印象」活動 》

企業效益

達成「創造更美好的社會」的企業目標：
超過85%的參與者認為住在有社造的社區是最幸福的

提升企業形象： 
超過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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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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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營運的提升：
上海建案「信義嘉庭」是第一個將社區營造概念融入建
案規劃中，並獲得市場很好的迴響

國內影響力：
信義房屋以「社區一家」計畫十三年在地耕耘，榮獲第
九屆總統文化獎「在地希望獎」類別殊榮，成為第一個
獲得總統文化獎肯定之民間企業

國際影響力：
與清華大學成立 “清華-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成為
兩岸合作第一個社區營造平台

媒體效益：
公共電視團隊親自走訪、精心拍攝紀錄片『信義房屋:地
•方』，紀錄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豐富的社區故事，將
社區一家善的影響力擴散到全台灣。

強化同仁個人能力與職涯發展潛力：
推動「信義志工活動」，使參與活動的同仁深切感受「手
心向下」服務精神，進而展現在客戶服務作為中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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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企業倫理 /    深耕企業倫理，提倡終身學習

我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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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深感社會倫理教育之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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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房屋
人才道德培育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企業倫理辦公室
倫理長

信義書院
透過高等教育培育未來經理人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培育師資並累積相關文獻資源

信義文化基金會 
提倡企業倫理教育與文化

信義學堂
透過社會教育來提升全民素養

企業倫理教育 有品格的社會

增加消費者倫理消費的行為

提升消費者倫理素養

信義學堂

信義書院(位於政大)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贊助倫理教育相關並領袖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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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課程》           《信義學堂》

信義學堂
為擴大影響力，信義學堂廣邀社會大眾一起來學習，期透過社會教育來達到「終身學習並分

享社會的美好」之目標。 

成果
在����年，信義學堂提供了��場免費課程，共計��,���人

次參與，平均每場次約���人。創立迄今共有���場講座，

���,���人次參與。

效益 

講座
我們和理念相同的外部夥伴合作，共同創造出永續學習

的旅程。每星期我們與廣大受眾互動，推廣企業倫理、人

文生活、環境關懷、社區關懷、居住空間、以及幸福家庭等

課程

源起
自����年四月起，信義學堂開啟了通往知識的大門，

邀請所有求知若渴的學生參與。

背景
  議題

當紛擾對立的氣氛成為台灣社會迫切的議題時，信

義學堂開啟了通往知識的大門，並邀請求知若渴的

學生們參與。透過提供平等的學習教育機會來根除

此問題。

夥伴
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信義文

化基金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中華民國不動

產協進會、五南文化事業機構、台灣野望、愛生活、

皇冠出版社、漂亮家居等等。
提升大眾對企業倫理、環境關懷、社區關懷、居住空間

的關注。

透過改善公民社會的文化認知並增進了社會安定。

強化社會教育，並投資於未來的社會正義需求。

提供知識交流與合作機會的平台。

透過交流以及感動故事，信義學堂傳遞了許多被忽略

的倫理價值。

信義學堂逐漸成為具社區教育影響立的品牌。

了解更多...

提倡企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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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書院 方案
教育
信義書院協助政大商學院規畫特別的倫理教育課程，包括校
園倫理、企業倫理，並將這些課程列為大學、碩士、博士包括
EMBA學生的必修課，將企業倫理和永續的觀念教育這些未
來的領袖們。我們也提供獎學金鼓勵學生參與在社會工作和
慈善活動中。

研究
我們協助國內學者們撰寫和企業倫理相關的研究論文、案例
研討，有系統性的精進研究品質。同時也提供教師們出國短期
密集進修，舉辦教學研討會，分享切磋教學方法，強化高等教
育在企業倫理這方面的教學與資源。

推廣的力量
與國際校系進行企業倫理交流，並和企業合作辦理論壇講座、
實習專案、參訪及職涯活動，全面提升對企業倫理之重視。

成果
在2018年，信義學堂提供了89場免費課程，共計15,410人次
參 與，平 均 每 場 次 約2 0 0 人。創 立 迄 今 共 有7 0 2 場 講 座，
110,000人次參與。

           《？？？？？？？？？？？》

           《學生志工活動》

源起
信義房屋於２０１２年與政大商學院共同創設以「企

業倫理」為中心思想的「信義書院」，藉由紮根於企業

倫理的教育、研究、推廣，培育未來企業人才。

背景
  議題

在����年，台灣社會因食安問題經歷了社會不安，人

們開始注意到企業倫理的議題。企業倫理和公司治

理與企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將倫理道德意識融入於

現在的企業管理教育當中是勢在必行的。

夥伴
政大商學院

效益

提升大眾對企業倫理、環境關懷、社區關懷、居住空間的
關注。
透過改善公民社會的文化認知並增進了社會安定。
強化社會教育，並投資於未來的社會正義需求。
提供知識交流與合作機會的平台。
透過交流以及感動故事，信義學堂傳遞了許多被忽略的
倫理價值。
信義學堂逐漸成為具社區教育影響立的品牌。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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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對倫理教育的領導地位及貢獻

透過定期的媒體專欄分享，我們的創辦人周先

生，也展示了他對推廣暨執行永續的承諾。

2016年，他集結了124篇專欄文章成冊，並於

1996年與劍橋大學合作成立了中華信義講座教

授，致力於提倡企業倫理教育。2018年更進一

步與中國科大合作成立了中國科技大學信義學

院。因為相信企業倫理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他的贊助支持了將企業倫理深植於青年企業家

心中。在2019年，周先生在政大贊助成立了”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希望台灣能在國際漢學

領域上成為領頭的角色，成為世界重心之一。

源起
透過實施、培育、累積”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畫”，信

義於����年成立了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來推

廣第一手的企業倫理教育。

夥伴
國立高雄大學

效益

喚醒大眾對企業倫理的關注

創造了教師們交流的平台

培育教師們企業倫理知識

強化學校內學生們對倫理的概念

提升研究的品質

方案
每年舉辦全國企業倫理教師冬、夏令營，以教學相長方
式激發企業倫理課程教學創新。我們每年另外贊助企業
倫理教育研討會來推廣老師們累積的寶貴經驗和努力。
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年與
高雄大學合辦「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
賽」，藉由賽前工作坊與微電影拍攝，使學生理解企業倫
理觀念與實務，落實倫理紮根。

           《全國企業倫理教師夏令營》

成果
2018年，夏令營及冬令營參與教師共72人。教師們
參與累計已有129個教育案例、263場示範教學、24

場經驗分享座談會。

731名學生參加了第八屆的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
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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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我們的承諾
近年來隨著高房價的議題，房價登錄系統的價差也引起社會不少關注。我們會持續注意產業重大議題的發展，並保持

與商業界、學界、以及政府單位的合作以振興產業的發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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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
們成立了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就
成為我們合作編寫和出版年鑑的夥伴。信義房屋將二
十年來收集的資料授權給政大研究中心，用於規劃、提
供更多聯合資源給有興趣研究台灣不動產市場的人士
參考。

成果
在2018年我們出版了第23輯年鑑，邀請產官學界的
專家們，針對該產業最新的發展提供見解

捐贈年鑑給不動產科系相關的各級學校、圖書館，以
促進對該產業發展的貢獻。

《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政策溝通

信義房價指數及信義不動產評論

產學合作

源起
自1996年起，行義文化出版社每年出版台灣地區房

地產年鑑，並在2000年八月與政大合作成立不動產

研究中心，累積已投入超過$TWD 1,000,000元。

夥伴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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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政策研討
參與內政部辦理之縣市不動產資訊平台專案審核及社
會住宅政策討論，反映產業課題，提供政府相關專案及
政策規劃調整方向建議。

產業相關議題座談會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以房養老-高齡安
養財務規劃」及「面對極端氣候如何打造「不怕淹」的居
住環境」政策研討會。

成果

兩場產業相關議題座談會各有���人、���人參加。兩
主題皆為����年備受關注的不動產熱門議題或重要
政策，會議中促進產官學界溝通交流，並將重點摘要
與建議收錄於年鑑內。

為了保護城市景觀和消費者的購買權，我們協助客
戶與市政府進行溝通安全、完善的廣告原則，從而大
大減少了罰款且增進了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政策溝通

業界代表
信義參與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並擔任重
要職務，代表產業提供專業建議、爭取權益。

任公會申訴案件審議委員會輔導常務：
審理不動產買賣租賃相關糾紛，協助市府調解各類型
消費爭議案件。

任全聯會法規委員會委員與北市公會法規會副主委：
協助經紀業研討服務報酬計收方式，並代表產業向立
委及行政院爭取相關權益。並和內政部研商，更新經
紀業各類服務制度內容，與服務新措施設計。

代表全聯會與法務部開會，就洗錢防制法對業界的適
用方式與範圍，進行協商與確認。

代表公會參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法會前會。

《產業議題研討會》

《產業議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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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價指數和
信義不動產評論

產學合作

PARTNERS

KEY FACTS

方案
信義房屋逐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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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也發不信義不動產評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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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信義房屋持續與各校系進行產學合作，規劃實習計畫、
共同設計不動產課程，提供業界講師、企業參訪等資源。

企業參訪
透過企業簡介、實地參觀不動產從業人員每日的工作狀
況，讓學生更深入的瞭解此行業。

不動產業課程
提供合作的學校不動產經紀人證照課程，提供有興趣的
學生補助款，並提供課程前三名學生獎學金。

實習
藉由實習專案，使學生獲得理論與實務的經驗，更廣泛
認識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源起

信義房屋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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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間唯一長期時

間序列的二手市場交易指數資訊。

����年起信義首創「大台北都會區房價月指數」。

信義在此累積投入了超過$TWD �,���,���元。

背景

因����年金融海嘯後都會區房價波動快速且劇烈，

信義首創「大台北都會區房價月指數」。

源起

自2018年起，信義共投入了$TWD9,735,032元。

夥伴

雲科大、松山家商、中國科大、中央大學、崑山科大、德

明科大、政大、逢甲大學、文化大學、屏東大學等等。

《企業參訪》

16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2018年共計有1460名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與雲科大、松山家商一起合作設計、執行了不動產
相關課程。

與四所大學合作(中科大、中央大學、崑山科大、德
明科大)，我們提供了全職實習的機會鼓勵潛在的
不動產經紀人。

與逢甲大學、屏東大學、文化大學合作，我們提供業
界的講師教課，也提供實習機會。

效益
對不動產業界與對社會的效益

透過有效整合研究資源，我們精進了不動產業的研究
成果。

推廣該產業的學習及新技術的發展。

透過政策溝通，我們促進了居住正義和產業發展，降
低不公平。

重塑不動產業的發展，致力於提供適當、安全、合理的
居住與基本服務。

對企業的效益
提升企業形象: 透過政策溝通，我們改善了企業形象、
利害關係人福祉。

提升專業: 透過產學合作，我們同仁分享專業給學生，
進而提升了專業度。

對學校的效益
透過業界師資的合作，我們可以縮短業界和學界的距離。

整合贊助資源提供弱勢學生經濟上的支持。

我們透過分享蒐集到的資料來促進業界的研究成果。

對學生的效益
透過企業參訪，學生對產業及其發展有了更廣泛的瞭解。

透過業界學界師資合作，學生可獲得理論與實務方面
的經驗。

獎學金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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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得要在
這產業成功的技能和觀念，為進入職場提前準備，贏得
競爭力。 

《助學金計畫》

《不動產課程》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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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公益基金會

我們的承諾
因應社會的結構性變遷，信義積極提供弱勢者協助，關懷政府照顧不到的角落，減輕政府、社會及家庭失能照顧的

負擔。

方案
新住民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方案:  提供短暫紓困的補助費用，降低因家庭
       變故而造成之經濟壓力。

立賢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提供獎助學金給隔代教養或單親新住民家
       庭的高中職學生。

偏鄉學生以及罕病兒童
      紅鼻子醫生計畫:  與紅鼻子小丑協會合作，於台大兒童醫院推動兒

      童友善醫療，兩人一組、每週兩次即興演出，使病童與家屬重拾歡笑。

信義慈善獎學金:  幫助1999年地震災害在南投信義鄉的受災學童，
       提供優秀學生自小學到中學獎學金。 

銀髮族
共好行動：  我們向關注高齡者與新住民議題的大眾，徵求創意構想

       及行動方案，來面對相關的議題並與以資金贊助。

老年憂鬱防治計畫:  與董氏基金會合作，我們舉辦了一系列關於老
       年憂鬱防治的研討、憂鬱檢測、專家專欄以倡導老年憂鬱防治議題。

建立綠化社區:  與嘉義大學園藝系合作，在台南新營區姑爺鄉活化
       閒置土地，闢建「紅蟳先生紀念公園」成為長輩活動新據點的示範，       
       藉以打造高齡友善、低碳永續社區。

源起
因應社會的結構性變遷，信義公益基金會
成立於2015年，以提供新住民、銀髮族、
偏鄉學童、罕病兒童等弱勢族群長期關懷
扶持與必要協助。

夥伴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台大兒醫，董氏基

金會，嘉義大學園藝系

背景
銀髮族的人數逐年攀升，台灣也正式於
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因此衍生出新
的社會議題。

因為不同的語言跟文化，在台灣的新住
民有著適應不良的問題，影響到他們的
就業以及下一代的學習發展。

           《台南市綠化社區》

社會慈善與捐款 /    看見社會的需要並降低貧窮差距

信義公益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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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慈善與捐款

小丑醫生們是真心由衷關懷小朋友，謝

謝信義公益基金會給這項計畫長期承

諾，他們才能持續定時做下去。

對住院孩子真的有特別意義，因為在受

困於病房的日子裡，仍然有值得期待的

事情。

~台大呂立醫師成果
三年多以來,

     我們的租屋補助計畫幫助了240名新住民。

     累計有14,657人參與了共好計畫，蒐集了1,188個創
      意點子，支持了22件方案執行。

     獎助學金計畫累積幫助了 5,007名學生。

     累計5,408場次的表演，帶給16,000個家庭、 30,000人    

     歡樂。

效益

在社會中喚起對老年憂鬱防治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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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新住民能融入社會，也有助下一代在健康的環境
中成長。

提供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提倡居住正義。

改善台灣弱勢族群生活的品質。

           《偏鄉銀髮族音樂會》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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