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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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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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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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確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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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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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目標

永續原則

四大主軸

核心理念

傳        遞

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社區營造 企業倫理推動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以人為本

透過夥伴關係和發揮影響力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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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社會參與專案地理分佈

人文教育 30.7%

環保生態 7.9%

產業發展 5.8%

社會關懷 6.6%

社福醫療 1.7%

多元族群 16.2%

環境景觀 7.9%

社區治安 0.4%

銀        髮 10.4%

災難援助 0.4%

志工服務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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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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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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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

澎湖 



55.10

社區營造

16.89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21.07

7.11

11.26

37,191,023

40,250

17,905,689

55,096,712

20,587,935

365.5

122,223

21,070,158  

16,872,664

48

14,760

16,887,424

7,106,679

0

0

7,106,67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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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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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與人力的投入

2019年信義房屋投入社會參與的總計貢獻為111,425,710元（含管理成本），佔信義房屋營業利益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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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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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元)

現金(元)

人力(小時)

人力價值
(小時/元)

下表呈現四大項目內各自獲得之資源與人力投入之細節：

財務：贊助全民社造、信義志工、社區服務活動經費、各項社區服務活動

人力：投入信義志工、全民社造、社區商耕活動、各項社區服務活動投入人力

單位：百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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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相關產學合作計畫、不動產專班計畫、企業參訪、實習生計畫、校園競賽計畫及獎學金經費

企業倫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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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益與捐助

財務：月亮公車裝置藝術、社會公益相關贊助與捐贈、樂齡專案、照顧弱勢兒童相關專案等經費贊助

管理成本

社會發展相關計畫的投入、公關、媒體溝通費用、營運費用等。

1 包含放棄收入(revenue foregone) 總計 2,160,000元



2019年績效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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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全民社造提案累積覆蓋率98.9%：涵蓋全台364

鄉鎮

至2019年已累計10,661件提案，共嘉惠2,376

個社區

大專院校提案涵蓋率55.9%，161所大專院校中

已累計有90所提案  

2019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983件提案，由

評審團遴選出197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

2019年執行30場次信義志工服務，共2,115人

次參與並提供15,185小時服務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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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倫理推動

2019年信義學堂提供90場免費講座

2019年共15,439人次參與信義學堂

信義學堂累積歷年累計辦理792場免費講座，

參與聽眾已近131,755人次。

799名學生參與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

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74人次教師參與2019年夏令營及冬令營教師們

已累積發表129篇教學個案、263輯教學示範帶

及24場教學經驗交流研討會。

信義書院2019年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

作辦理企業永續精英培訓班，培訓永續報告書

評審人才，共124人次參與。

信義書院赴全台4所大學分享企業倫理與永續

經營概念，累積參與師生達312位。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2019年出版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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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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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學生參與實習專案

541 學生參與企業參訪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消費生

態、商圈與空間演化」研討會，共有203人參

加。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20年累計贊助5,217位學童

「共好計畫」青銀共創，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

式，累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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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項方

案具體落實。

在嘉義布袋社區舉辦戶外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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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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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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營造

透過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以維繫緊密的關係

企業倫理推動

深耕企業倫理並推廣終身學習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完善不動產產業的發展

社會公益與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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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品質消除貧窮

消除貧窮

就業與
經濟成長

就業與
經濟成長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全球夥伴 全球夥伴

教育品質 教育品質就業與
經濟成長

減少不平等 減少不平等永續城市



讓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以維繫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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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社區一家

信義志工

我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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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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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注入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

來消弭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夥伴

星火燎原工作室、文化部

在台灣看見家鄉

社區一家

方案

於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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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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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983件提案，由評審團遴選

出197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92件贏得最佳楷模獎(含首

獎)，105件贏得社區種子獎。

累計至2019年共收到10,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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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大專院校參與。總計有2,376件通過審查獲得獎

助。

消除貧窮 就業與
經濟成長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全球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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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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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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起

信義志工服務始於2007年，每位信義同人可

享有一年一天的有薪志工假。

因看到許多社區居民擁有絕佳構想，卻由於

人手不足而無法圓夢，因此在2007年由內部

同仁主動提出「信義志工服務行動」，集團

員工也紛紛響應，十多年來堅持不懈，舉凡

生 態 維 護 、 環 境 清 掃 、 海 洋 淨 灘 、 銀 髮 關

懷、兒少陪伴…等多元類型，信義志工的身

影深入全台各地需要幫助的鄰里社區，以實

際行動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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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共執行30 場次信義志工服務，2,115 人

次，15,185小時。自2007年起，總計已累計22,030人

次、163,145小時的志工服務，持續長期回饋社區。

山村朗朗讀書聲

 響應守護海洋環境

SDG 4.7 

在西元2030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

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

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力提倡、全球公

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SDG 11.4  

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

教育品質

永續城市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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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效益

環境效益

自2004年以來，統計15年社區提案活動，累計

投入超過新台幣4億元支持社造行動的經費，全台共

有10,661件提案，其中2,376個單位順利獲得圓夢基

金，而其中綠色環保提案共計414案，贊助金額亦逾

5,551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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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工作坊提升社區居民提案能力：

88%的參與者滿意工作坊的內容與流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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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起擴增一組「中學師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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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慨沙灘上有很多想像不到的垃圾，未來

會更審慎使用寶特瓶跟吸管，因為沙灘上真

的是有數不清的塑膠垃圾，也會提醒自己盡

量減少垃圾量，日後在自己分店也會多多支

援社區的清潔，發揮以身作則的精神。也期

待更多人一起加入環保的行列，讓美麗海岸

重現最自然面貌。

~天母蘭雅店 張漢崴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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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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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北京清華大學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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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房屋與《天下雜誌》聯手舉辦「深耕在地」邁向

永續．共好論壇，邀請四名為不同型態「社區再造」

的在地實踐者，透過他們悉心規畫的實踐歷程，以及

多元樣貌的創新思維，讓近乎凋零的各式型態社區宛

如重獲新生，邁向無限永續的可能性，值得全台社區

經營者與在地居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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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信義房屋社區一家邀請楊力州導演蒞臨，播

放他最新力作《紅盒子》，影片紀錄布袋戲國寶李天祿的

長子陳錫煌大師的精彩人生。

全片耗費十年拍成，紀錄現代傳統布袋戲的傳承，以

及父子之間對藝術和感情的碰撞火花，也看見兩代人對偶

戲藝術的堅持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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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推動
深耕企業倫理，提倡終身學習

信義學堂           https://www.sinyischool.org.tw/

信義書院           https://www.syschool.nccu.edu.tw/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https://www.cbeea.org.tw/

企業倫理教育 有品格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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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理念研討

信義學堂

透過社會教育來提升全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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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書院

透過高等教育培育未來經理人

提升消費者倫理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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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消費者倫理消費的行為

教育品質 就業與
經濟成長

全球夥伴



企業倫理推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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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學堂 免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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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在 2 0 1 9 年 ， 信 義 學 堂 提 供 了 9 0 場 免 費 課 程 ， 共 計

15,439人次參與，平均每場次約200人。創立迄今共有792

場講座，131,755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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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品牌。

源起

自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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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定義信義學堂是推廣信義CSR的平台，並且協

助資訊交流。我們希望透過雙向的教與學達到知

識交流的目標。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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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出版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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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推動

信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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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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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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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成果

自2012年起，永續獎學金贊助了51名學生、補助了 142 

名學生參與志工活動，舉辦了74場企業永續相關的論壇和研

討會，吸引了 4,295名教師與學生、國內外學者、產業菁英的

參與，協助了38個企業倫理個案以及2,875份CSR報告書在資

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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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學生參與在社會工作或慈善活動當中。

2019年亞太CSR「第五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由政大信義書院主辦

在台北盛大舉行，出席計有230位永續專家。

企業倫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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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推動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源起

透 過 實 施 、 培 育 、 累 積 ＂ 企 業 倫 理 教 育 紮 根 計

畫＂，信義於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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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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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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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與清

華大學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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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更增設[英文個案分析

組]，吸引許多外籍學生參賽，擴大國際視野觀點。

成果

2019年，夏令營及冬令營參與教師共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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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153隊報名參加第九屆的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

析暨微電影競賽，中文個案分析組81隊、英文分析個案

組42 隊，微電影組30隊，共799名學生參與，參與組數

與人次為歷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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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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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信義房價指數、信義不動產評論

政策溝通與公眾教育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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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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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38,000,000元。

夥伴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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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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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5,929元。

背景

因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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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信義房價
指數和信義不動產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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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們出版了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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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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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品質 就業與
經濟成長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15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政策溝通與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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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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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生態、商

圈與空間演化」政策研討會

成果

座談會共有203人參加，此主題為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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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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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房產講座

源起

2019整合資源以提升服務之效率與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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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多元輕鬆的不動產知識講座－信義學堂

除面對業界專業人士與學術界外，因不動產相關資訊

與買賣程序複雜多元，須具備高度相關知識才容易一窺堂

奧，進入門檻高。因此一般大眾常有霧裡看花與不知從何

了解的感覺。為讓一般民眾也能輕鬆認識不動產交易的相

關知識。信義房屋除透過位於信義總部的「信義學堂」舉

辦不動產相關講座，邀請不動產各環節達人與專家開設輕

鬆有趣的講座，議題範疇廣泛，包含建築設計、居家環境

美化等議題，簡化艱澀議題。

第一線協助解決大眾問題－信義好鄰居不動產座談

除在信義房屋總部信義學堂舉辦講座外，信義也透過

分店同仁，於各自分店所在地，與在地社區鄰里合作，於

分店或社區空間舉辦多類型不動產知識座談，包括「不動

產稅務講座」、「租賃小學堂」、「日本房地產購屋指南

」、「防漏&室內設計講座」、「蟲蛀+傢俱保養講座」、

「危老重建與都更講座」等，以最貼近一般居民的住宅需

求知識為主，舉辦小型講座，並與社區居民互動解答大眾

對房產相關議題的疑惑。

成果

「信義學堂」每年舉辦與不動產有關的幸福家庭、居住

空間系列講座，讓民眾透過信義學堂平台交流、分享與

學習。其中2019共舉辦30場房產暨建築系列講座，總計

吸引3,906人次入場。

信義好鄰居不動產座談2019年共計舉辦31場，共計有

1,051人次參與。

源起

自2018年起，信義共投入了$TWD25,769,656元。

夥伴

雲科大、松山家商、中國科大、健行科大、長榮

大學、德明科大、明新科大、政大、逢甲大學、

屏東大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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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產學合作與員工不動產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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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成果

2019年共計有2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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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大、長榮大學、德明科大、明

新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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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大學合作，我們提供業界的講師教

課，也提供實習機會。

助學金計畫

不動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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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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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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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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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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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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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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齡社區獎

信義公益基金會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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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點子大賽上半年舉辦「集點子大賽」徵求具有創意及影響力的

構想，藉此發掘長者的夢想或開展第三人生的可能性。

共好行動徵選下半年舉辦「共好行動徵選」，參考年度獲選好點

子，提出具體的行動計畫書，再參加提案工作坊以爭取計畫執行

經費。

樂齡社區獎徵選透過全國最大「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網路票

選公益活動，舉辦「樂齡社區獎」徵選，吸引更多社福機構與社

會企業以新思維在社區進行樂齡創新。

共學培育方案舉辦「共學坊」讓不同經驗背景的團隊在實務交流

中，互相碰撞出更多創意和實踐的可能，進一步促進跨世代的經

驗傳承。

樂齡藝術陪伴信義舉辦「恁的演唱會」、「樂齡圓夢」、「樂齡

巡迴列車」等活動，由青年藝術家將藝術服務帶入社區，輔以青

年志工陪伴，帶動長者走出來加強人際互動，用藝術豐富心靈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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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貧窮 教育品質 減少不平等https://www.sinyichari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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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慈善與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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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台灣弱勢族群生活的品質。

提升高齡者身心健康、增進生活福祉力。

減輕青壯年負擔、活化高齡人力，帶動經濟正向循環

協助減輕照顧者與患者家屬的壓力。

催生城鄉社區永續照顧系統，實踐高齡者在地安老。

消弭世代隔閡，推動世代共好力。

跨族群文化交流，促進社會共融。

促進大眾對於友善高齡的共識力。

成果

四年多以來,我們的租屋補助計畫幫助了240個新住民

家庭。

共好計畫累計徵選活動累計提案件數2,384件，蒐集

了2,000個創意點子，支持了39件方案執行，投入121個活

躍老化社區。

共好計畫活躍老化議題擴散152,145人次，帶動1,490

志工參與人次。

獎助學金計畫累積幫助了 4,797名學生。

紅鼻子醫生計畫累計12,246場次的表演，帶給16,000

個家庭、34,606人歡樂。

偏鄉銀髮族音樂會

信義公益基金會著力於仍有自主生活能

力的長輩，目標延緩老化、維持好的生活品

質，並號召民間有志一同的力量發揮集體創

意和行動力，跨世代合作推廣活躍老化，讓

台灣每一位長輩都能充滿自信，活出老有所

用的生活態度。

～信義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易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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