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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會參與

「計利當計天下利」，信義房屋將功利看得長遠些，追求「

萬人得利」，實際參與且用心落實社會公益，長期推動「社

區一家贊助計劃」、信義至善獎助學金與信義之子安學計劃

等，並透過內部同仁自發性組成「信義志工」，藉由實際參

與，發揮行善助人的全員參與精神。此外，自2004年起信義

房屋便推動「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將觸角延伸至校園

內，從教育基層建立起一個完整的企業倫理平台，讓學術界

更容易取得所需的資訊、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教學內容，

讓倫理觀念深植學子心中。在積極推動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

劃之外，信義房屋並在2009年更積極協助「中華企業倫理教

育協會」的成立，希望能影響更多的企業，讓企業能重視企

業倫理，善待相關的利害關係人，讓社會變得更好。

2009年社會參與等相關公益贊助金額為4,565萬，占公司營

收71.86億的0.63％。

【信義房屋長期推動之社會參與專案】

7.1 社區一家贊助計劃

2004年總統大選後，族群撕裂與社會紛亂，為凝聚人心，信

義房屋提出「社區一家贊助計劃」以五年為期，提撥總贊助

金額一億元的經費，幫助社區實現對家與社區的夢想。2009

住在有人關心的

地方最幸福

自2004-2009年

協助5 8 6個社區

實現社區夢想。

社會參與計劃　　　　核心精神　　　2009年執行成果

自2000-2009年協

助2050位學童贊

助金額512萬。

自2007-2009年完

成21680志工小時。

企業倫理教育

紮根計劃

信義志工

社區一家贊助計劃

信義鄉至善

獎學金

信義之子

安學計劃

信義人幫助信義鄉

信義人幫助信義鄉

先義後利

講信重義

自2001-2009年

協助9 7 4位學童

贊助金額292萬。

自2004-2009年

協助完成9 5篇

論文贊助1500萬。

信義的愛

信義的世界

為讓企業倫理教育深植校園，信義房屋自2004

年起長期推動「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圖

為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與許士軍教授於簽約

儀式合影。

為讓南投信義鄉小朋友求學之路不因921地震

與桃芝颱風等天災重創而中斷，信義房屋設立

獎助學金長期協助當地20所國中小學生就學。

信義房屋自2004年起發起五年一億元的社區

一家贊助計劃，2009年再度投入一億元啟動

第二階段，六年來總計幫助5 8 6個社區實現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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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一村》新書發表會

7.社會參與

年再度投入一億元經費，�動第二階段「社區一家幸福行動

計劃」。六年來總計收到2971個提案，幫助586個社區實踐

包括「生態環保」、「社區空間改造」、「文化產業」、「

文化傳承」、「人才培育」及「社區關懷」等面向之社區改

造計畫。

第一階段：啟動社區一家贊助計劃 

在第一階段贊助計劃過程中，一個個社區的改造計劃打破了

社會藩籬，重新找回信任的力量，也促進鄰里交流。信義房

屋更挑選這五年來贊助社區中的18個社區動人故事，集結成

《上好一村》一書，邀請文壇重量級作家：李昂、林文義、

劉克襄攜手記錄這些來自社區的夢想，傳承社區活力。 「

社區一家贊助計劃」的推行，從2004年至2008年，經過5年

多的推廣，第一階段已圓滿落幕，共收到2,901個提案，幫

助全國397提案單位圓夢，總贊助金額超過原先規劃的1億元

。當初提出這個構想的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說，當你把手

心向下的時候，自己終究會得到好處，這就是「先義後利」

的意義所在。而社區一家的成功推廣經驗，成為信義房屋最

富有的資產。 

第二階段：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劃起跑 

由於「社區一家贊助計劃」一階段的成功，2009年，信義房

屋再度投入五年一億元預算，啟動第二階段「社區一家幸福

行動計劃」。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差異在於，2009年的「

幸福行動計劃」，透過信義房屋建構的社區發展平台，讓提

案社區在提案的參與及學習過程中，不只是單純接受企業的

財力挹注，信義房屋更邀請第一階段的贊助社區進行經驗傳

承，並請來社造老師，針對提案社區進行專業指導；再加上

信義房屋同仁自發性組成的信義志工等等，透過人力、物力

等相關資源的投入，為社區找出發展優勢，並且協助社區成

長，進而創造社區永續發展新價值。 2009年共計收到732件

贊助申請提案，以大台北125件、台中77件、台南48件名列

前三名，其中共有189件社區提案獲獎，而花蓮鄉村社區大

學發展協會更以「家鄉容顏的化妝師—鄉村孩子策略聯盟計

劃」拿下「理想社會類」百萬首獎。此外，信義房屋更增設

114件「幸福生活種子獎」予幸福行動基金，鼓勵更多社區

播下逐夢種子，建立更大的執行能量。

【2009進入複選之社區提案議題分析】

項目

人文教育

環保生態

產業發展

環境景觀

多元族群

社會關懷

災區關懷

社區醫療

社區治安

總計

件數

215

113

111

85

44

28

12

10

4

622

佔比(%)

34.57

18.17

17.85

13.67

7.07

4.5

1.93

1.61

0.64

100

說明:2009年總參與提案社區件數為      

     732個，經初步篩選，共有622

     個進入複選。

社區一家網路平台：

http://www.sinyi.com.tw/community

社區一家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pages/T
aipei-Taiwan/she-qu-yi-jia/373465
232545

    項　　目 　 2008年　 2009年

參與提案的社區　  567個　　732個

 獲贊助的社區 　   86個　　189個

【2008年與2009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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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志工前進阿里山來吉國小，進行災區

關懷及陪伴。

故事媽媽沈采蓉以唱作俱佳的表演嬴得小朋

友笑聲。

信義房屋同仁利用休假時間擔任小朋友課

輔老師。

7.社會參與

7.2 信義志工

信義房屋在執行「社區一家贊助計劃」的過程中，常看到許

多社區居民擁有絕佳構想，常常因為人手的不足而無法圓夢

，因此在2007年由內部同仁主動發起成立信義志工，提出「

信義志工服務行動」，廣邀集團同仁共襄盛舉，加入信義志

工服的行列。志工服務內容包羅萬象，除了勞動服務外，還

有銀髮族陪伴及學童陪讀、生態環保、捐血、義賣贊助、捐

發票、愛心募書等等，都是志工經常服務的項目。而從2009

年起，信義房屋希望結合同仁們的各項專長與社區需求：社

區部落格建置、安親課輔、說故事志工⋯，讓同仁們發揮所

長，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讓志工的力量擴大，具體實

踐信義房屋對於社會公益責任的經營理念。 

為鼓勵同仁參與志工活動，除在公司月會公開表揚積極投入

的同仁外，信義房屋的高階主管也報名加入志工行列，2009

年更提供每位同仁每年一天公假參與志工活動。目前信義房

屋志工至社區服務達21,680小時（自2007年6月至2009年12

月的累計時數），目前志工服務人次達到4,840人次總服務

人次（自2007年6月至2009年12月的累計人次），信義房屋

董事長周俊吉先生也多次帶頭率領同仁一起投入志工活動。

【2009年信義志工活動性質】 

閱讀志工

空間與景觀

規劃志工

園藝植栽與

生態環保志工

資訊建置與

文書檔案志工

災區陪伴

志工培訓

為了加強訓練志工的說故事能力，邀請「社區

一家」故事媽媽—沈采蓉傳授志工「如何說在

地社區的故事」，也透過邀請老師親自授課，

透過社區營造來看志工的重要。

為協助「八八水災」災民重拾歡笑，特別召募

志工前往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國小，進行災區

關懷及陪伴，透過志工專長，如畫畫、帶團康

遊戲、說故事等等，幫助受災孩童走出陰霾。

協助苗栗縣南庄鄉鬍鬚梅園，由信義志工來協

助建立鬍鬚梅園blog及相關文書檔案管理。

協助桃園縣中聖里國際京城社區規劃社區「綠

窗簾」，參與社區居民討論，並提供相關園藝

植栽建議。

協助提供苗栗公館社區圖書館館場的擺設、整

修，以及動線上的規劃。

愛心募書至彰化縣溪湖鎮溪湖社區，為社區孩

童導讀課外書籍。

送愛至雲林縣古坑鄉華南國小，與偏鄉學童歡

度聖誕佳節。

性 質                   內      容

康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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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

一場震撼全台的「921地震」，讓南投縣信義鄉居民家園蒙

受重創，原本就因地處偏遠，生活條件惡劣，教育資源也相

對缺乏。為了讓學童安心向學，信義房屋從2000年設立「信

義至善獎助學金」，獎勵信義鄉20所國中小學生，主要對象

是南投縣信義鄉就讀國中、國小且家境清苦的學生，以單親

或遇重大家庭變故者優先，至2009年為止，共幫助2,050位

信義鄉學童，總贊助金額超過512萬元。因為「信義」二字

的緣分牽引，信義房屋與信義鄉各所學校與學子間培養出深

厚的情誼。多年來，信義房屋所有同仁也把信義鄉民視為自

家人，培育信義鄉的新生代長大成人，更成為信義房屋責無

旁貸的企業社會責任。

7.4 信義之子安學計劃

為了幫助因桃芝風災重創，生活遭逢巨變或父母不幸罹難的

南投信義鄉小朋友，信義房屋第一時間成立了「信義之子安

學計劃」，冀望藉由獎助學金的發放，讓小朋友們的求學之

路不致中斷，能夠安心地繼續求學。「信義之子安學計劃」

長期補助南投縣信義鄉國中、小學學生，因為「桃芝風災」

而失怙或失孤的學童，每學期給予每人3,000元的獎助學金

，直至其完成高中學業為止。至2 0 0 9年，合計補助金額為

292萬元，共有974人次。 信義房屋希望透過他們的幫助，

期勉這些小朋友，即使家庭環境並不優渥，也不要因一時困

頓而喪失信心，更要發憤向學，待學有所成，再回饋社會，

將信義精神永遠傳承下去。

7.5 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

2004年成立「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每年編列500萬預

算支持「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網羅學有專精的專家學

者共同投入，讓大學生對企業倫理有更具體的認識，迄今協

助完成95篇論文，贊助1500萬。2009年12月14日更成立「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推動企業倫理教育，合計贊助

1 9 2位教師，共同投入匯聚成河，讓大學生對企業倫理有更

具體的認識。每年並辦理「企業倫理教學研討會」，推廣教

師的教學經驗與努力，如今已有一個完整的企業倫理平台，

讓學術界能更容易取得所需的資訊、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

教學內容，讓倫理觀念更深植於學子心中。 

7.社會參與

1.錄製教學示

  範光碟

2.編撰企業倫

  理個案集

3.選拔教學光

  碟及個案編

  撰卓越獎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時 間

第四屆

企業倫理

教育紮根

計劃

第五屆

企業倫理

教育紮根

計劃

2009/5/6

2009/5月

∼2009/6月

2009/7月
∼2009/11月

2009/11月
∼2009/12月

成果分享

研討會

【2009年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執行狀況】

信義房屋邀請信義鄉小朋友北上參加「信

義至善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同時安排兩

天一夜旅遊行程，留下難忘回憶。

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率領公司同仁前往

南投信義鄉探訪當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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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贊助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信義榮譽講座」

為培育下一代的誠信與正直風範，推廣研究倫理。信義房屋

於2009年支持中央、交通、清華及陽明等四所國立大學成立

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信義榮譽講座」。信義榮譽講座是目

前國內第一個以研究倫理為核心的企業講座，行政院政務委

員曾志朗為講座的發動者及資源串連者，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院長黃達夫是講座的第一屆主持人，而連續5年，總計投入

1,500萬元的信義房屋則是幕後推手。講座以4所大學現有

師資為主要培育對象，期望藉由優秀師資，再逐步影響學生

，帶動校園內重視研究倫理的風氣。

  

7.7 八八風災救助與災後陪伴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信義房屋全體同仁發

動自由捐款，公司並提撥等額捐款投入重建工作，一週內迅

速募集1,147萬。其中710萬捐給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由

紅十字會統籌運用救災。餘款430萬元則專款專用協助南投

信義鄉3所國中17所小學，以及「社區一家」贊助之受災社

區（包括高縣甲仙鄉、六龜鄉、台南學甲鎮、屏東縣林邊鄉

與嘉義縣阿里山），進行災後重建。

南投縣信義鄉再受八八水災侵襲，信義房屋第一時間電話聯

繫當地20餘所國中小學，了解受災狀況。其中受災較嚴重的

地區在同富、東埔、神木與隆華等地。久美國小因教室遭受

土石流侵襲，室內磁磚受損，需重新舖設，信義房屋即時補

助15萬元，做為教室修復用。其它學校也提出協助毀損校舍

修復、教學設備、文具用品及飲用水的提供等需求，儘力協

助各校進行重建工作。因應當時開學在即，信義房屋同仁亦

自發性發起小朋友文具的捐輸，立即將小朋友所需文具遞送

到需要的學童手中，讓他們得以安心就學。此外，信義房屋

也前進至屏東縣林邊鄉永樂社區協相關災民進行減免稅賦申

報作業。

信義房屋有感災情嚴重，因此於災情發生之際隨即發動募捐

，期望對災區居民能有所幫助。然而面對災後重建工作，其

實最為艱難，也已超乎公司能力所及，因此信義房屋首度擴

大結合外部志工，委託國內四所大專院校進行小學學童的長

期陪伴計畫，希望藉由此陪伴學童心靈成長以及進行防災、

重建等長期規劃。

7.社會參與

【四所大學陪伴災區小學或社區】

南投隆華國小

高雄六龜荖濃國小

瑪家農場好茶部落

、大社部落

學校系所      陪伴對象

聯合大學建築系

台南藝術大學

藝術研究所

台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嘉義阿里山鄉

來吉國小

聯合大學系統信義榮譽講座成立儀式-

（從左至右為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政務委

員曾志朗，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聯大代

理系統暨陽明大學校長吳妍華）

八八風災受災民眾詢問信義志工房屋申報

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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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講座、研討會

˙2009年4月

舉辦「道路與夢想－走向卓越的華人現代企業精神」C S R論

壇，與管理科學學會、商研院合辦，邀請中國萬科集團王石

主席與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對談企業經營理念與CSR的關

係。

˙2009年7月

舉辦「啟動大未來--亞洲企業的創新管理」論壇，邀請英國

劍橋大學Judge商學院院長阿諾.迪梅爾教授、政大科技管理

所徐小波教授、IBM公司 GBS劉鏡清總經理及管理大師許士

軍教授，分享多元的創新管理觀點。

˙2009年8月

完成信義房價指數—舉辦信義房價指數「大台北月指數」首

度發表暨「2009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出書會。

˙2009年10月-11月

舉辦「面對逆境、開創人生」系列講座，協助學子在不確定

的年代中因應未來，有別於畢業季的校園徵才活動，而在非

就業的緊要時刻安排系列講座，讓主講人親身經驗幫助同學

以積極態度規劃職涯發展，增進其視野與能力的成長，正面

面對未來各種挑戰。

˙2009年11月

與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合辦「2009兩岸不動產互動與展望研

討會」，自2007年起每年舉辦，兩年來邀請來自中國北大、

清大、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研院、台大、政大

、台北大學等兩岸三地近二十所知名學府、近三十位不動產

領域產官學代表齊聚一堂，進行對話交流，呈現台灣內部真

實意見，使台灣發展寶貴經驗為大陸所學習。十一月再次舉

辦「2009兩岸不動產互動與展望研討會」，以「兩岸經濟合

作下、房地產產業的互動與展望」為主題，期藉由共同學習

成長與經驗交流，以掌握先機，使兩岸三地不動產產業發展

更臻健全。

7.9 贊助2009年聽障奧運會之廣告外牆

響應「2009年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活動，信義房屋除

贊助1 0 1大樓旁信義大樓的外牆版面，刊登巨幅「無聲力量

」的廣告，並在信義路上製作【力量】精神堡壘，訴求「

POWER IN ME」的精神力量，要讓台灣民眾及外來觀光客都

感染這股無聲卻堅毅的力量。

7.社會參與

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贈送『信任帶來新幸福』

予萬科集團王石主席，王石主席回贈『我怎麼成

為世界第一』。

迪梅爾教授針對亞洲企業創新管理有精闢見解

，並與貴賓在論壇交流時間精準回應現場提問。

信義房屋贊助台北聽奧賽事，與會貴賓共同宣

誓參與2009聽障奧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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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會參與

7.10 認養「信義廣場」

信義廣場原名「信義13廣場」，坐落於信義區行政中心旁，

為響應台北市政府推動企業共同參與市容維護，信義房屋自

2007年起，主動認養信義廣場，投入人力、物力，打造廣場

新面貌。為了活絡廣場的使用，信義房屋更與信義區區公所

共同舉辦「樂活City園遊會」，透過精彩的表演、懷舊童玩

的體驗等等，與附近居民同樂，將信義廣場打造成一處都市

樂活新樂園。

7.11定期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

自1996年起，每年發佈該年度「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

，2000年8月協助政治大學成立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

展中心」之後，更與政大共同合作編撰該產業年鑑，以作為

提供產官學界了解房地產趨勢及行情的參考資料，促進市場

機制回歸合理，避免不動產資訊亂象，造成社會大眾購屋置

產的損失。多年來，信義房屋秉持客觀嚴謹的態度，持續發

行「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2009年年鑑已出版。

「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1996-2009年)

信義房屋與信義區區公所共同舉辦「樂活City

園遊會」與附近居民同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