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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議合

信義房屋利害關係人
信義房屋之利害關係人主要包括員工、客戶、股東/投資人、供應商、社區/社會(含媒體與政府及主管機關等)。信義房

屋對於利害關係人負有相當的責任，因此需藉由各種方式及管道與其溝通，以了解其需求及對信義房屋的期許，也作為

擬訂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相關計畫的參考依據。信義房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方式與管道如下表所示，與其相關重大考量

面回應作法與計畫則詳見各相關章節。

利害關係人共融

藉由會議、平台等各種多元暢通的溝通管道蒐集意見。 

2015年設立健康管理中心，並提出創新招募機制，持續與員工維持良好關係，促進勞資
和諧共創雙贏。 

員工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透過與客戶的頻繁互動，及時掌握客戶的需求。 

2015年因應數位看屋需求增長，創新提出數位看屋新三通服務。並藉滿意度調查，據
以改善現行做法，並列為未來規劃之重要參考。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1. 內部會議：年會/月會/店主管月會/秘書月會/秘書
小組長會議/各區店長會議/業務各區週會/經營理念
研討會議 

定期舉辦

 

共 208 場，總參與人數共 239,346 人次

 

 

2. 內部溝通平台 不定期 2015 年共計 2,191 則訊息 

3. 員工溝通信箱：業務幕僚溝通信箱/董事長信箱/董
事長部落格/企業永續網信箱 即時

 共計 104 則(業務幕僚 44 則、董事長信箱 60 則)，已全
數獲得相關單位之回覆 
企業永續網信箱：員工來信共計 2 封 

4. 部門服務專線：資訊部服務專線暨滿意度回函/資
訊長聊天室/人資 8585 服務專線

 即時

 
資訊部服務專線：來電紀錄12,616通，問卷回函數2,893封

 
人資部 8585 服務專線：來電紀錄 38 通

 

5. 員工協助方案 EAP 不定期 使用 EAP 同仁協助方案人數共 340 人次 

6. 信義招募粉絲團-業問
https://www.facebook.com/業問
-Sales-Talking-125511824176324/ 

即時

 

2015 年度回文數 241 則

 

7. 課程意見回饋調查 不定期 同仁學習問卷回饋共 15,352 份 

8. 問卷調查：主管領導風格調查/組織認同與工作滿
意度調查/區主管施策落實度調查 

定期
(每年一次) 

主管領導風格調查：問卷回饋共 2,413 份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問卷回饋共 2,998 份 
區主管施策落實調查：問卷回饋共 2,200 份 

客戶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1.客戶意見管道：如 0800 免付費專線/網路意見信箱

/24 小時網路客服/企業永續網站 

即時 0800 專線：來電紀錄 6,345 通 

網路意見信箱：996 封有效信件。 

網路客服：即時通訊 3,439 通、電話進線 433 通。 

企業永續網信箱：客戶來信共計 11 封 

2.客戶外撥調查
 

定期
 成交滿意度調查：共調查 62,606 通 

主動關懷外撥調查：61,247 通 

3.講座研討會/座談訪問 不定期 調查客戶需求訪談 

4.信義刊物：愛幸福/信義雙月刊 每季/

每兩個月 

共 50,000 本/共 42,000 本 

5.企業網站：信義房屋官網/信義居家網站/企業永續

網站 

即時 信義房屋官網：瀏覽量 18,599.8 萬，造訪人次 2,682.1

萬 

信義居家網站：瀏覽量 272.3 萬 

6.信義房屋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inyifans/ 

信義居家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livingsinyi/?fref=ts 

即時 信義房屋粉絲團：2015 年度貼文按讚總數 80,009 次，

年度貼文分享總數 36,939 次，累計粉絲數 135,817 人；

回文數 43,325 則 

信義居家粉絲團：於 2015 下半年成立 

7.服務體驗：社區居家講座/活動、待售物件免費平面

圖規畫 

不定期 社區講座：2015 年共舉辦 85 場社區服務體驗、體驗人

次 5,177 人 

待售物件免費平面圖規畫：1,698 件 

8.社群監控系統 不定期 客戶 3664 筆，股東 2881 筆，社會 2214 筆，員工 1140

筆，環境 35 筆 

1.公司營收之主要來源
2.信義提供房屋買賣的仲介服務給客戶，
若有仲介成交則收取服務報酬，所提供的
服務內容及品質優劣，影響客戶是否願意
再透過信義成交，或推薦親友透過信義交
易的意願。

人才為立業之本，同仁是事業夥伴而非公司資
產，必須使同仁獲致工作上的保障，並給予絕
對的尊重與關懷照顧，讓同仁感受到自己與公
司是處在一個穩定而對等的地位上，如此同仁
必能發揮潛能，在成長中成就自我，與公司同
步成長茁壯。因此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整體薪
酬與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

股東不論出資額大小，均為本公司出資者，

應予以公平對待，使其取得之資訊儘量與管

理階層相同及一致。

確保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符合信義理念並使

客戶滿意。

1.以企業倫理為根本，善待並平衡各利害
關係人權益，擴散社會影響力
2.宣導企業發展應對於社會回饋的理念，
提升社會正面影響力。
3.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人建立合
宜關係，增進社會正面影響。

力行節能減碳已是每個企業公民應盡的責
任；企業應秉持珍惜地球資源的環保觀念，
回饋社會創造雙贏。

客戶
員工

供應商

投資人

環境

社會

各利害關係人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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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共融

社會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網站】 

1. 信義房屋 CSR 網站 http://csr.sinyi.com.tw/  

 

即時 

 

企業永續網信箱-社會，共計 121 封 

2. 社區一家網站 http://www.taiwan4718.tw/ 

3. 信義志工分享
http://www.taiwan4718.tw/news_list.php?cla
ss_item_id=9 

即時 社區一家網站(2010/5/31~2015/12/31) 

瀏覽量：3,385,581、造訪人次：1,596,806 人次，10,200

分享 

4. 信義學堂網站 https://www.sinyischool.org.tw 即時 網站人氣共 466,914 人次 

5. 勾勾 gogo 募集平台 https://www.gogonow.cc 即時 網站瀏覽量：64,336 人次；上架專案數：28 件 

6. 信義公益基金會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即時 於官網進行 logo 徵選活動，全國共 255 件參與 

7.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網站
http://www.businessethics.org.tw/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2012/10/1~2015/12/31) 

 網站累積瀏覽量：2,635,549 人次

【粉絲團】 

1. 社區一家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4718 

 

即時 

 

社區一家粉絲團(2010/3/17~2015/12/31)：累積

25,175 位粉絲。2015 年回文數 616 則，發文數 216 篇，

分享數 669 次 

2. 勾勾 gogo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gogonow.cc 

 2015 年 9 月成立，共 84 則回應 

3. 信義學堂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inyischool/ 

即時 粉絲團貼文約 144 篇，回文數 431 則 

2015 年底累積粉絲數：9,567 人 

4. 信義公益基金會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inyicharity/?ref

=aymt_homepage_panel 

即時 於 2015 年 11 月底成立，回文數 8 則 

【組織/活動】 

1.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會員大會 

2.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監事會議 

3.信義文化基金會董事會 

1.會員大會
(每年)  

2.理監事會議
(每半年) 

3.董事會(每半年)

 參與總人次： 

1. 127 人(會員人數) 

2. 35 人(理監事人數) 

3. 9 人(董事人數) 

4.企業倫理教師營隊 每年 2 次 參與人數 80 位 

5.企業倫理沙龍 每 2 個月一次 參與人數 180 位 

6.信義志工 每月 2~3 次 累積 14,425 人次參與，累積服務時數 106,391 小時 

7.信義學堂 平均每週 2場 問卷：4,902 份 電話：1,200 通 信箱：240 封 

2015 年 95 場共 18,587 人次參與；207 人/場 

【專線】 

社區一家專線電話 0800-88-4718 

 
即時

 
來電紀錄 10 通(每天) 

【出版品】 

發佈企業永續報告書 

 
每年 

 
每年發行 1 本 

【政府及主管機關】 

1. 透過公會或民間協會與主管機關溝通 

2. 產官學研討會 

3. 公文 

4. 法規說明會或公聽會 

5. 依各主管機關要求與規定，提供相關報告或回覆 

 

不定期 

 協助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台

灣房地產景氣趨勢論壇」及「解決老問題、公辦都

更帶頭衝」兩場研討會，約計 540 人參與，回收問

卷共 163 份 

 與政府各單位之公文往來：共收文 259 件，回函或

發文共 128 件，合計 387 件 

 參與營建署「住宅需求動向調查」2 次，協助執行

800 餘封潛在購屋者問卷。 

 每月/季提供中央銀行房市相關統計數據。 

【媒體】 

1.新聞稿 

2.記者會 

3.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或提供產業訊息 

1.平均每週

發布 2~3 篇 

2.每月舉辦

1~2 次 

3.不定期 

 

1. 新聞發稿 139 篇 

2. 記者活動 11 場 

3. 有效發佈企業產品、服務及產業訊息 

系統化推動社區公益事務，了解社會大眾需求，回饋社會。

2015年成立信義公益基金會與勾勾平台，持續透過結合企業資源，促進永續和諧之發展。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1. 股東大會 每年一次 辦理 1 次，參加人數共 50 人 

2. 線上法人說明會 每年兩至三

次 

辦理 2 次，參加人數共 60 人 

3. 每年依規定發行財務年報，於股東會發送 每年 共發送 100 份 

4. 股東可透過電話、電子郵件詢問問題 即時 電話共 4 通、email 20 封  

5. 投資人資訊網站
http://www.sinyi.com.tw/info/index.php 

即時 提供年報下載 

投資人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以多元方式與投資人溝通營運成果與經營策略，並收集各類意見供管理階層決策參考。

2015年依據股東建議，提供一站式「全房產」服務，並積極向海外市場拓展。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企業永續信箱、企業永續網站 

信義學堂(環境關懷)講座 

信義志工(環境相關)場次 

永續報告書-溫室氣體盤查揭露 

不定期

 信義學堂「環境關懷系列」講座：2015 年共舉辦 14 場，

吸引 2,050 人次入場；280 份問卷 

信義志工(環境相關)：共 15 場 

信義房屋全年用電排碳量 5,009,387 公斤 

環境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力行節能減碳，致力推動綠色創新服務，促進永續和諧發展。

2015年全球房仲業首位完成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及PAS2050碳足跡雙認證。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1.人權條款 不定期 將人權條款加入合約，並與 243 家廠商簽訂 

2.供應商會議：防水廠商會議、委員會、季/年會、提

案會議等 
不定期

 共舉辦 40 場、總參與人數 616 人次 

3.篩選供應商之永續準則 不定期 共與 86 家廠商簽署 

供應商

溝通途徑 頻 率 2015年議合狀況

將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與合作夥伴共同落實人權、安全與衛生、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等核心價值。

透過信義房屋積極宣導，於2015年達成零違反勞動實務或人權條款。

溝通成果說明

回應與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