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責單位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承諾與行動

承諾

社會參與是增進社區與人之間互動的長期工程。信義房屋將持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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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軸，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

具體行動與成果

  管理機制

「公共事務部」系統化推動社會公益事務

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2015年起成立公共事務部結合企業資源，系統化推動社會公益事務，擴大社會影響力，創造台灣更

多的幸福生活。

強化「文化公益事業群」，促進永續和諧之發展

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信義房屋不斷強化「文化公益事業群」，分別設置信義公益基金會、信義文化基金會、信義學堂、信

義書院、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行義文化出版社、台灣社區一家協進會等團體組織，促進永續和諧之發展。

  未來策略目標

除在台灣持續深耕外，未來將更進一步推廣至國際，期望將台灣服務業提升至世界級標準，與全體人類社會共同成長、地球環

境永續共好！2017年全民社造新增國小師生組，期待透過孩童眼光發現社區問題，讓關心社區、投身公益理念從小紮根，擴散

社區參與族群。並與水土保持局合作「大專青年洄游計畫」，增加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合作「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策略方向  未來目標  達成時間  

社區營造  •  全民社造行動增設國小師生組，培育社造幼苗   2017  

企業倫理推動  •  主辦或參與企業倫理影響力講座，擴散永續經營精神  持續辦理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  校園深耕 開辦不動產專業課程，擴大社會接觸面  2017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  因應人口老化，推廣銀髮族專案  2017  

主軸一

主軸二

社區營造 主軸三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主軸四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企業倫理推動

出版
不動產年鑑

21第           年

信義學堂
參與聽眾

16,428人次

信義志工
服務時數

14,335小時

 永續原則
全方位打造一個

「富而有禮」的台灣社會

全民社造提案
累計覆蓋率

98%

「講信重義」向來是信義房屋奉為圭臬的重要理念，多年來我們持續透過文化推廣與社會教育，將講求「信義」的文化從企
業本身，推廣到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為消弭社會受教機會不公平之現象，我們除提供獎助學金確保偏鄉及弱勢家庭學童受
教機會，也創立信義學堂，提供各類免費講座。推動企業倫理，一直是信義房屋持續努力耕耘的方向。信義也積極反映產業
課題，提供政府相關專案及政策規劃調整方向建議，促進居住正義與不動產產業發展。
我們以「全民社造」自我期許、以「世代永續」自我要求、以「幸福台灣」自我勉勵，希望讓所有企盼明天會更好的人們，
都可以體會「生活／命共同體」的精髓，最終能達成培養自主公民、邁向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及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次目標在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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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次目標在西元2020年以前，大幅減少失業、失學或未接受訓練的年輕人。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次目標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作法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政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立法、政策與
行動。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次目標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全的，以及負擔的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

本章的重大主題如下：

203間接經濟衝擊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居住正義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策略方向 2016年目標 2016年行動 達成狀況

社區營造 •更多年輕族群參與
社造，30%以上大
專院校提案

•志工時數達1.4萬小
時

•擴大全民社造參與族
群

•持續辦理信義志工活
動

•全民社造提案鄉鎮覆蓋率累積達98%。161所大專
院校中累積已有64所提案，達39%

•志工30場次，1,674人次，14,335小時
•出版《上好一村2》集結11年社區故事

企業倫理推動 •走出台灣，推廣企
業倫理

•擴大企業倫理平台
影響力

•企業倫理演講
•企業交流
•推廣永續課程，累積

研究成果

•周先生至北京大學「儒家倫理」講座座談；並獲
邀至北京於中城聯盟演講「影響三億人的社會實驗」

•企業倫理教師培訓營、教學工作坊
•產出研究論文與個案18篇

完善不動產產業
發展

•定期出版產業年鑑 •扮演產業領導角色，
健全產業發展

•如期出版《2016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社會公益回饋與
捐助

•因應社會結構變化，
提供弱勢族群必要
關懷與協助

•推出新住民及銀髮族
之專案

•【信義不老年代】不老新生活共好計畫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實施計畫

已達成 進行中

 管 理 方 針 103-1 103-2 103-3

4.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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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eea.org.tw/
http://www.cbeea.org.tw/
http://www.syschool.nccu.edu.tw/
http://www.syschool.nccu.edu.tw/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http://www.sinyischool.org.tw/
http://www.sinyischool.org.tw/
http://www.taiwan4718.tw/news_list.php?class_item_id=9
http://www.taiwan4718.tw/news_list.php?class_item_id=9
http://www.taiwan4718.tw/
http://www.taiwan4718.tw/
http://www.ncscre.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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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4718.tw/
http://www.taiwan4718.tw/news_list.php?class_item_id=9
https://www.gogonow.cc/
http://www.sinyischool.org.tw/
http://www.syschool.nccu.edu.tw/


4.2.3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我們的承諾
由於近年高房價現象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突顯市場制度之不完整，許多
課題引起社會關注。為了讓房仲服務的供應及消費擁有更安全合理且有
效率的環境，產業政策扮演重要引導關鍵。

對信義的意義 
早在政府推動實價登錄揭露之前，信義已率先於不動產說明書揭露成交記
錄及完整產權資訊，確保消費者知的權利。針對重大產業發展課題，信義
持續關注並參與、協辦產官學相關研討活動，期能提供政府相關政策擬定
之參考，健全產業發展。呼應SDGs目標10，促進適當的立法、政策與
行動，推動居住正義與產業發展，減少不平等；以及目標11，朝提供
適當的、安全的，以及負擔的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努力。

執行目標 

準時發佈房地產年鑑 
每年持續忠實記錄房市軌跡 

參與重要政策交流活動 
協助營建署調查住宅需求動向問卷調查、參與內政
部政策座談會議、舉辦研討會 

增加產學合作專案 
持續與各校系合作企業實習或課程專案 

重點績效 

21 年 出版房地產年鑑 
出版 2016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 場產業議題研討會 
協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社會住宅、房地產稅制研
討會，共計 360 人次參與 

10 校產學合作 
與不動產相關校系進行產學合作，提供業師與產業
經驗，深化不動產教學 

行動方案 

持續發佈房地產年鑑及信義房價指數 

提供專業建議，協助政策擬定 

深化產學合作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並收錄年度房地產發展關鍵議題

《漂亮家居》雜誌是經常與信義學堂合作講座的夥伴之一，張總編輯於信義學堂五週年
慶活動亦受邀擔任系列講座主持人。張總編輯在2017年初採訪信義房屋，並於2017年2
月號「善的循環」一文中，提及信義房屋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及執行方式：
「……信義學堂也是信義房屋ESG的重要執行單位，該學堂從2011年起即以企業倫理、人文生

活、環境關懷、社區關懷、居住空間、幸福家庭等6大系列進行免費講座，去年信義學堂成

立5週年慶，還被邀請擔任系列講座的主持人，對於他們在社會學習所展現的影響力有著深

刻的感受。

這次透過信義學堂承辦人蕭雅雯的引薦，及集團策略長室經理陳丹妮的協助，有幸採訪到信

義房屋企業社會責任CSR主要執行單位策略長室策略長周莊雲，透過採訪更理解信義房屋在

企業社會責任CSR的理念及執行方式，不只成立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交由策略長室來執行

CSR事務（就可以看出信義房屋並不是把CSR當公關活動執行），還設立倫理長，公司任何策

略都必須依5大利害關係人－客戶、員工、社區、供應商做初步審核才交付董事會決議執行，

目的就是在打造兼具經營能力與社會責任的企業。」

信義學堂未來也將持續提供免費講座，以知識為基石，與各方夥伴攜手合作，繼續對社
會傳遞美好的價值。

《漂亮家居》雜誌
張麗寶  總編輯

「此次採訪更加體認到只有產業

發展健全有前景，身為產業鏈之

一的企業才能獲利，只有兼顧經

營能力與社會責任的企業才能形

成善的循環。」

由於信義書院的推動，使商學院從大學部至碩博班各層級都有企業倫理課程，在國內算是相當
領先的角色。書院也和CSRone合作建置資料庫，讓有興趣的師生能夠投入研究，可望帶動產
官學界重視企業倫理與永續發展。我們也提供補助給教師撰寫企業倫理相關的個案教材，產出
本土化的個案；除了供商院教師上課使用外，許多外校老師也會向我們購買、使用個案教材。
這些持續累積的資源，對於企業倫理的授課與研究皆有相當大的幫助。
「在研究與教育方面，信義書院累積了很多豐富的資源，讓有志於此的教師們可以善加應用、進而推廣，

使產官學界能夠更加了解企業倫理的價值。」

2012年書院成立之初，先從收集資訊、設立倫理課程做起。2013年納入碩博士學生，使企業
倫理課程成為全院共同必修，真正讓每個階段的學生都能夠上到企業倫理課程，可說是一項里
程碑。書院也透過個案研習營、全國教師培訓，培育更多師資。2017年許多外校提出期望能
有對應入門課程的教材，因此現階段我們正在逐步建立初階與基層人員會遇到的倫理議題個案
教材，並持續推廣。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我們和外部企業的合作機會逐漸增加，「增加外
部影響力」將會是我們未來的發展重點。
「信義書院的成立，不僅是在學生的心中種下一顆種子，亦促進更多的教師投入企業倫理的教學與研究。

對於企業，我們也扮演了整合資源的角色，一起提升共享價值。」

研究主任 劉世慶

專案管理 陳嘉純

重點專案三 重點專案四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每年持續舉辦的全國企業倫理教師營，以教學相

長方式激發國內企業倫理課程教學的創新，2016

年夏令營及冬令營參與教師共74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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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亦與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合辦「2016年第

六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透過賽前工作坊課程、微電影拍攝，讓學生了解企

業倫理觀念與實務運作現況，落實倫理紮根。

董事長專欄
周俊吉董事長將個人對企業實踐倫理運用之觀察，定期透過經濟日
報、工商時報、中國時報及遠見雜誌等大眾媒體，以專欄方式與各
界分享觀念及想法，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廣與實踐。2016年集
結124篇專欄文章，出版《還可以更努力：周俊吉的幸福哲學》一書。

 了解更多：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http://www.cbeea.org.tw/

 影音連結：微電影競賽獲獎名單

http://cca.yuntech.edu.tw/index.php/final

 了解更多：董事長專欄

http://www.sinyi.com.tw/about/chairman.php

 影音連結：《還可以更努力》- 周俊吉談CSR永續經營發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Qs-pgzJ0k

重點專案一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行義文化出版社自1996年起每年出版當年度「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

秉持客觀嚴謹之態度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為產官學界了解房地產趨勢及

產業變化的重要參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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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政大合作編撰出版。2015年適逢年鑑出版20週年，

信義房屋將歷年所累積的年鑑資料全數授權給政大信義不動產中心規劃統籌

運用，充分結合學界資源，供有志於台灣房市研究之人士參考。2016年出版

第21冊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邀集產官學共24位專家撰寫，也進一步收錄當

下房地產發展關鍵議題，如社會住宅政策座談會實錄、公辦都更推動方式調

整建議、促參法BOT未來推動方向等。並將年鑑贈與不動產相關學系所屬大

學圖書館查閱研究，為健全產業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了解更多：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ncscre.nccu.edu.tw

產業發展其他主題 居住正義其他主題

利害關係人訪談

漂亮家居總編輯回饋 信義書院訪談

主軸一

主軸二

社區營造 主軸三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主軸四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企業倫理推動

主軸一

主軸二

社區營造 主軸三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主軸四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企業倫理推動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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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活動

重點專案

4.2.4 社會公益與捐助
執行目標 

關懷弱勢族群 
提供銀髮族、兒童、婦女、新住民等各族群生活、
急難協助 

獎助學計畫 
提供信義至善獎助學金、立賢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等，協助學童順利完成學業 

重點績效 

80 個單親新住民家庭 
信義公益基金會提供 211 位單親新住民每月 2,000
元租屋補助 

4,587 位學童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 17 年來累計贊助 4,587 位信義
鄉學童共 1,205 萬元 

行動方案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貼計畫 

不老新生活共好計畫、老年憂鬱防治計畫 

辦理各類獎助學計畫，協助學童完成學業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了解更多：老年憂鬱防治計畫http://www.happyaging.tw/

 了解更多：信義房屋邀請棒球巨星為學童加油打氣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newsCt.php/8543/2

 了解更多：【多陪一里路】信義房屋邀請您「一起用鞋盒，讓社會更諧和」
 http://www.goh.org.tw/mobile/news_detail.asp?PKey=aBTPaB33aBOUaB36aBSYaB30&Class1=aBHMaB31

我們的承諾

企業社會責任首要「看見社會的需求」，再藉由企業的力量，群策群力

將有限資源提供給需要的人。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台灣人口

產生結構性變化，「新住民」及「銀髮族」的數量增加，也產生了我們

必須共同面對的社會新議題。

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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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運用資源，將愛心化

為具體行動，提供缺乏社區意識的偏遠地區或遭受社會結構衝擊的弱勢族

群及時的關懷與協助，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理念。

居住正義其他主題重點專案二

政策溝通
2016年協助營建署調查住宅需求動向問卷調查，分於1月、6月協助蒐集各400餘份問卷，內容反映購屋者需求屬性，
做為政府擬定政策及產業分析參考依據。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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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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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社會住宅」及「房地產持有稅制改革」研討會，各有173人、187人參加。
兩主題皆為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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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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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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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參加台北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協助市府
調解各類型消費爭議案件。
2.為維護市容與消費者購售屋權利，代表協助會員與市府溝通協調，以確立安全完整廣告刊登原則，裁罰業者金額顯
著減少，消費者權益更獲保障。
3.任全聯會法規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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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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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代表公會參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法會前會。

舒壓兼做公益、月亮公
車、認養信義廣場、銀

髮友善好站。

針對不同族群，我們規劃各類專案，提供關懷與協助：
新住民---單親新住民租屋補貼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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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髮族
1.不老新生活共好計畫：向關注高齡者與新住民議題的大眾，分兩階段徵求創意構想及行動方案，包括終身學習、文化交流、世代
共融、其他等四面向。
2.老年憂鬱防治計畫：與董氏基金會合作，辦理「無憂老化」老年憂鬱防治座談會、憂鬱症篩檢日宣導活動、製播宣導影片、
刊載精神科醫師專欄等，宣導「無憂老化」防治老年憂鬱。

信義公益基金會
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信義公益基金會提供受衝擊的新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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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租屋補助、醫療補助、憂鬱防治、清寒助學、急難救助等。

●台大金山分院骨密儀優免檢測：補助北海四區65歲以上中低收入長者免費、一般長者半價優惠接受骨質密度檢測。
偏鄉學童或罕病學童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2000年起針對南投縣信義鄉19所國中小學，家境清苦、單親或遇重大家庭變故之學生提供獎助學金，
協助學童安心向學。至今己邁入第17年，總贊助金額累計1,205萬元，共4,587人。2017年1月初更邀請中華職棒超級人氣球
星林智勝親自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頒發。

了解更多：http://csr.sinyi.com.tw/society/other.php

●立賢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火炬助學計畫：每年提供24,000元清寒獎學金給10名隔代教養或單親新住民家庭的高中職學生，
幫助他們完成學業，繼續追求升學或進入專業職場的夢想。
●「紅鼻子醫生」計畫：與沙丁龐克劇團合作，於台大兒童醫院兩人一組、每週兩次即興演出，使病童與家屬重拾歡樂。
受暴婦幼家庭
●「多陪一里路」公益活動暨愛心義賣園遊會：由信義同仁成立的「菁英會」、「集賢會」、「共榮會」三會，主動邀請勵
馨基金會在2016年母親節前夕共同舉辦「多陪一里路」活動，集結民眾善心支持受暴婦幼生活重建。共捐出1,633個鞋盒的
愛心物資，義賣所得全數捐給勵馨基金會，嘉惠更多受暴婦幼家庭。

重點專案三

信義房價指數及信義不動產評論
信義房屋每季公佈「全台主要都會區房價指數」，讓房地產參與者能有客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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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產官學界應用。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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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界掌握真實且即時的房價動向，反映瞬息萬變的房市脈動，做為信義季房
價指數的輔助解釋工具。此外亦逐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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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房價指數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newslist.php/99/99/

重點專案四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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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
與整合研究資源，提升產學研發能力，亦促進不動產業學術與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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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與雲林科技大學、松山家商推出產學合
作專案，共同設計並導入不動產相關課程；招募四校（中國科技大學、中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紀人員全時實習生；另與逢甲大學、文化大學、屏東大學不定期合作，依據學校的需求提供業界講師授課
，並提供實習機會。
藉由產學合作專案，使學生透過課程與實習互動，廣泛認識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學習不動產相關職務所需的知識技
能，及早進行職涯規劃、提升就業競爭力。

 更多資訊：請參閱「員工照顧－2.2.1人才招募」章節

 了解更多：信義公益基金會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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