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能透明揭示每筆不動產交易的碳足跡，我們進一步申請碳標籤*，讓消費者能夠更清
楚了解信義房屋在減碳方面的努力，進而提升對於品牌的信任感。同時也讓我們能夠
據以分析服務過程中每一個活動的排碳量，找出最大耗能之活動點，以此創新，有效
達到綠色創新目標。2016年我們已順利取得「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碳標籤(碳標字
第1616812001號)，2017年各分店將陸續在分店及行銷物上張貼碳標籤圖示。
*碳足跡 標籤(Carbon Footprint Label)，又稱碳標籤(Carbon Label)或碳排放標籤(Carbon Emission 

Label)，是一種用以顯示公司、生產製程、產品（含服務）及個人碳排放量之標示方式，指一項產品

或服務從原料取得，經過工廠製造、配送銷售、消費者使用到最後廢棄回收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所產

生的溫室氣體，經過換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的總和。出自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5.1 氣候變遷因應作為與風險機會評估
「氣候變遷」攸關各國的永續發展和人類物種的存續，是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急迫挑戰，也對民眾的居家生活造成相當的

衝擊。2015年底在法國巴黎召開UNFCCC第21次締約國大會(COP 21) 通過備受全球期待關注之「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這項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協議，希望讓各國自行提出未來減碳計畫與目標，並對解決暖化問題而有責任感。

房仲業雖非碳排放量大的產業，且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法規或協定都無納入房仲業，但由於消費次數少，卻行銷活動眾多，因

此開始造成民眾關注。有鑒於此，信義房屋近年來除了在公司內部做好基本減碳外，亦積極推動綠色服務，盼望能為產業帶來

正面的影響。

信義房屋重視企業的永續經營，及所處環境的永續發展，依此訂定三大策略，並展開具體行動與做法：一、引領業界標竿，首

創全球房仲綠色里程碑；二、全員參與植入永續DNA，綠能效能雙面兼贏；三、推廣綠色議題，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5.2 服務碳足跡
信義房屋一直以來積極管理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應客戶需求研發各式綠色創新服務。為提升溫室氣體量化之可信度，我們進行

系統分析並量化綠色創新服務帶來的環境與經濟效益，不僅有助於永續發展策略之規劃，也在2014年通過PAS 2050查證。2016

年制定全球第一份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並進一步完成碳標籤申請，以及將取得2016年度碳足跡查證。

5.2.1 制定全球第一份「不動產經營服務」PCR並申請碳標籤
碳足跡為一項活動或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包含產品原物料的開採與製造、組裝、運

輸，一直到使用及廢棄處理或回收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有鑒於國內外尚未有「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Category Rules, 簡稱PCR)文件，信義房屋率先制定房

仲業全球第一份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以供未來相關同業據以計算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我們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碳足跡

產品類別規則訂定、引用及修訂指引」規定之程序，邀集國內與「不動產經營服務」利害相關團體(如不動產仲介經紀、代銷

公協會及業者等)及專家，召開利害相關人研商會議，共同審視修改草案。不僅為全球不動產經營服務樹立典範，亦發揮信義

房屋對於產業的影響力。經審查通過的「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已公告於「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5.2.2 服務碳足跡盤查
2016年盤查引用PAS 2050：2011，並參考台灣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及ISO/TS 14067：2013等三項標準，由

於不同盤查標準間存在部份差異，故在盤查與計算過程發生衝突時，本研究係以「PAS 2050：2011」為主要評估準則 (如一

級活動數據要求、排除門檻、截斷原則、數據有效性及資料保存等)，若主要評估準則未要求時，則參考ISO/TS 14067：

2013之規範。

我們盤查「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自客戶產生不動產買賣、租賃之需求起，直至完成簽約之服務過程中，所產生並排放於大

氣中之溫室氣體量，並藉此排放數據作為日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活動規劃之參考。盤查之溫室氣體種類包含IPCC 2007年第

四次評估報告中所列之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全氟化物、氟化醚、全氟聚醚、碳氫化合物

及蒙特婁議定書所管制之物質等。

透過碳足跡盤查，我們發現2015年派報在買賣交易的碳足跡佔比最高，達40.68%，因此將減少紙張派報廣告設為首要創新

目標。透過此模式所發展出的創新，不只減少營運成本，同時每筆交易也因為碳排放的減少而對社會環境有所貢獻，是個雙

贏的策略模式。在此策略下，信義房屋共推出了數位派報、LINE@生活圈及Top EDM等，帶領房地產業進入少紙化新紀元，

再次改寫房地產業運用創新科技的歷史。

201-2

PCR利害關係人會議 行政院環保署公告PCR-不動產經營服務

※「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碳標籤產品資訊※「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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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家通過
PAS 2050碳足跡盤查之房仲業

全球第一家通過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之房仲業

全球第一家通過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驗證之房仲業

完成全球第一本
不動產經營碳足跡產品類別規(PCR)
全台第一家獲得
行政院環保署碳標籤之不動產業者

成立跨部門綠色管理小組

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實現服務碳足跡管理

開發推播系統及無紙化綠色行銷工具

Green home服務新概念

分店使用綠色產品

力行辦公室作環保

環保教育及環境關懷講座

補助社區一家環保專案

推廣綠色微旅行

種下社區綠色營造據點

導入ISO  20121 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響應環保政策

參與民間、政府及國際環保活動

首創全球房仲綠色里程碑 全員參與植入永續DNA 推廣綠色議題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服務地圖】

註1：產生需求至委託間的行為係屬於顧客
          之個人行為，不納入盤查範疇。
註2：若上述服務階段無提供服務項目者，
          則無須納入盤查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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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fp.epa.gov.tw/carbon/ezCFM/Function/PlatformInfo/FLPCR/FLPCRDoneList.aspx
https://cfp.epa.gov.tw/carbon/ezCFM/Function/PlatformInfo/FLabelProduct/FLProductInfoDetail.aspx?SerialNo=C20160822109


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信義房屋於2016年導入ISO 50001能

源管理系統(含總公司及示範據點)，

期間信義房屋不僅重新檢視相關能

源政策、管理程序外，並針對能源

主機、空調設備等，進行全面通盤

的檢視，期望透過PDCA的流程，精

進在能源管理上的效率，進而達成

節能與降低成本之目的。

透過能源管理盤查及能源設備抽查，我們發現信義房屋總部大樓空調設備為耗能的大宗，其中冰水主機效率或是空調冰水管
路，皆有潛在提升能源使用率的機會。因此，我們於2016年藉此建立了能源基線與能源指標如下：
1.信義房屋總公司及全台各店，以2016年用電量為基線，每年降低1%用電量
2.總公司空調冰水主機，以2016年用電量為基線，每年降低1%用電量
我們針對電力及空調等系統設備，進行暫態之量測，初步分析各項耗能設備的使用現況，提出節能改善方向及評估節能效益。
短期目標將針對幾項節能提案進行評估，逐年列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行動方案進行改善，長期目標將注意評估設備運
轉效率、高效率設備之發展，使能源更有效利用，以達節約能源之目標。

5.2.3 服務碳足跡管理績效 
2015年我們計算信義房屋「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過程中，由原料開採至服務階段的單位服務碳排放量為562.77kgCO2e/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發現服務過程中派報廣告佔所有服務碳足跡的比重最高、對環境造成較大衝擊。因此我們有目標的從

排碳量最大之處著手創新，持續推出綠色創新服務，如數位派報、LINE@生活圈等，將排碳量最高的紙張轉換為數位工具，

以有效降低每筆交易的碳足跡，讓每筆透過信義成交的交易，都能對降低環境衝擊盡一份心力。

2016年的盤查結果，每筆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的碳排放為505.91kgCO2e，其中原物料階段228.77 kgCO2e (45.22%)、服務

階段265.28 kgCO2e (52.44%)、廢棄物階段11.86 kgCO2e (2.34%)，相較於2015年，我們共減少10%的碳排放量，提前達

成2017年碳排放量減少3%的目標 (訂定基準年為2015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之單位服務碳排放量)，成效令人欣慰！

故2017年我們重新訂定綠色目標，期望2020年每筆交易碳排放量能再減少5% (基準年：2016，kgCO2e/每筆不動產仲介服

務)，希望我們努力不懈的實際行動，能有效帶動實現「低碳社會」的正向力量。

冰水主機及冷卻水塔效率量測 信義房屋能源政策 信義房屋進行ISO 50001教育訓練
（2016年5月）

5.3 溫室氣體盤查

5.3.1 能資源管理措施
總部大樓引進日本UBITEQ能源管理系統

全球經濟持續成長，對能源之需求與日俱增，使能源成本相對上升，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再加上氣候變遷造

成的減碳壓力，能源節約遂成為國際間重要發展議題。信義房屋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導入日本UBITEQ BE GREEN Next（

UGS）能源管理系統，2012年8月開始設計規劃，2013年第二季裝置完成並啟用。

執行方式：引進可視化服務和空調、照明控制使能源資訊通透化，以達成最佳的能源使用。

305-1 305-2 305-3 305-6 305-7 3 12 13

分店使用節能、環保標章之產品

● 資訊設備採購環保標章或節能標章之產品

● 使用綠建材或環保標章建材

● 租用環保標章之影印機

● 使用環保碳粉夾 

● 營業據點使用環保變頻空調設備 

● 裝設節能燈具

● 營業據點高採光設計減少燈源配置 

● 電力設備定期查檢

(1)電費時間計價：委託專業廠商，對每一營業

據點一年來平均用電數據，計算最佳契約容量，

申請台電時間計價契約容量，以減少電費支出。 

(2)設備定期檢查維修：由專業廠商，每月一次至

營業據點執行「照明設備」、「低壓斷路器」、

「配電箱」、「給排水管檢查」、「招牌」、「

空調設備」檢查。除確保用電安全外並減少因設

備效率不佳造成耗能現象。

信義房屋營業據點以節能LED燈汰換耗能嵌燈

信義房屋營業據點均張貼「本營業場所使用LED照明」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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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溫室氣體盤查邊界及結果

信義房屋七大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疇一+範疇二)

5.3.3 溫室氣體減量績效

信義房屋(總部大樓+營運據點)用電排碳量

信義房屋用人均用電碳排放做為組織碳管理之績效指標，並於2015年重新訂定綠色目標，以2015年之人均碳排放量為基準，

訂下每年減少1%的目標，期望2025年碳排放量能再減少10%。2016年碳排放量減少1.06%，達成目標。

信義房屋(含總部大樓及全台營運據點)歷年碳排放量，依範疇二規範揭露如下表：

5.5 廢棄物管理
信義房屋廢棄物管理，非本公司之重大性議題，我們將廢棄物管理相關作為揭露於我們的企業永續網。

5.3.2 溫室氣體盤查
信義房屋在能資源方面，更自主導入溫室氣體盤查及管理，對於2014、2015年度進行總部大樓溫室氣體盤查，更於2017年
起將2016年度的盤查擴大至全分店據點，進行全信義房屋的溫室氣體盤查及管理。
信義房屋(總部大樓+營運據點)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依據ISO/CNS 14064-1標準要求，本公司之營運邊界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二)及其
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三)所涵蓋。信義房屋2016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6,292.351公噸CO2e。
2016年信義房屋員工差旅碳排放量共約 138,026.81 kgCO2e，範疇包含全球航運及台灣高鐵差旅，航運部分以聯合國國際
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所建置的航空碳排計算器，計算員工旅程的碳足跡，陸運部分包
含高鐵及計程車運輸。各範疇別與七大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如下表所示。

305-4 305-5

5.4 水資源
信義房屋用水量不大，非本公司之重大性議題，我們將水資源管理相關作為揭露於我們的企業永續網。

 了解更多：水資源管理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ter-resources.php

 了解更多：廢棄物管理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ste.php

 了解更多：信義房屋無紙化績效， 請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php

註1：2014年依能源局公告之電力排放係數0.522kgCO2e/度、2015年為0.528kgCO2e/度、2016年為0.529kgCO2e/度

註2：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3版所公告之GWP值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

註3：GWP值主要採IPCC 2006年第四次評估報告

項目/年份
全年用電度數

全年用電排碳量(kgCO2e)
信義房屋人數(人)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kgCO2e/人)
年增(減)率(%)

2015
10,839,135

5,723,063
3,909
1,464

2014
11,584,554

6,047,137
4,059
1,490

-

2016
10,739,269

5,681,074
3,922
1,449

-1.0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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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年) 

 CO2 CH4 N2O HFC PFCs SF6 NF3 總計 生質排放當量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5,700.5594  434.3150  0.6556  18.7927  0.0000  0.0000  0.0000  6,154.323  0.0000  

氣體別占比(％) 92.63% 7.06% 0.01% 0.31% 0.00% 0.00% 0.00% 100.00% - 
類別  設備名稱 原燃物料名稱 結果(tkgCO2e) 

Scope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固定燃燒源  

(指固定式設備之燃料燃燒 ) 

餐廳瓦斯爐  液化石油氣  0.245 [0.004%] 

緊急發電機  
柴油 

生質柴油  
0.555 [0.009%] 

製程排放源  

(皆屬自身所擁有或控制 ) 
N/A N/A 0 

移動燃燒源  

(擁有控制權下的交通運輸設備之燃料燃燒，如

汽車、卡車、  火車、飛機及船舶運輸 ) 

傘形暖爐  液化石油氣  0 

公務車  車用汽油  19.509  [0.31%] 

逸散性溫室氣體排放源 (有意及無意的排放 ) 
化糞池  水肥 434.148  [6.9%] 

空冷設施  HFC-134a/R-134a，四氟乙烷HFC-134a/R-1 18.793[0.299%] 

Scope 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來自於輸入的電力、熱、蒸汽或其他化石燃料

衍生能源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其他未歸類設施  其他電力  5,681.07 4[90.285 %] 

Scope 3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的其他間接排放  

員工通勤  燃料 0 

委 外 工 作 【 維 護 工

作、外購產品】  
燃料/乙炔 0 

廢棄物委外掩埋 / 焚

化處理  
燃料/沼氣 0 

委外運輸【包括原物

料、燃料、產品、廢

棄物】
 

燃料 0 

商務旅行  燃料 138.027 [2.194%] 

合計 6,292.351 [100%]  

目標達成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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