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標已達成
每年持續在能源管理上進行努力，2016年申請了「不動產經營服務」
碳標籤及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人均用電碳排放量共減
少了1% (1,464 kgCO2e→1,449 kgCO2e)。

我們的行動
信義房屋一直以來皆十分重視永續經營及發展，所以除能源管理外，
包括溫室氣體排放及碳排放，皆是我們所關注的。

2016年執行重點
信義房屋於2016年能源管理系統盤查時，已針對多項大型能源設備，
進行相關規劃及評估，未來也會以世界公民自許，於環境友善方面持
續努力。

目標：持續精進能源管理，每年提出一個(含以
上)的能源管理改善方案，達成人均用電碳排放
量(kgCO2e)每年減少1%

能源管理

目標：每年針對客戶需求，持續提出符合企業倫
理的創新服務

創新服務

員工平均受訓時數(小時)    目標：30小時

※資料來源： 信義E學院教育訓練系統(不含線上課程)。2014年不含分店課程。

工傷率     目標：小於5

※工傷率＝(工傷件數／總工作時數) x 1,000,000

569.92 562.77 

505.91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碳足跡(每成交案件), kgCO2e

-1.3% 

-10.1% 

目標提前達成
2014年我們開始盤查碳足跡，希望能於3年內減少3%。2016年碳足
跡較2015年下降10.1%，較2014年下降11.2%，提前達到目標。

我們的行動
在不動產仲介服務中，有大量的紙張作為廣宣品及文件使用，2016年
我 們 專 注 於 減 少 紙 張 的 使 用 ， 使 得 原 物 料 階 段 之 碳 排 放 從
273.33kgCO2e降至228.77kgCO2e。

2016年執行重點
信義房屋專注在推動「無紙化」服務，持續努力用數位工具進行商耕
及廣宣，減少對紙張的使用，為地球一同盡一份心力。

碳足跡 目標：以2014年為基準年，於2017年減少3%

環境保護績效 分   析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上市組排名 

連續 3 年 

目標已達成
於公司治理，2016年我們以保持在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評鑑的最
優級為目標，自證交所開辦此評鑑以來，信義房屋為連續三年獲得最
高肯定，被評選為最優級(上市組排名前百分之五)。

我們的行動
為了持續提升公司治理，公司在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不遺餘力，擁
有業界中少見高比例的獨立董事（席次超過全體董事二分之一），成
員專業、敬業，且功能性委員會運作良好，協力領導公司發展。

2016年執行重點 - 立業精神的實踐
秉持著「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精神，在每一個環節尋求提升之道，
例如季度財務報表及年度財務報表分別提前在一個月內及二個月內公
告，深植於全體員工的企業文化是推動公司持續進步的最大動力。

公司治理評鑑 目標：公司治理評鑑上市組最優級(前5%)

公司治理績效 分   析

目標未達成
由於房仲業務同仁多以機車代步，意外傷害多以交通意外事故居多。
2016年請休工傷假共122人，合計請休1,980天。工傷率為5.26。

我們的行動
對於同仁因公受傷，皆依相關規定核給工傷假，並協助申請勞保職災補償。

2016年執行重點
強化交通安全宣導與訓練，以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並定期進行辦
公場所查檢，確保工作環境安全舒適。

目標已達成
提供客戶更好、更棒的服務，一直是信義房屋的宗旨，在2016年持續
優化數位工具及服務，並延伸服務範圍至大阪、馬來西亞。

我們的行動
創新服務一直是信義房屋極為重視的部份，信義房屋透過日常的服務互動及
觀察，審慎了解客戶需求並依此提供適切服務，期待透過創新服務，使客戶
更滿意。

2016年執行重點
信義房屋推動集團「平台事業」，並於大阪成立支店，並推出裝修寶
創新金融服務，於多個領域持續提供服務。

目標已達成
「以人為本」是信義一直以來的理念。2015年信義推出「離職選擇權」翻
轉勞雇關係；2016年我們擴大辦理教育訓練，務使新人充分理解產業，亦
深化理念傳承，讓各階層同仁應用於日常工作與客戶服務當中。

我們的行動
信義以培養人才為第一要務，提供新人180天培訓計畫。中高階主管定
期區務研習，以理念貫串課程設計。

2016年執行重點
依據同仁不同職涯階段所需能力與知識，規劃相應課程，系統化提升
能力並深化企業理念。

社會共融績效 分   析

社會投入佔稅後淨利比例 (%)    目標：10%

主管領導風格調查      目標：4.0分 (表示滿意)

目標未達成
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信義房屋長期贊助社區營造，系統化推動社
會公益事務。2014起每年社會投入金額皆在6,000萬元以上，佔比則
依每年淨利不同而異。

我們的行動
信義的社造計畫不以單次活動為主，而是長期持續推動社會公益事務，
將「家」的概念推展至社區、城市、以至整體台灣。

2016年執行重點
展開第二階段的十年社造計畫，並持續推展信義志工活動。亦透過信
義公益基金會關懷新住民、銀髮族等弱勢族群。

目標已達成
主管領導風格調查之平均得分自2014年起逐年成長，於2016年更達
到4.04分，顯示同仁對於主管日常帶領、溝通輔導之認同度提升，以
及主管們的持續進步。

我們的行動
每年例行調查，探究同仁對於各層級主管領導方式之認同程度，並將結
果提供予個人及其上級主管參考改進。

2016年執行重點
透過區部主管會議、經營理念研討等，協助主管掌握公司施策重點、
學習領導培育同仁之方式。

社會共融績效 分   析

2014  響應「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Statement 」，希望透

過更多互動，成為全球綠色房仲先驅，對降低環境衝擊盡

一份心力。  

 信義房屋全 分店導入 UGS 管理系統  

2015  進行 ISO14064 -1 溫室氣體盤查與 PAS2050 碳足跡盤查  

 更換 LED 燈、設備…等 

2016  制定全球第一份「不動產經營服務」 PCR 並申請碳標籤  

 與社區團體共同推動綠色微旅行活動  

 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2014  成交行情資訊透明化 

 領先業界推出「數位宅妝」創新看屋服務，讓客戶現場體驗虛擬的居家空間。 

2015  創新 O2O(Online to Offline) 平台「信義居家」，提供一條龍服務。 

 率先推出「3D 互動看屋」服務。 

 取得馬來西亞吉隆坡建案在台代理權，首度跨足東南亞巿場。 

 「全房產平台」計畫，持續投入跨部門整合房仲、代銷與海外不動產三種不動產

銷售領域的通路和業務模式。 

2016  因應數位及網路科技快速發展，推動信義集團「平台事業」。 

 信義房屋不動產株式會社於大阪成立支店，拓展日本地區事業版圖。 

 信義居家與安信建經推出業界首創「裝修寶－設計裝修履約保證」 

 推出數位派報及 Line@生活圈 

 優化官網及行動裝置 app 物件搜尋功能 

 ESG 重點績效  ESG 重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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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得獎殊榮

 58% 證交所 哈佛商業評論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管理雜誌》 《讀者文摘》《30雜誌》

《天下雜誌》 《工商時報》 《今周刊》《壹週刊》

《遠見雜誌》 亞洲企業商會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

《天下雜誌》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6第九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目標已達成
2016年台灣經歷了景氣及政經情勢紛陳干擾，期間稅改政策、高房價、
政府調控及民眾預期心理等因素下，造成房地產市場交易量明顯萎縮。
但信義房屋仍能維持良好營運績效，於2016年達成合併稅後淨利
924,588千元，較去年成長了58%。

我們的行動
面對多變的政經情勢，信義房屋上下一心、精益求精，強本固源於服
務，並深耕商圈與投入人才培育。

2016年執行重點
信義房屋致力提供客戶有感服務，同步優化官網及行動裝置app物件搜
尋功能，更加強整合仲介代銷及海外事業整體通路之「全房產」服務。

稅後淨利   目標：每年持續維持正獲利

經濟績效 / 財務經營績效 分   析

目標已達成
我們在2016年供應鏈管理的第一項目標為--檢核總家數達重點供應商
70%以上，而2016年的檢核總家數為213家，佔重點供應商總家數278
家的76.6%，略微超出預期的達到目標，是積極與各部門宣傳溝通，且
和相關單位攜手合作下落實供應商檢核的共同成果。

我們的行動
源頭管理－與供應商的合作合約中加入人權條款；合作過程中透過供
應商月會、委員會宣導；走動式管理－於發包的地點不定時查巡，以
及電訪調查瞭解供應商服務品質。

2016年執行重點 - 專注在獲得供應商對理念的共識
與供應商分享信義秉持誠信倫理經營才能提供給消費者最好的服務品質
的信念，獲得共鳴後，在後續各項的措施的推動也較容易得到支持。

供應商檢核總家數 目標：檢核總家數達重點供應商70%以上

目標已達成
我們在2016年供應鏈管理的第二項目標為--供應商檢核的合格比率達
100%，而2016年合格率為100%，達成目標。本公司自2013年加入
人權條款，僅於2014年發現代銷部有一家具有顯著實際或潛在對人權
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並有違反人權條款之疑慮，所以當年度供應商檢
驗合格比率為99%，加強輔導改善後，2015年及2016年合格比率皆
為100%。

我們的行動
在檢核後發生有違反人權條款之疑慮情事時，相關部門將協助進行輔
導，並限期改善，始能維持合作，後續也落實不定期實地稽查與輔導，
協助供應商維護服務品質。

2016年執行重點 - 重點供應商之優良案例交流
與相同理念的供應商組成「廠商學習評鑑促進委員會」，透過每月的
例會進行異業交流、觀摩、學習、聯誼等，將優良的服務案例在供應
商間分享。

合格比率 目標：100%合格

供應鏈管理績效 分   析

2016年負面訊息與回應

【負面訊息】違反行銷推廣事件 回應與改善作為

2016年信義房屋委託案件77,051件中，發生1
件「信義房屋因內部系統過濾機制未設定，導致
於網路刊登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違反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約占2016委託案件的十萬分
之一。

信義房屋即時針對內部系統流程機制，進行程序補強，
於系統面確保物件有正確的行銷內容，避免違反相關
管理條例；人員專業面，亦同時進行內部教育訓練及
法規意識宣導，列入教育訓練教材中，增加信義房屋
同仁之法規意識。從系統及人員訓練精進，降低行銷
違法風險。

417-3

公司治理類

客戶服務類

社會共融類

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人才發展獎、社會共融獎、(非製造業)最佳報告書獎

周俊吉董事長獲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
企業公民獎

中堅企業組第一名(連10年)

2016第十二屆企業社會責任獎

服務組楷模獎、幸福企業組首獎
2016傑出公關獎

企業社會責任傑出獎
2016年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社會公益發展獎

金牌服務業調查

房仲類榜首
｢台灣服務業大評鑑」

房仲類第二名
｢服務第壹大獎」

第一名
｢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

第一名 (連9年)

臺灣執行長50強

個人獎項第41名
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公司前5%
2016國家卓越建設獎

年度建築人物獎

「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
房屋仲介業第一名

 (連續23年)

第六屆「Young世代品牌大調查」
最常使用品牌、最想擁有品牌

雙料冠軍

2016讀者文摘信譽品牌大調查

房屋仲介類白金獎

 ESG 重點績效  ESG 重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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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分析全球趨勢，並經社群監控系統等各類管道，蒐集利害關係人關注之永續議題，經內部專家趨勢及衝擊分析，透

過「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依據永續性脈絡、重大性、完整性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進行鑑別、排序、確證、檢視。

首先，鑑別出主要利害關係人，並藉由各內外管道如全球與產業規範標準、社群監控系統、內部專家等蒐集關注議題。其次

進行排序，分析關注程度與衝擊顯著程度，評估永續發展原則，決定重大性。接著進行確證，對照出重大主題，選定對應的

SDGs，並以價值鏈界定主題。最後檢視內容是否符合原則。

信義房屋深化
「該做的事，說到做到」
之理念，使市佔率較前一

年的7.2%提升

全國最高的12萬生育津貼；
累積共將發出3,480萬元之獎勵

金。2016年共出生了217位
信義寶寶(含第一胎及第二胎)

2013年7月起，
我們要求所有供應商合約

都必須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
與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2016年底
信義房屋全公司員工數

2015年3,909人
2014年4,059人

9.6%
市佔率

相較2015年的94.45%
上升了1.1%

2014年91.43%

95.55%
客戶滿分率

台灣433家、中國140家、
日本9課，2016年拓展業務

至馬來西亞
積極展店，逆勢成長

亞洲直營分店

連續三年獲證交所公司治理
評鑑為最優級

(上市組排名前百分之五)
成績優異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組排名
連續23年營收第一

穩坐房仲業龍頭

TOP 1
穩坐房仲業龍頭

582 家

9.24億

稅後淨利

97名同仁

獲第二胎12萬生育獎勵
3,922位

員  工

2016年
1,674人次信義志工

足跡踏遍全台灣

14,335小時

信義志工服務時數 

每人碳排量逐年下降：

減少15 kgCO2e/人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每一筆成交案件碳足跡

全球第一家房仲業取得碳標籤
並通過ISO 50001能源管理，
獨步全球通過PAS2050碳足跡
與ISO14064-1雙認證的房仲業

全球NO.1減少10%
通過碳標籤及ISO 50001

100%
供應商簽訂人權條款比率

2016年
共16,428人次參與

平均每場173人參加

95場

信義學堂講座

延續「保障月薪5萬，
第一個月離職再領5萬」

30天工作鑑賞期專案
持續優化選才育才機制

創新招募方式
5+5萬

2014

11.09
億元 9.24

億元5.86
億元

2015 2016

1,449
kgCO2e/人

1,464
kgCO2e/人

1,490
kgCO2e/人

2014 2015 2016

505.91
kgCO2e/筆

562.77
kgCO2e/筆

569.92
kgCO2e/筆

2014 2015 2016

 

第一步
鑑別

永續性脈絡

永續發展目標(SDGs)

趨勢及衝擊分析

社群監控系統

利害關係人議合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永續性的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2016年利害關係人參與狀況

利害關係人關心程度檢視

公司衝擊程度檢視

重大性

第二步
排序

第四步
檢視

確認涵蓋的主題

主題邊界及報告期間

資訊的完整性

完整性

關注議題

GRI Standards
主題

SDGs
目標

管理方針揭露

指標報告

第三步
確證

同仁

客戶

投資人/股東

供應商/合作夥伴

社會(含媒體/政府/主管機關)

環境

65,012
111,907

290
1,480
1,257

162
180,108

36.1%
62.1%

0.2%
0.8%
0.7%
0.1%

100%

內部

外部

合計

頻率(次) 參與(比例)

重大性分析 102-42 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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