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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社會參與

本章重大主題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203間接經濟衝擊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居住正義

「社區一家」計畫獲

在地希望獎
第九屆總統文化獎

全台首次榮獲

Ethisphere
世界最道德企業

連續兩年獲得

社會公益發展獎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AREA)

社會共融獎
第十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亮點績效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多年來信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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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業之初信義便深植企業倫理於日常經營，並與志同道合夥伴
共同推展企業倫理。身為產業領頭企業，信義積極提升產業發展，關注居住正義，提供
政 策 建 議 。 我 們 也 希 望 藉 由 長 期 贊 助 社 區 營 造 ， 將 家 的 概 念 延 伸 到 鄰 居 社 區 城 市 及 國
家，改善人與人之間疏離的互動關係，評估基礎設施投資、服務發展、對社區與當地經
濟產生的正負面衝擊，投入各類資源、打造出社區特有的人文及生態風貌，並結合企業
長期發展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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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長期以來，信義將「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住在有人關心的地方最幸福」。
我們以四大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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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內外部
資源投入，提升企業與產業競爭力，深化倫理價值，期能打造更美好的社會。
除致力於建立誠信的房地產交易秩序外，以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信念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運用信義媒合資源與供需
的核心能力，推廣倫理價值與理念，發揮影響力，創造企業機會與競爭優勢，期利用信義核心價值，達到「信義人→信義
公司→信義社會」之願景目標。

全民社造提案累計覆蓋率
遍及全台362鄉鎮

98 %
2017年信義志工服務共
1,981人次，13,782小時

13,782 小時

「社區」是一個社會基礎的共同生活單位，透過
社區營造促進民眾生活和諧。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
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信義學堂參與聽眾 
16,692 人次 750 名學生參與

主軸3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信義持續關注重大產業發展課題，並參與或協辦
產官學活動與政策交流，以健全產業發展。

主軸４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獲得「信義至善獎助學金」獎助。
4,797累積 位學童

「共好行動」啟動青銀共創，
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式。

300 個創意點子

看見社會的需求，信義積極提供弱勢者協助，群策
群力將有限資源提供給需要的人。

22第　　年
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核心目標與願景

管理實績

103-1 103-2 103-3

主軸1　社區營造

2
以住宅租賃、高齡居住空間
為題，共367人次參與

場產業議題研討會

主軸2　企業倫理推動
持續將信義房屋講求「誠信倫理」的信義文化
從企業本身，推廣到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社會參與相關：

P59 社區營造 P61 企業倫理推動 P63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P65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SDG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SDG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SD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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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
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永續原則 ｜ 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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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SDG 8 SDG 10 SDG 11203-2 產 居 企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信義房屋長期透過公共事務部、企研室、策略長室等專責單位推動各項社會參與專案。與各協力單位共同在社
區營造、倫理推動、產業發展、公益捐助等各方面投入資源，結合當地居民、商家及供應商，齊心回饋社會。

信義房屋以「社區營造」、「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企業倫理推動」及「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四
大主軸實踐社會參與的願景目標，並依據LBG指引計算各主軸的貢獻投入，2017年信義房屋投入社會參
與的總計貢獻為 61,864,119元（含管理成本）。

註1 / LBG為任何企業了解其對產業和社會貢獻差異的一套衡量標準，提供企業能夠與其他企業進行比較並研擬社區參與計畫的戰略評估。

為了持續且有效管理社會參與的資源投入與產出，2018年我們導入LBG (London Benchmark 
Group)指引  的系統化分析，並通過LBG查證。藉由評估量化的社會投入與產出效益，將有助
於未來社會參與的資源分配效率提升及計畫規劃持續發展。
我們依據LBG衡量架構下，推動社會參與貢獻的三個動機「慈善捐助」、「社區投資」及「商
業活動」進行社會參與貢獻開展與評估（不含管理成本）。

註1

LBG架構
社會參與

三動機

社區投資

31.2
慈善捐助

22.5
商業活動

0.26

社區營造
現金：全民社造活動經費、信義志工推廣經費、社區商耕活動
人力：信義志工、全民社造、社區商耕活動投入人力

29.2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現金：贊助公協會經費、產業研討活動經費、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經費、台灣
地區房地產年鑑經費、信義房價指數經費

4.6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現金：月亮公車、社會公益相關計畫經費贊助4.9

管理成本
社會參與相關計畫員工投入、公共關係及溝通費用、經營成本等7.9

企業倫理推動
現金：信義書院、信義學堂、各院校產學合作發展基金、研究教學贊助等
人力：信義學堂投入人力
實物：信義學堂場地與設備投入

15.3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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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因社會參與專案並提供免費無償服務或物品，進而
產生「放棄收入(revenue foregone)」總計 2,328,000元。

管理成本13%

47%

8% 社會公益回饋捐助

25% 企業倫理推動

7%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社區營造

人力 4%2,691,155 元   |

1%實物388,000 元   |

13%管理成本7,900,024 元   |

82%現金50,884,940 元   |

2017年社會參與投入
總計 61,864,119元

產出效益

外部效益內部效益

傳達『以人為本』的品牌價值，
堅持「從人性關懷服務」出發的經營本質。
持續回饋社區，與社區維繫緊密關係：
藉由提供日常服務建立與社區住戶良好互動
關係，形成良性循環，創造競爭優勢。
鼓勵『手心向下』的信義志工：
推動「信義志工活動」，使參與活動的同仁
深切感受「手心向下」服務精神，進而展現
在客戶服務作為中。
培育企業儲備人才：
透過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計畫、實習生計畫
及獎學金計畫，傳承專業知識並傳遞信義房
屋「以人為本•先義後利•正向思考」之經
營理念，為企業儲備專業人才。

推廣信義文化與強化國際影響力：
藉由與北京大學合作成立「信義文化研究中心」，探索企業倫理研究，推
動於企業經營實踐倫理精神。2017年底舉辦信義講座，邀請許士軍教授、
杜維明教授、周俊吉董事長三位講者暢談「儒家傳統與企業家精神」，吸
引各地聽眾熱烈參與。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持續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忠實紀錄台灣房市發展軌跡。與
政大合作成立「不動產研究中心」，深化不動產教學研究，舉辦數場議題
研討會分享專業經驗。
發揚終身學習的殿堂：
「信義學堂」開啟知識大門，迎接來自四方積極學習的聽眾，傳達共創、
共學、共好的精神，成就真善美的社會。
療癒系裝置藝術：
響應北市府「世界設計之都」理念打造的「幾米月亮公車」，為北市角落
一隅帶來暖暖的舒心療癒。
喚醒全民參與社區營造：
推動「全民社造計畫」，促成全民參與社造，嘉惠眾多社區發展，讓社區
更幸福，為台灣這片土地做出貢獻，邁向台灣一家的理想。

社區與社會
總計連結174,136人次
並帶動89團體共同參與活動。

企業
總計2,267人次同仁利用工作
時段參與活動；另有470人次
同仁利用總計3,760小時的個
人休假時數自主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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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社區營造   |   主軸2：企業倫理推動   |   主軸3：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   主軸4：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對應的重大主題

203 間接經濟衝擊

我們的承諾
我們將透過社造持續散佈關懷的種子，將每個人的關心範圍，從自家門口
放大到社區街廓，最終延伸至整個台灣。

對信義的意義
為了讓社區、社會更好，我們希望藉由長期贊助社區營造，將「家」的概念，
延伸到鄰居、社區、城市及國家，改善人與人之間疏離的互動關係，打造出社
區特有的人文及生態風貌。

主軸１ 社區營造

2017年目標

98%
累計提案覆蓋率
目標360個鄉鎮市區參與提案

45%
大專院校提案
擴大參與族群廣度、鼓勵大專青年參與

小時 / 志工時數
1,800人次參與

12,000

評估結果

98.36%
累計提案覆蓋率
全國368個鄉鎮市區中，已累計362處提案

49%
大專院校提案
161所大專院校中已累計有79所提案

13,782
小時 / 志工時數
2017年信義志工共1,981人次，13,782小時。
2007-2017年已累計達18,080人次，134,508
小時。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責任

資源
每年2,000萬元投入社造
現金：社區一家活動經費、信義志工推廣經費
物品：免費帳篷贊助社區辦理活動
人力：信義志工、全民社造執行人力
知識：全民社造官網、社區一家粉絲團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
依據提案審查結果合理分配資源，審查委員
包括評審團、提案者、社會大眾

如何管理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社區一家」計畫榮獲「2017年第一屆CSR影響力獎-社會貢獻影響力
獎」殊榮。此由PwC Taiwan與坎城國際創意節共同設立之獎項，鼓勵企
業將創意融入CSR實際作為以增加影響力。信義房屋將13年來推動「社區
一家」計畫歷程紀錄濃縮為2分鐘CSR個案影片，充分展現社會貢獻影響
力而獲獎。

年度亮點　  

      了解更多
CSR影響力獎活動網站：https://csrconsulting.wixsite.com/csrimpactaward

信義房屋以「社區一家」計畫十三年在地耕耘，榮獲2017年第九屆總
統文化獎「在地希望獎」類別殊榮，成為第一個獲得總統文化獎肯定之
民間企業。這不單是給予社區一家計畫的肯定，更是企業實踐公益、回
饋台灣社會紮根行動最好的典範。
公共電視團隊親自走訪、精心拍攝紀錄片『信義房屋:地•方』，紀錄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豐富的社區故事，將社區一家善的影響力擴散到
全台灣。

      了解更多
『信義房屋: 地•方』影片：https://www.ptsplus.tv/video/2-2018444-1-4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獲總統文化獎 十三年深耕台灣　行動紮根在地希望
  http://www.sinyi.com.tw/about/stone-content.php/406

  總統文化獎得獎專輯：https://www.pts.org.tw/DiChiaLa/P4.html

年度亮點　   

長期投入社造工作，唯一榮獲總統文化獎之民間企業

第一屆CSR影響力獎-社會貢獻影響力獎

203-2 SDG8 SDG10 SDG 11103-1 103-2 103-3

客戶關懷 社會參與 附錄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https://csr.sinyi.com.tw/

https://www.ptsplus.tv/video/2-2018444-1-4





60

特定行動

行動方案1：
推出第二個十年的全民社造行動計畫，號召全民一同參與
鼓勵社造理念從小紮根，新增國小師生組

行動方案2：
整合集團力量，串聯公、私部門資源，強化社會影響力
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合作

「社區一家」計畫自2004年持續至今，已成為國內單一企業支持最久、規模最大的社造行動。2015年起展開第二個十
年的全民社造行動計畫，更期待延續前十年成果，讓社區營造成為全民運動。
2017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748件提案，由評審團遴選出221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累計至2017年收到8,799件
提案遍及全台98%鄉鎮市區及45%大專院校，計有1,960件通過審查獲得獎助。
推動13年以來，看見社會的轉型、時代的變遷，提案種類亦由最早的單純改善社區硬體環境，推移到人心互動，再自
發性的投入文化傳承。也因近年來參與社區的年齡層降低、族群也愈來愈廣，例如：青年返鄉運用科技創造在地商機、
新住民參與社區共好、小學生愛鄉愛土地的實際行動等。有如此豐碩的成果，正是因為「人心之所在，即是家園」。未
來信義房屋亦持續將社區一家理念逐步推展，也希望全民一起來做社造，讓社造成為台灣社會昇華的柔性力量。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了解更多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http://www.taiwan4718.tw/index.php 

2017全民社造起跑記者會   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newsCt.php/8687/1 

2004-2014：社區一家行動計畫／2015-2024：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信義志工服務行動」2007年開始廣邀集團同仁共襄盛舉，依據社區的實際需求，結合企業的本業核心能力給予社區
所需協助，涵括內容多元，例如：電腦軟體的操作應用、偏鄉孩童故事陪伴、與銀髮族互動、水質淨化工作、協助社區
海岸防汛、有機農業採收協助等，具體實踐社區一家的共好精神。每月針對有服務需求的社區舉辦至少二次志工活動，
通常只要一發布招募活動通知，即迅速額滿。
2017年共執行28場次信義志工服務，1,981人次，13,782小時。自2007年起，總計已累計18,080人次、134,508小時
的志工服務，持續長期回饋社區。

信義志工 藉由信義同仁實際服務行動，走入全國社區

         了解更多     |   信義志工紀實  http://www.taiwan4718.tw/news_list.php?class_item_id=9&nowpage=3&tenpage=1

志工心得

中和社區發展的公益文物館及周邊環境的營造非常
用 心 ， 藉 由 這 些 努 力 讓 居 民 生 活 的 環 境 變 得 更 美
好。信義志工在社區的指導之下，重新粉刷了文物
館的牆面，令人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希望有機會能
夠再到社區服務，完成更多的社區營造工作。

關埔店 王九思 協理 

這次非常感謝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給我們中一區這
個機會，讓我們能為社區盡一份心力。永續發展協會致
力於長者、社區弱勢與外配媽媽的服務，這幾年也為了
照護長者，建立了許多照護中心，這份努力讓我們著實
感動。我們也會秉持著信義手心向下、回饋社會的精
神，一起為四月份的嘉年華活動盡一份力。 

中一區 廖慶洲 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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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重大主題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我們的承諾
永續發展目標(SDG)目標4，為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透過文化推廣與社會教育，讓傳統「信」、「義」精神，重新注入社會、企業與個人，進而端正社會風氣，提升生活品質。

對信義的意義
多年來，信義除以高標準深植企業倫理於日常經營外，更集眾智、合眾力，結合眾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團體，共同推展企業倫理於
台灣紮根，建構信任行義社會。

主軸2 企業倫理推動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信義學堂、信義書院、中華企業倫理教育
協進會

責任

資源
現金：信義書院、信義學堂、各院校產學合作
發展基金、研究教學贊助等
物品：企業倫理書籍出版、研究教材發展
人力：信義學堂、信義書院、中華企業倫理教
育協進會等執行人力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信義學堂-問卷滿意度調查(每堂)

如何管理

97           場免費講座
信義學堂2017年講座共16,692人次參與

持續進行

65           位師資
2017年全國企業倫理教師營夏/冬令營
培訓教師

持續進行

80           位師資
全國企業倫理教師營夏/冬令營目標培訓教師

100
信義學堂朝每年舉辦百場講座、超過1.6萬
人次之目標邁進，提升影響力

場講座 萬人次1.6+

2017年信義房屋以「深耕企業倫理、
建構信任行義社會」再度榮獲有永續
諾貝爾獎美譽的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AREA, Asia Responsible Entrepre-
neurship Awards)「社會公益發展
獎」之肯定，成為台灣唯一獲獎之不
動產業者。信義長期推動企業倫理，
鼓勵民眾參與社區事務、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獲得國際肯定。

《深耕企業倫理、建構信任行義社會》榮獲「2017年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年度亮點　  

      了解更多   |   https://enterpriseasia.org/area/projects/sinyi-realty-inc/　

2017年，信義學堂以「『野望影展』傳達環境關懷，攜手共創倫理教育新
時代」為題獲獎。倫理一直是信義房屋的核心價值，「信義學堂」定義為
企業社會責任推廣交流平台，並持續與志同道合的外部夥伴合作以提升綜
效。每年舉辦的「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藉國際級影片與信義學堂攜手
共創永續學習旅程，提升社會對倫理價值與環境議題之重視，同時呼應永
續目標與信義永續策略，以及近年低碳創新主軸。

信義學堂榮獲「第十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社會共融獎

年度亮點　  

      了解更多
       野望影展    http://www.wildviewtaiwan.org.tw/festival　

企 SDG 4 SDG 10103-1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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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專案
擴大社會教育影響力    透過社會教育提升倫理消費觀

信義學堂以六大主題規劃系列課程，促進大眾對企業倫理、人文生活、環保意識
、社區關懷、居住空間、幸福家庭等議題更多關注。自2011年4月起已逐漸成為
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學習品牌，持續在文化倫理教育之長期推動累積成果。
2017年繼續與台灣野望傳播學社合作，在信義學堂舉辦第七屆野望影展首映會，
以「親子」為主題展開為期一年的影展活動。此外，延續2016年「預見幸福社計
力」議題，進一步與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CSID)合作兩季度六場活動，將設計
專業知識普及化。全年共舉辦97場講座（包括兩場音樂會），16,692人次參與。
平均每場講座近200位聽眾。歷年累計613場，參與聽眾已近10萬人次。

信義學堂

      了解更多  ｜  信義學堂   http://www.sinyischool.org.tw/index.php

深化倫理教育    增加修課規模與課程層級

2012年信義房屋與政大商學院共同創設以「企業倫理」為中心思想的「信義書院」，藉由倫理教育、研究、推廣，培
育未來企業人才，從教育體系源頭注入更多對倫理的關注。
教育：信義書院協助政大商學院規劃院內各專業領域倫理課程，成為全國首創將企業倫理設為院必修的商學院。2017
年底通過將碩博士企業倫理必修課從0學分調整至1學分，並於2018年實施，提升課程資源與深度。
研究：補助國內學者撰寫企業倫理論文與個案，系統化提升研究質量。2017年共補助5篇論文、7篇個案、1件科技部計
畫。薦送教師出國短期進修，舉辦工作坊、教學技巧精進分享會。書院研究團隊亦將研究成果撰寫論文並投稿期刊。
推廣：與劍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國際校系進行交流，和企業合辦論壇講座、實習專案、參訪及職涯活動。2017年
提升外部影響力，綠色和平、聯合利華、遠見雜誌等許多外部單位主動洽詢合作。

信義書院

      了解更多  ｜  信義書院   http://www.syschoo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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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課程教學創新，2017年夏令營及冬令營參與教師
共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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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與長榮大學合辦「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倫理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藉由賽前工作坊與微電影拍攝，使學生
理解企業倫理觀念與實務。總計138隊報名參賽，個案分析組68隊、微電影組70隊，共750名學生參與；最終兩組分
別選出前三名及佳作六名。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了解更多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http://www.cbeea.org.tw/        影音連結：競賽網頁   http://sites.cjcu.edu.tw/2017be/home.html

累積企業倫理教育資源  培育企業倫理師資，建立交流平台，提升研究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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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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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3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
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責任

資源
現金：贊助各公協會經費、產業研討活動經
費等
物品：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人力：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政大商學院
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執行人力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講座問卷回饋

如何管理

22第           年 
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出版2017年鑑，並收錄年度房地產發展關
鍵議題

持續進行

2         場產業議題研討會
協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住宅租賃、高齡
居住空間之研討會，共計367人次參與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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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時發佈房地產年鑑
每年持續忠實記錄房市軌跡

2017年7月，亞洲不動產協會(AsRES) 與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CREC)
在台中盛大舉辦聯合年會，每年皆安排世界重要不動產產官學界人士進
行專題演講、主題圓桌論壇及博士論壇。本屆特別邀請2013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Robert J. Shiller教授擔任論壇主講人。政大
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陳明吉教授擔任2017年亞洲不動產學會主
席，並舉辦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負責志工招募、工作規劃與訓
練，研究員配合活動時程投稿專欄與新聞稿。信義房屋除贊助活動經
費，並參與分論壇「房價指數編制與應用」之與談。此次年會聚集世界
數十國不動產優秀學者蒞臨，近500位外國人士參與，為台灣不動產研
究者提供豐富的經驗與資訊交流機會，不僅促進產業、研究升級，亦建
立日後交流網絡。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GCREC) 暨亞洲不動產協會(AsRES) 2017聯合年會」

年度亮點　  

      了解更多

《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2017年會專刊》（2017.09）
http://www.gcrec.net/doc/GCREC_2017_Newsletter.pdf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居住正義SDG 10產 居 SDG 4 SDG 8 SDG 11103-1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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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專案

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持續發佈房地產年鑑及信義房價指數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出刊邁入第三個十年的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邀集產官學專家撰寫，秉持客觀嚴謹態度，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與當下
房地產發展關鍵議題，為產官學界了解房地產趨勢及產業變化的重要參考資料。2017年出版第22冊，並將年鑑贈與不
動產相關學系所屬大學圖書館查閱研究。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了解更多  ｜  歷年年鑑  http://www.ncscre.nccu.edu.tw/index.php?controller=yearbook&actio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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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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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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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更即時的房價動向，做為季指數的輔助解釋工具。
並逐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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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房價指數及信義不動產評論

政策溝通   提供專業建議，協助政策擬定

住宅需求動向問卷與政策座談

2017年分於1月、6月協助「營建署調查住宅需求動向問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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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需求動向問卷與政策座談

公會產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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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市府調解各類型消費爭議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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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任全聯會法規委員會委員與北市公會法規會副主委：協助經紀業研討服務報酬計收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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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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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公會參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法會前會。

公會產業代表 熱門議題研討會

熱門議題研討會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推動住宅租賃市場升級」及「迎接高齡社會-居住環境規劃新思維」論壇，各有
193人、174人參加。兩主題皆為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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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產學合作   持續與各校系合作實習或不動產課程等專案

與各校系合作規劃實習計畫、設計不動產課程，提供業界講師、企業參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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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

      更多資訊  ｜ 請參閱 P40「員工照顧－人才發展與培育」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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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重大主題

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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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4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信義公益基金會

責任

資源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每年贊助525,000元
現金：信義公益基金會活動推廣經費、助學獎
學金、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急難救助金等
物品：捐贈愛心物資、醫療器材、烘焙設備等
人力：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等合作單位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依各計畫申請辦法

如何管理

300                個創意點子
「共好行動」青銀共創，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式

持續進行

4,797                        位信義鄉學童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18年累計贊助4,797位學童

持續進行

獎助學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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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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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鼻子醫生計畫」在萬聖節舉辦「小南瓜奇幻PARTY」，信義志工
亦加入紅鼻子醫生行列與小朋友互動，並透過網路募集各式萬聖節道
具，共同度過難忘的萬聖節。

萬聖節「小南瓜奇幻PARTY」

      了解更多
       活動報導   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newsCt.php/9686/1

2017年的「321國際森林日」，信義公益基金會與嘉義大學園藝學所共同攜
手，為台南市新營區姑爺里的「紅蟳先生紀念公園」舉行揭幕典禮。
座落在台南新營區姑爺里的1.2分土地，是由信義公益基金會林信和董事長
無償提供，邀請嘉義大學共同規畫，以社區營造及樂齡照顧為主軸，提供當
地居民一起種樹、養護及使用，也鼓勵更多社區投入種樹運動。希望闢建具
有在地特色的森林公園，成為長輩活動新據點，打造高齡友善、低碳永續社
區的新典範。

舒壓兼做公益、月亮公車、銀髮友善好站  

紅蟳先生紀念公園：推廣環境永續，種下綠色社區營造據點

年度亮點　  

其他公益活動

      了解更多
 

活動報導    https://goo.gl/LhNfyQ
321《紅蟳先生紀念公園》揭幕典禮   https://youtu.be/AzkF7LfGu5w

      了解更多    活動內容與成效    http://csr.sinyi.com.tw/society/other.php

年度亮點　  

居 SDG 4 SDG 10103-1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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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專案
信義公益基金會
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信義公益基金會提供新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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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防治、清寒助學、急難救助等。

       了解更多  ｜    基金會官網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方案 :  提供短期紓困的補助費用，降低因家庭變故而造成之經濟壓力。

共好行動
向關注高齡者與新住民議題的大眾徵求創意構想及
行動方案，挹注獎勵金助13項方案具體落實。

老年憂鬱防治計畫
與董氏基金會合作，為國小學童舉辦「銀髮童伴」
體驗身體老化課程；並定期刊載專欄文章。

關懷長者，創意共好

關懷新住民，提供經濟支援行動方案 1

 了解更多  ｜  補助方案  http://www.sinyicharity.org.tw/view/event_detail/event_more_detail.aspx?NOId=1

【利害關係人回饋】   個案主/社工回饋

“我是一個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因為家暴離婚後獨自撫養女兒，上班的薪水不多，幸好女兒很懂事貼心，所以我也很努
力工作賺錢，讓我們的生活更好，本來以為可以申請到政府補助，可是遇到重重困難，真的很感謝基金會給予租屋補助
幫助我們母女，很希望這個補助可以繼續，讓我可以養育女兒長大成人。”    

～39歲來自台東家暴離婚媽媽 (二次申請，與案前夫爭取子女法定扶養權中)

“案主單親獨自扶養一子，面臨經濟、健康狀況等壓力，因為基金會的租屋補貼，能夠順利續住，穩定的租處，協助案
主就業穩定及案子就學穩定，對於案家發展有正向影響。” 

～台灣新住民成長協會曾姿蓉社工

行動方案 2

      了解更多  ｜  計畫簡介       了解更多  ｜  計畫網頁

【利害關係人回饋】   共好行動

“很開心2017年提案更多元，許多跨齡、跨族群的青銀共創，顯見透過『共好行動』的競賽設計，
可以激發更多創意，進而擾動不同群體間對話和參與，打破社會對老年的刻板印象。見證台灣的高
齡方案正走向找回自我價值與尊嚴，跨群體合作追求共好的新模式。”

 ～信義公益基金會林信和董事長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
獎勵信義鄉受921地震影
響的國中小學優秀學童。

紅鼻子醫生計畫
與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合作，於台大兒童醫院推
動 兒 童 友 善 醫 療 ， 兩 人 一 組 、 每 週 兩 次 即 興 演
出，使病童與家屬重拾歡樂。

立賢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火炬助學計畫

提供清寒獎學金給隔代教養或單親新
住民家庭的高中職學生。

關懷兒童健康，獎助就學成長行動方案 3

      了解更多  ｜  授獎報導

      了解更多  ｜  計畫介紹

【利害關係人回饋】   「紅鼻子醫生」計畫 家屬回饋

“我的兒子因病住院，昨很巧的遇到劇團的人，兒子也很剛好
的被挑上，他們演了一齣劇給我兒子看。雖然當下他沒有做太
大的反應，不過事後一直比著劇團剛演出完的地方，像是說著
還想再看。 我很感動，非常謝謝你們”   

 ～吳小姐     

“小寶好愛你們喔~真的謝謝你們的陪伴，讓小寶
後面的人生增添色彩和歡樂，謝謝你們每一位!”   

 ～葉小姐     

針對不同族群，我們規劃各類專案，提供關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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