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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鑑別
我們傾聽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追蹤國際永續趨勢，進而形成我們的永續經營方針與策略，以實現我們的永續發展目標。

注意

監測

報導

高

高低

影
響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評
估

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P19、P20 提供更多細節

信義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潛在的機會˙主要風險

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
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P18 說明我們收集的回饋意見

P21、P94說明我們選擇報導的重大主題

信義如何分析重大性
每年信義皆從各種管道收集資訊，以了解哪些議題反映組織的經濟、環境和社會顯著衝擊；
或會實質上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和決策。

我們收集外部利害關係人回饋之意見、研究永續經營趨勢和全球挑戰，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了解潛在機會和主要風險。
我們也從內部經營團隊與各功能單位營運過程中，透過如社群監控系統、內部專家訪談等方式蒐集關注議題。體現在重大性評估
過程中，以確定信義的重大主題。

我們對應GRI準則：全面選項與AA 1000 AS:2008標準已取得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並完成GRI 的關鍵信息審核服務（Disclosure 
Review Service, DRS）以及SDG關聯報告服務（SDG Mapping Service）。

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請參考 P104                GRI審查證明請參考 P97

信義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做出之貢獻
我們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SDGs已
正式成為永續發展策略的共同語言。為消除貧困、促進繁榮與幸福，因應氣候變遷以訂
定明確的目標，在未來十五年內共同邁向永續地球。
企業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方面擔任著重要的角色，我們持續在報告中說明信義對於
SDGs的具體貢獻。 
2016年，我們針對SDGs進行初步對應，對照於GRI內容索引，以顯示我們一直以來努
力回應的永續發展重點目標，並通過GRI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關聯服務（SDG Mapping 
Service）審查。
2017年，我們進一步在本報告中說明信義如何為SDGs做出貢獻，制定更明確的具體目
標，加強對SDGs的報導。

 更多訊息請參閱 P24

102-42 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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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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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7 102-40 102-43 102-44 關注議題內容請參閱P95

詳細議合方式請參閱年報 P43,P44

意義利害關係人 議合方法 頻率 關注議題

投資人不論出資額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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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大會、線上法人說明會、公司年
報、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電話、郵件
或投資人信箱、投資人資訊網站、審
計委員會申訴建言信箱，以及利害
人關係信箱。

即時

各式內部會議、內部溝通平台、員工
溝通信箱、部門服務專線、勞資會議、
EAP同仁協助方案、性騷擾防治專線
1234、課程意見回饋調查、內部問卷
調查。

即時

客戶是公司營收之主要來源，信義以
專業知識、群體力量服務社會大眾，
促進房地產交易的安全、迅速與合
理，而以適當利潤維持企業之生存與
發展。

信義房屋/信義居家/企業永續網站、
信義房屋/信義居家等粉絲團、社區
居家講座/活動/園遊會、信義雙月
刊、客戶外撥關懷、社群監控系統、
客戶意見管道。

即時

企業做為社會的經濟主體，既是經濟
人，同時也是社會人。企業離開社會
便沒有存在的理由，更無發展的空
間。其經營除了為自己創造利潤，還
有一項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是必須
承擔社會責任。信義宣導企業發展應
對於社會回饋的理念，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與利害關係人建立合宜關係，
擴散社會正面影響力。

企業永續網、社區一家/信義學堂網
站、FB粉絲團專頁、企業倫理教師營
隊、全民社造行動計畫、企業永續報
告書、台灣地區房地產產業年鑑、產
官學研討會、法規公聽會、政策座談
會議、房地產稅制課題研討會、信義
招募官網/專線及信箱、新聞稿、記者
會。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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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採購、企業永續信箱及網站、信
義學堂、信義志工、碳管理揭露。 即時

確保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符合信義
理念並使客戶滿意。

供應商會議、估應商衝擊評估與風
險調查、供應鏈管理程序及表單、信
義學堂、社區一家。

不定期

人才為立業之本，同仁是事業夥伴而
非公司資產，必須保障安全的就業環
境，並給予絕對的尊重與關懷照顧，
使其與公司同步成長茁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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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

員工

客戶

社會

環境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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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結果 我們的回應 因應之道

透過各種方式與投資人溝通經營現況，並隨時
蒐集來自投資人的反饋，據此精進公司治理。
我們從信評機構與投資人議合共取得1,019
則回應；2017年股東於股東會提出，期許信義
走出台灣、創造更大價值之需求。

信義房屋回應對投資人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承諾，
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評鑑公司治理最優級，屬於全
台灣公司治理程度Top 5%的上市企業。
為呼應投資人之建議，我們在2017年拓展至馬來西
亞，2018年將至香港設點。

充份溝通並隨時接受員工回饋，據此進行政策
調整及相應之規章辦法。我們收到89,032則
意見，其中多數為關於訓練、薪獎之建議。

擴大辦理教育訓練，務使各層級同仁都能系統性提
升專業素養與能力；第二階段更希望徹底落實企業
倫理，透過密集舉辦中高階主管研習的方式，具體形
塑「集眾智（志）」的企業文化。
此外，信義亦積極研擬薪獎福利相關規章的調整，並
於2018年初進行全公司的調薪。

透過線上、社區面對面商耕、客戶服務調查
等，主動獲得客戶回饋及期待，持續精進客戶
服務。
我們共收集到122,670則意見，發現對租賃、
居家需求有提升之趨勢。

不斷推出引領風潮的創新服務，是提升客戶滿意的
關鍵。信義房屋全體同仁上下一心，積極研發各種得
以充份滿足客戶需求的創新服務。因應居家、租賃、
社區服務需求提升，我們推出相關之社區生活O2O
服務。

透過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及協助政府單位舉辦
座談及問卷調查，共收集37,642則意見；
得知社會大眾關注議題，並據此擬定因應及回
饋方式。

信義持續運用核心能力為社會解決問題，擴展影響
層面。全民社造進入第二階段，除增加線上社群經營
外，更拓展新組別，如大專院校、國小組，同步拓展廣
度和深度，讓全民有更深度的溝通和經營。

每年進行服務碳足跡及溫室氣體盤查，以監測
減碳成效，並透過信義學堂相關講座宣導對環
境議題的關懷。我們收集到6,580則關於環境的
回應，除了碳和溫室氣體以外，利害關係人也認
為我們應該擴及更多元化的環境議題追蹤。

為能降低排碳量最高的行銷DM派報用紙量，我們開
發數位派報。2017年，我們進一步申請永續門市認
證，將永續概念與具體行動推廣至全台400多家分
店與週邊社區。針對水資源、環境管理議題，我們也
申請相關認證，以回應利害關係人之關切。

將人權條款及採購工作倫理，落實於採購及供
應商管理的政策，並持續與供應商溝通並落實
信義房屋的經營理念。
關於供應商，我們共收集1,408則回應。信義
房屋一直以來積極透過與供應商協辦活動凝
聚社區意識，對於社會、環境及經濟皆會帶來
影響。

供應鏈管理持續維持七成以上的抽查比率，以落實
信義經營理念成為供應鏈管理文化的核心。
我們導入ISO20121，期望針對活動永續辦理建立統
一的管理機制與流程，提供能夠減緩負面及增強正
面長期永續的活動管理方式，以永續採購為原則，致
力於永續供應商管理，使供應商更容易依循。
期望未來能有愈來愈多人願意共襄盛舉，發揚信義
精神。

公司治理章節

 
員工照顧章節

 
客戶關懷章節

 
社會參與章節

 
環境保護章節

 
供應鏈管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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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風險與機會 102-15

信義所關切的
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提出了所有國家或企業可能面臨的問題，我們掌握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想法，掌握全球趨勢，由全
球性規範與標準、產業規範與標準等，蒐集永續議題，從中分析我們經營模式對環境、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據以作為重
大主題重要性排序，再從中找出商業機會。

年2017 的變化 信義對環境、社會、經濟
造成的衝擊

因應之道主要機會與風險
對應重大主題

科技的不斷進步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8 客戶隱私

新科技不斷被運用在
各種產業的服務流程
中

科技進步打開提升效率之門，消除社會
經濟和地理障礙，加速服務的效率，及
提升服務的深度與廣度，擴大我們的營
運版圖，而成長也可能會給地球帶來成
本，若無良好的個資與營業秘密保護也
應會對社會造成衝擊。

因應科技進步信義推出數位創新服務，在尊
重地球有限資源的同時，提升企業競爭力，
同時也加強個資營密保護。

信義房屋2017年報P108
信義企業永續網

203 間接經濟衝擊
401 勞雇關係

重視員工意見的表達
與聆聽

沒有適宜勞雇關係會產生社會問題。相
對良好的勞雇關係不僅能吸引優秀人
才，提供社會更多工作機會，也能帶給
社會正面影響力。

我們建置順暢的溝通管道，聆聽同仁意見以
維護良好的勞雇關係。

勞雇關係

員工照顧章節 P40
員工照顧章節 P46

303 水

水資源匱乏的危機提
升

我們的服務流程當中所產生的廢水會對
環境造成衝擊。

因應水資源匱乏意識提升，信義也開始做水
足跡，觀測信義用水對環境影響。

水資源管理

環境保護章節 P74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社會對於多元化與平
等機會的重視提升

沒有提供多元化與平等的機會對社會帶
來衝擊，亦影響勞雇關係而產生社會問
題。

我們建置平等的雇用政策，協助不同群體擁
有平等工作機會。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員工照顧章節 P44

203 間接經濟衝擊
205 反貪腐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社會對於反貪腐的重
視，以及供應商更加
重視公平競爭的機會

秉持誠信及公平的採購原則，並且杜絕
任何貪腐的可能，可以使不同廠商皆有
平等的競爭機會，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
響力，相對當無法公平採購時，或發生
貪腐相關情事，也社會帶來負面衝擊。

我們設立公平採購的相關準則，使競爭得以
公平，將正當經營行為規範加註於合約中，
杜絕貪腐的可能性。

公平採購

信義企業永續網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供應鏈管理 強化供應鏈管理與供應商共好以加強品牌管
理成效。

供應鏈管理章節 P82

供應鏈上的人權議題
受社會重視

供應鏈管理不當會造成品牌負面衝擊，
影響企業永續發展。

201 經濟績效
418 客戶隱私

資訊中斷或毀損與機
密資訊外流風險

網際網路發達，病毒與駭客事件頻傳，
若無妥善的資安保護會造成社會問題，
相對良好個資與營業秘密保護能協助社
會正常運作，對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因應資訊安全風險提升，我們聘請顧問診斷
資訊安全防護可加強的環節，並提升相關防
護措施。

客戶關懷章節P53
信義企業永續網

資安風險

氣候變遷

303 水
305 排放

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
持續提升

營運過程中的能源消耗，以及產生的碳
排放、廢棄物、廢水，對環境產生衝
擊。

因應氣候變遷，我們建構永續房仲新商業模
式，推出低碳創新服務，提升企業競爭力。

環境保護章節 P69
環境保護章節 P71

顧客隱私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8 客戶隱私

法規對於保護顧客隱
私的標準提高

我們服務客戶的過程中，蒐集了很多客
戶資料，對於客戶個資若無嚴密保護會
造成社會問題，相對良好個資與營業秘
密保護能協助社會正常運作，對社會帶
來正面影響。

我們請外部顧問團隊依ISO 27001進行檢視
各控管領域成熟度，並據以提出資訊安全防
護可加強的環節，以提升相關防護措施。

客戶關懷章節 P53

鑑別潛在的機會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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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安全

房市或金融政策

年2017 的變化 信義對環境、社會、經濟
造成的衝擊

因應之道主要機會與風險
對應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影響房市交易量 我們的產業受國家房市及金融政策影響
巨大，若應變不當，也會造成虧損，對
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403 職業安全衛生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同仁交通安全之預防
及處理管理

房仲業同仁需要長期面對在高挑戰、高
壓力的環境下工作，若不能對同仁身心
靈的健康與安全提供全面的照顧，會使
同仁身心受損。

為促進同仁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們提供
完善的方案。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房 仲 工 作 性 質 工 時
長、業績壓力大

同仁無法認同留任，除人才流失影響企
業營運也會造成社會問題。

我們建置友善的工作環境以及優良的福利制
度，促進員工認同與留任。

404 訓練與教育

海外發展的人才需求 人才需求不足會影響營運績效。

大陸土地成本高漲，
不利後續開發事業發展

多國語言人才招募及
養成不易

員工認同與留任

201 經濟績效

海外拓點過高的成本 若成本管理不當，而致營運虧損，將對
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將提供良好薪酬與福利，對外透過多重
管道積極招募優秀人才。

信義房屋2017年報 P108

積極尋找合適的開發夥伴以做好成本管控。

信義房屋2017年報 P109

201 經濟績效
417 行銷與標示

網路異常聲音、媒體
負面事件、消費糾紛
及勞資糾紛之風險

對於聲譽(媒體)風險管控，會影響企業
永續發展，亦會影響同仁穩定生活，對
社會造成負面的衝擊。

聲譽(媒體）風險

員工照顧章節 P49

我們設有專職市場研究的企研室，以研擬因
應之對策。

信義房屋2017年報 P108

員工照顧章節 P48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社會對於居住正義的
重視日益提升

房價高漲及資訊揭露不足讓社會大眾對
於房仲業有負面影響，影響企業永續發
展。

我們透過積極提升產業發展，維護交易的資
訊透明化，減少不平等來促進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

社會參與章節 P63

我們透過各管道揭露消息使各利害關係人能
即時得到公司的消息，對於有報導不實的情
形，我們亦會發布訊息做澄清。

信義企業永續網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社會期望企業能主動
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忽略ESG管理除會失去客戶，亦會對環
境社會帶來衝擊。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我們將我們「誠信倫理」的信義文化從企業
本身，推廣到社會。

社會參與章節 P61

分析結果與因應之道
經過主要機會與風險分析，2017年以科技進步、氣候變遷、水、供應鏈管理之重要度提升，我們也不斷精進，持續推出創
新科技服務與環境友善創新服務、精進供應鏈管理，因應其衝擊並優化我們的服務流程，並據以調整我們重大主題管理排
序，調整我們的經營策略，做出相對應的管理措施，並將上述所分析之風險機會結果，結合利害關係人的議合結果，進入
下一步重大主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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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http://csr.sinyi.com.tw/other/eve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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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重大主題

對照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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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透過各類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共蒐集258,351件回應。

決定重大性
2017年，對信義而言最重要的議題仍然是我們的經營核心：倫理與誠信。我們持續經營「信任」，保障房地產交易安全，
並透過各內外部單位持續推廣倫理價值。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相關議題，如營運績效、企業形象、法規遵循、個資與營業秘
密保護等議題，以及與客戶密切相關的服務品質與顧客權益、交易安全、個資與營業秘密保護等方面，也是確保信義經營
成果與受利害關係人重視的重要議題。
此外，雖然房仲業非屬高用水行業，大部分為同仁日常使用，但因利害關係人之關切提升，因此2017年我們將水資源列入
重要議題，並增加對應之重大主題GRI303水。

高度：91分以上中度：65分至90分一般：64分以下

回應於報告書內文裡或永續網站上不於報告書特別回應 策略及做法詳細回應於報告書獨立章節裡

高

高低

影
響
利
害
關
係
人
的
評
估

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102-42 102-44 102-47

      詳細關注議題：
      請參閱附錄P95。

      詳細流程請參閱附錄P94-96「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利害關係人        投資人 員工 客戶 社會              環境       供應商

重大關注議題

對應GRI重大主題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我們的回應

對應其他重大主題

類別

      公司治理類

     員工照顧類

     客戶關懷類

     社會參與類

     環境保護類

     供應鏈管理類

公司治理章節 員工照顧章節 客戶關懷章節 社會參與章節 環境保護章節 供應鏈管理章節

SDG 13
SDG 4 SDG 8 SDG 4

SDG 8
SDG 3 SDG 12 SDG 4 SDG 8

SDG 10 SDG 11
SDG 8SDG 3

SDG 12
SDG 13SDG 12

201 205 401 403
405 409

404 416 417 418 203 303 305 414

產 居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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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