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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信義企業集團 董事長

一、創新服務型態　形塑產業未來
信義＝「該做的事，說到做到」。所以，如何想在客戶之先，不斷界定
「該做的事」，然後努力「說到做到」，以創造客戶最大滿意，是我們
長久追求的經營使命。
也因此，我們在2017年決定啟動重大專案，盤點組織資源與能量，進而
確立集團2025的發展願景－居住生活產業第一品牌，希望透過線上線下
服務流程串連（O2O）及探索居住生活產業可能服務範疇（住生活）的
方式，帶領集團穩健朝向2025願景大步邁進，並於2018年初，推出改組
後第一項試點計畫－租事平安住宅保障專案。
同時，我們也重新調整客戶滿意度調查方式，不斷提升服務品質，持續
改善服務體驗，使得2017年的總成交件數約比2016成長近一成。

二、「以人為本」　同仁不只是同仁
「以人為本」始終是信義核心理念，每位同仁都是我們服務客戶的好夥伴，與
公司之間的關係遠遠超乎僱傭契約。所以，為提供同仁足以安身立命的就業安
全與發展，我們早自卅年（1988）前起，就固定將每年稅後營業利益的三分之
一發放給同仁作為年終獎金。
也因此，我們2017年的重要施策之一，就是積極響應政府施策及因應組織轉型
調整，決定於來年大幅加薪，平均幅度為7%（業務同仁15%、幕僚同仁5%），希
望同仁在獲得工作專業與成就的同時，也能享有生活無虞的充分保障。

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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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在股東層面，我們力求落實公司治理，2007年成立審計委員會、2010年成立
薪酬委員會、2013年增加獨董席次，超過董事會總席次的二分之一。
2017年，開始安排單獨與會計師及稽核單位溝通、提前溝通董事會重大議案、
參訪重要子公司，第四季更建立獨董提名委員會相關機制，希望進一步提升獨
董功能與董事會決議品質。
各種堅持公開透明與強化董事會結構的做法，也讓我們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評
鑑公司治理最高肯定，名列全台上市公司治理的Top 5%。

《信義企業集團》向來秉持「以人為本」的信義精神，以
「堅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為經營目標，
期能達成與整體社會共生共榮的終極願景。

特別是在聯合國（UN）提出十七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之後，長期努力以世界企業公民自許的我們，
便積極透過對照重要利害關係人與SDGs，周延設計出六項永續策略，藉以
調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建立未來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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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永續管理架構

信義企業集團秉持「以人為本」理念，先義後利，將「信義」精神推己及人至產業、國家、世界。
我們依循信義六大永續原則，繼續發展更完整的事業體系，滿足居住生活服務各方面需求，讓客戶、同仁、公司三者皆
能滿意，並兼顧社會、環境、供應商的長期發展策略，以求生生不息、永續經營。

信義六大永續原則

五、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論點已陸續獲得實證，即便是人均碳排放量相對較低的服務業，也該善盡企業公民
的責任與義務。
總結我們去年努力成果：
(1)透過綠色管理系統，有效減少不動產仲介服務之碳排放量，去年每成交一屋的單位碳排放量為428.46kgCO2e，
較2016年的522.26 kgCO2e下降17.96%，過去三年累積減幅約為24%。(2)2017年全公司去年平均每人用電之碳排
放量，由2016年的1,337公斤降至1,296公斤，年減幅約為3.07%，過去三年累積減幅近12%。
希望我們的努力能成為「低碳社會」的正向力量，最終能有效緩衝氣候變遷對人類生存環境所造成的重大衝擊。

六、「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為力求在營運過程中貫徹企業倫理，自2013年起，公司所有合約強制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與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2015年，供應商人權條款簽訂比例已達100%，並逐年提高稽核抽查比例，2017年抽查比例已逼近九成，已連續三年
達到受抽查廠商100%合格的完美成績。
此外，也持續透過各種供應商共同成長計畫，積極傳遞企業倫理核心價值，並與供應商協力舉辦不同類型的公益活
動，希望能夠影響愈來愈多人願意共襄盛舉，攜手成就信義社會。

以「企業倫理」為核心策略的《信義企業集團》，向來力求從本業穩步向前，發想出各種兼顧重要利害關係人權益的
創新做法，短期企盼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生活產業的第一品牌，長遠則與整體社會、乃至於全人類，共同邁向兼容並
蓄的成長高峰。

四、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系統性進行社會參與－社區營造、推動企業倫理、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2004年推動「社區一家計畫」，至2017年已累積8,799件提案，並於同年底獲頒「總統文化獎」，首創以企業為獲獎主
體的殊榮。同年一併啟動「企業倫理教育扎根計畫」，2017年成功推動政大商學院將「企業倫理」列為一學分的全院
必修課，希望未來能號召更多大專院校參與。
長期編製「台灣地區不動產年鑑」與「全台主要都會區房價指數」，詳實記錄房市軌跡與關鍵議題，盼發揮健全產業
發展並作為政策參考依據的重要功能。晚近，則成立「信義公益基金會」，扶持新住民、銀髮族與偏鄉兒童，補足前述
企業與社區關照不足的社會角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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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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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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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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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102-56102-50 102-51 102-52 102-53 102-54

非常歡迎您閱覽信義房屋的第九本永續發展報告書，本報告符合
GRI準則全面選項。

本報告書成功完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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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年將持續發行此報告。上次報告發行日為
2017年6月。

報告時間
本報告書揭露2017年度（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信義房屋
各項重大主題回應及行動的績效資訊。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所揭露資訊以信義房屋為主體，報告書資訊數據的範
疇，涵蓋了財務、環境和社會面的表現。惟財務資訊以合併營收
為主，與財報一致。

資料計算基礎
報告書所揭露的統計數據皆來自於自行統計與調查結果，惟有關
財務數據係經會計師認證後公開發表的資訊，並以一般慣用的數
值描述方式呈現。

採用準則
本報告書已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所出版之GRI準則：全面選項進行編製，
報告資訊揭露方向亦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及聯合國全球盟約、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引等國際標準相呼
應。

確保公開資訊的可靠性
我們委託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進行查證，取得保證聲明
書。經查證後，本報告書符合GRI準則：全面選項與AA 1000 
AS:2008的標準。本報告書亦完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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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各部門主管檢視各章節內容與資訊正
確性

董事會檢視ESG績效與策略目標

稽核主管稽核資訊正確性

財務數據‒勤業眾信(Deloitte) 

環境數據 ‒ ISO14001、ISO14046、ISO14064-1、
ISO50001、PAS2050、PAS2060‒BSI 英國標準協會

永續數據 ‒ AA 1000 AS(2008)‒BSI 英國標準協會 Type 1

資料品質 ‒ GRI 關鍵信息審核服務以及SDG關聯報告服務

聯繫窗口  
策略長室 陳丹妮小姐

信義房屋設置了企業永續網站，期望讓關心我們的利害
關係人，能夠更了解我們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努
力與成果。

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  

報告書下載點
http://csr.sinyi.com.tw/report/index.php

電子版報告書使用指引

報告書管理方式

外部確認

內部確認

使用位於每個頁面底部的控制列可幫助您瀏覽此報告。

由左至右：
首頁，附錄，搜尋，列印，上一頁及下一頁。
其他連結則使用藍字表示。

其他符號：

           參考報告中的其他頁面，並可連結至顯示之頁碼
 

           參考網頁進一步閱讀

聯絡資訊  
對於本報告書若您有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都請與我
們聯繫，請email / 電話 / 傳真至信義房屋全面倫理管
理委員會(TEM)。

S254571@sinyi.com.tw

02-2755-7666 *8153

02-272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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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加入環保署與台北環境保護局「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意願」行列，簽署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採購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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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永續報告書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所出版之GRI準則：全面選項進行
編製，報告書完成了GRI 的關鍵信息審核服務（Disclosure Review Service, DRS）以及SDG關聯報告服務（SDG Map-
ping Service）。
永續報告書資訊揭露方向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聯合國全球盟約、ISO26000社會責任指引等國際
標準相呼應。

外部倡議 102-12

信義房屋加入 公道企業聯盟

財團法人社會企業公約基金會董事長馬凱教授，召集
一群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的卓越企業組成「公道企業
聯盟」，期望透過串連企業聯盟，集結力量，共同發
聲，激發社會的關注，使社會上需要幫助者得到真正
的幫助，並擴散力量至每一個角落。信義房屋致力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亦加入公道企業聯盟成
員，讓社會的關懷傳遞出去，永不止息。

信義房屋加入 中城聯盟

中城聯盟，成立於1999年，是由房地產行業內頗具影
響力的多家企業聯合發起的、中國大陸全國各主要城
市的品牌開發商以平等互利為原則組成的行業策略聯
盟。信義房屋作為中城聯盟的一員，受邀至北京演講
「影響三億人的社會實驗」，發揮影響力，分享在第
一線進行社區建設的經驗，傳遞信任營造幸福的價值。

信義房屋導入 倫敦標竿集團(LBG)模式

信義房屋自2017年起採用倫敦標竿集團（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LBG）模式，以投入
(Inputs)、產出(Outputs)、影響(Impacts)構面評估
各項公益活動對社會帶來的效益，衡量社會影響力並
通過查證。

信義房屋成為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金級會員
信義房屋從2008年起首度發行永續報告書至今，皆
一直依循著GRI的永續標準，且與時俱進、追隨GRI
改版更新，採用當年度的最新準則。更於2017年加
入GRI Gold Community，成為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金級會員。

信義房屋積極參與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課程
為了深化綠色永續行動，並持續提升永續經營知能，
信義房屋積極參與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為會員企業
所提供的顧問諮詢和各類永續課程，以增進永續相關
能力。

信義房屋成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成員
為實踐永續發展，信義房屋成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
展協會成員之一。藉由協會的資訊分享或參與活動，
掌握最新的貿易與環境發展趨勢，以及全球因應氣候
變遷的創新之道，積極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

信義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俊吉與企業家共同成立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

首次中國企業家聯合起來做公益治沙，於2004年共同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信義企業集團董事長周
俊吉作為發起人之一與百位企業家一起承諾：連續10年每人每年投資10萬元人民幣。以減緩阿拉善的沙塵
暴為起點，致力於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此協會未來的目標，是成為亞洲最大、全球最有
影響力的治沙公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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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企業集團組織規模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5,684人信義企業集團同仁

178.07億 新台幣

總部位置
信義企業集團全球營運總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0號

永續商業模式 102-6 102-7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987年正式成立

台灣區：4,450人 / 中國區：1,128人 / 日本區：106人
一同在信義房屋大家庭共同成就豐富人生
*台灣區員工人數為信義房屋及台灣關係企業群之總人數

據點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馬來西亞

2017年合併營收
台灣區：41%
日本區：1%
中國區：58%

553家 
遍佈全球的營業據點
台灣：431家 
中國：113家
日本：9課
馬來西亞：1家

主要服務：房屋租售之居間仲介業務
服務項目包括整批預售屋、餘屋、個別新成屋、中古屋之住
宅、辦公室、廠房、土地、停車位等產品之買賣租賃仲介等

單位：千元
員工

5,097,542 202,121
供應商

2,482,215
股東

1,802,437
稅

61,864
社會

2025願景
全球華人居住
產業第一品牌

價值分配價值創造

永續創新帶來績效之提升

備註：員工(薪資與福利)、供應商(採購金額)、股東(分配股利)、稅(納稅金額)、社會(社會參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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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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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核心能力與永續創新
信義房屋成立之初，經營理念便是「信義立業，止於至善」，希望該做的事說到做到。70字立業宗旨牌子，更醒目的掛
在信義路五段的全球營運總部大樓，期許讓各利害關係人都能共善。信義房屋之所以能維持其第一品牌的地位，「以企
業倫理為邊界的創新能力」是信義房屋從同業中脫穎而出的主要核心能力。 

信義房屋在跨產業上的創新：
以企業倫理為出發點，和供應商
研擬創新商業模式，推出裝修寶
服務，減少交易糾紛，促進安全
消費，與供應商實踐企業倫理，
共同成長。

信義房屋在本業的創新：
在營運過程中，設計全新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從企業立場出發的永續發展，須「在營運過程中，設計全新商業模
式，解決社會問題」，才能有效兼顧「經濟」與「社會」；同時，
也必須「在營運過程中，投入節能減碳、保護環境，藉以維護後代
子孫權益」，才稱得上是求取「經濟」與「環境」間的平衡。 

信義房屋對社會關懷的創新：
企業經營與社會發展共存共榮，
我們用社區一家、信義學堂、信
義書院等創新專案長期推動回應
社會的需求，一同打造美好的社
會。

永續創新帶動營收創新高
2017年在本業內，我們除了推動O2O專案及持續研發低碳創
新服務模式，呼應SDGs目標外，並持續與供應商推動裝修寶
業務、全房產服務，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也一同推動企業倫
理，使我們的營收連年成長，除2017年營收刷新歷史新高記
錄外，並連續24年蟬聯國內房仲業營收第一名，突顯出集團堅
持企業倫理的核心宗旨，是企業歷久彌新的關鍵因素。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合併營收(仟元)

服務設計思考永續發展

透過價值鏈研擬創新解決方案設計服務

企業的核心與發展必須根基於良善的企業倫理，才可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我們依據六大永續原則發展服務，以信、
義、倫理之理念化為核心能力，依照策略目標不斷創新；並將永續發展目標（SDGs）對信義之關鍵影響，鑑別出可能之
衝擊與風險整合至核心業務，由外而內的尋求以核心價值出發的新商業機會，以滿足利害關係人之需求。

102-15

STEP
02

STEP
03

STEP
01

STEP
04

STEP
05

永續創新
堅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

透過價值鏈研擬創新解決方案
設計服務

全球性規範與標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產業規範與標準等永續趨勢

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待

員工客戶 社會

投資人環境

供應商

7,523,143

7,588,820

17,806,781

2018年目標 2018年目標 2018年目標

供應商交流會議研擬裝修寶與
數位工具結合之可能性

推出租賃保障服務                        更多資訊請參考客戶關懷章節P53 運用ISO 20121精神，推動社區服
務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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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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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環境對信義營運之影響

市場定位

產業風險來源與主要挑戰

網路平台運用
網路科技快速發展，房仲服務也吸引各種網路平台的參與及競爭。不過房屋的異質性及交易過程的複雜性，電子
商務機制仍難以取代，觀察美、日等房仲產業成熟且資訊網路發達的市場，網路資訊工具也未大幅取代經紀人的
角色；而中國在近幾年互聯網發展相當蓬勃，亦有不少異業試圖以互聯網科技進軍房屋仲介市場，但在只有線上
服務而缺乏實體的線下服務串連下，大多已退出市場，而善用互聯網科技之傳統房仲業者，則因提供客戶更有效
率的服務與體驗，而在市占率上占有一席之地，顯見電子商務機制的創新並未顛覆房市交易秩序，反而提升市場
的交易效率，未來可預見創新的網路科技，仍將不斷運用在房市交易上。

租賃市場的變化
另一方面，「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於
2017年11月通過並預計於2018年6月實施，其立
法意旨除了保障承租人之租賃權益，也希望讓租
賃市場健全化、專業化，此法令鼓勵房屋持有者
委託專業且合法之包租或代租的業者或機構將房
屋出租，並可因此降低房東和房客的糾紛，預期
未來將有助於房屋租賃市場的健全發展。

房市景氣盤整
在台灣不動產開發市場方面，因受到景氣緩慢復
甦、政府政策、資金環境、房價過高修正的交互
影響下，使得整體開發市場，仍屬於個案表現的
市場，亦出現新成屋價格與中古屋價格接近的情
況，故產品的定位能否吸引買方仍是最重要的關
鍵。未來信義亦將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等數位科技與創新，
並推廣數位創新應用來提升生產力。

台灣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信義房屋創立於1987年，是台灣主要房屋仲介業者之一。在大多數台灣房仲業者早期都競相採取加盟體系快速發
展時，信義房屋獨樹一幟，堅持「有多少店長開多少店」的理念，專採直營體系的方式穩健擴店經營。1999年信
義房屋掛牌上櫃，是台灣第一家股票上櫃的房仲公司，2001年轉上市，成為國內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

連續24年營收第一，穩坐產業龍頭寶座

信義房屋除積極與同業創造差異、建立品
牌區隔外，更努力提升服務品質，以堅持
誠信與倫理的核心價值為最大的進步動力，
穩健發展，即便歷經多次房市景氣起伏變
化，仍穩坐產業龍頭寶座。

公司因應方式 
在科技應用與創新方面亦多次領先業界推出「3D互動看屋」、「虛擬數位宅妝」、「社區房價通」、「軌道經濟
學」、「房市溫度計」、「Home Staging美式宅妝」服務、「iPhone App」、「Android App」看屋程式、
「網路720度全景看屋」，引領買屋賣屋進入行動科技新世代。信義居家服務中心將居家服務規格化、透明化，
打造「信義居家」平台，以創新居家O2O平台的經營模式，建造強大的居家生活服務平台。

2017年分別進行E化及M化等相關作業優化，以提升客戶服務體驗，包含滿足客戶找屋只鎖定特殊區塊需求的
「地圖框選與訂閱」、「最適經紀人員推薦服務」、「房屋特性標示」等功能，同時配合消費者搜尋習慣，加強
官網中社區資訊與行情完整性的露出。

企業的產業影響力

5,000,000 6,000,000 7,000,000

營收(仟元)

6,140,394

6,123,679

6,88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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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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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 邁向世界
2017年信義房屋獲得多項國內外肯定

2017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
Asia Responsible Enterprise Awards, AREA

「社會公益發展獎」【連續2年】

國外獎項

國內獎項

講座  /   論壇

獎項開辦12年以來，首家台灣企業獲獎

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13.php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05.php

 了解更多  |  企業永續網-信義影響力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php  

2017亞洲永續報告獎
Asi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ward , ASRA

「亞洲年度報告最佳線上CSR溝通獎」
「亞洲最佳職場報告獎」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12.php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09.php

劍橋大學 Judge商學院信義講座：
「領導思維-打造企業的恆久競爭優勢」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06.php

信義文化研究中心
信義講座第二講「儒家傳統與企業家精神」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08.php

阿拉善SEE
第五屆中國企業綠色契約論壇及第七屆SEE生態獎 

「綠色接力，讓世界深呼吸」

      了解更多
      https://csr.sinyi.com.tw/governance/history07.php

中城聯盟
「一場影響三億人的社會實驗⸺從社區開發到社區營造」

公司治理類
    證交所「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5%【連續4年】
    《遠見雜誌》：周俊吉董事長獲「君子企業家獎」

環境保護類
    行政院環保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銅牌
    台北市環保局「綠色採購企業與團體績優企業」：績優【連續8年】
    行政院環保署「減碳標籤」認證

幸福職場類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標章認證」認證通過
    衛生署國健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獲認證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優等

客戶服務類
    《遠見雜誌》「遠見五星服務獎」：第一名【2度奪冠】
    《天下雜誌》「金牌服務業調查」：金牌獎【5度金牌獎】
    《讀者文摘》「2017讀者文摘信譽品牌大調查」：房屋仲介類白金獎【10
度榮獲房仲業第一名】
    《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第一名【12度獲獎】
    《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房仲業第一名
    【連續24年】
    《今周刊》「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第一名【連續10年】
    《經理人月刊》「亞洲影響力品牌」：第99名【全亞洲僅有120名】

社會共融類
    台灣企業永續學院「2017年第十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wards)：十大永續典範獎、年度最佳企業永續
報告書獎、透明誠信獎、社會共融獎、氣候領袖獎、創新成長獎【共6大獎】

    《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第一名【連續10年】

    中華文化總會「總統文化獎-在地希望獎」【第一也是唯一民間企業獲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參獎【唯一獲獎之房
仲服務業】

    坎城國際創意節「CSR影響力獎-社會貢獻影響力獎」【唯一獲獎之房仲服
務業】

2017年負面訊息或事件回應
2017年無重大罰款。
其他即時回應請詳見：企業永續網-事件回應   http://csr.sinyi.com.tw/other/eve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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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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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落實透明誠信的公司治理，在2025年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業第一品牌

由信義房屋的股東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責監督執行公司的各項業務，以確保
股東長遠的利益，以及維護各利害關係人，包含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及
社會的相關權益，秉持著「誠信」與「倫理」，對各利害關係人做到該做的事，
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2017年目標：公司治理評鑑上市組最優級(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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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執行重點
在地深化商圈精耕，提升服務品質，海外的拓展亦不曾停
歇，2017年持續拓展馬來西亞市場。

我們的行動
信義房屋多年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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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運作良好，協力
領導公司發展。

2017年執行重點
為了更加完善董事及高階主管選才機制，於2017年設置提名
委員會，訂定「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上市組排名

自證交所開辦此評鑑以來，信義房屋
為連續四年獲得最高肯定，被評選為
最優級(上市組排名前百分之五)。

2017年目標：每年持續維持正獲利
公司治理評鑑 獲利狀況

＝營收 ＝淨利 ＝2025 目標(100%)

(千元)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2025年 目標

6,140,394
624,499

837,764

1,082,720

6,123,679

6,886,597

目標已達成 於2017年達成營業淨利10.8億
元，持續維持正獲利。

目標已達成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公司治理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業
第一品牌

創造100億營收
拓展國際市場－香港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P27-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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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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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10 % 15 % 20 %

＝2025 目標：20%＝已達成

13.95%

15.08 %

16.36 %

20% 25% 30% 35% 40%

35%

34.90%

34.26%

社會績效（內部）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提供良好環境，確保同仁獲得就業安全與成長

信義房屋堅信，唯有幸福的員工才能使顧客幸福。
從「以人為本」的思考出發，兼顧同仁在經濟上、個人發展上以及身心健康管
理的均衡。打造幸福職場，使每位同仁皆能達成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為客戶
及自己創造家業夢想。

2017年目標：離職率 < 35%

我們的行動
信義房屋一向秉持多元與包容的人才策略，在雇用、發展
等各方面皆重視多元化。

2017年執行重點
使同仁工作與家庭平衡，並提供男女性同等機會。

我們的行動
每年進行例行調查，聆聽同仁對於組織的意見，並進行調整。
 
 
2017年執行重點
支持同仁全心服務客戶，以合理薪資提昇產業正能量。

以高薪資、高發展、高關懷的「三高」政策，激勵同仁向
更高目標邁進，形成正向循環。從「以人為本」的思考出
發 ， 兼 顧 在 經 濟 上 、 個 人 發 展 上 以 及 身 心 健 康 管 理 的 均
衡，以持續且多面向的不同支持方案，將員工褔利落實在
公司日常營運中。

2017年目標：>16%
離職率 女性主管比例

由 於 房 仲 業 屬 性 特 殊 ， 早 期 從 業 人 員 也 以 男 性 居 多 ， 業
務 主 管 為 男 性 的 比 例 較 高 ， 近 年 來 有 賴 健 全 的 訓 練 與 客
觀 的 考 評 體 系 ， 讓 女 性 同 仁 擔 任 主 管 的 比 例 持 續 增 加 。
近 三 年 不 僅 女 性 員 工 佔 比 逐 年 成 長 ， 女 性 主 管 比 例 亦 持
續成長。

目標已達成 目標已達成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員工照顧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以人為本」
同仁不只是同仁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吸引優秀人才，營造友善職場 離職率<34%
員工滿意度維持4分以上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 目標<33%

P37-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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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外部）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持續追求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在2025年達到客戶滿意度滿分率90%

信義房屋創業初衷，即為「促進房地產交易安全、迅速與合理」，更將「講信
重義，先義後利」的精神融入信義的公司命名。對信義房屋來說，符合企業倫
理的創新才能使企業可以永續發展，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持續創新，賺來的
錢就會長久。

2017年目標：客戶滿意度滿分率>85%

我們的行動
創新服務一直是信義房屋極為重視的部份，針對客戶需求，每年持續提出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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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執行重點
為提升客戶滿意度，信義房屋持續推動STM (Sinyi Touching Moment，信義感動時刻)，透過不斷的探索客戶需
求、提供客戶專業建議。
信義房屋推動集團「商圈精耕」，並結合Online to Offline，推出多項數位工具，提昇業務同仁的效率與客戶的服
務體驗。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提供客戶更優質的服務，一直是信義房屋的宗旨。
2017年因調整「客戶滿意度滿分率」定義，將原
本的2等分量表(即提供客戶滿意及不滿意兩種選
項)變更為5等分量表，以使客戶做出更客觀的選
擇，因此分數無法與過去兩年直接比較。我們期望
以更嚴格標準及更貼心服務來提升產業服務水準。

目標未達成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客戶關懷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創新服務型態　形塑產業未來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以「+互聯網」的運營模式，
整合集團整體事業經營版圖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85%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客戶滿意度

85 %80% 90 % 95% 100%

94.45%

95.55%

85 %80% 90 % 95% 100%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84.42%

2025 目標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90%

P51-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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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外部）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建立幸福台灣，在2025年達成全民社造提案累計覆蓋率99%

「誠信倫理」一直是信義奉行不渝的核心價值。除以高標準深植企業倫理於日
常經營之外，更結合眾多志同道合夥伴團體，共同推展企業倫理於台灣紮根，
建構信任行義社會。以家為原點、社區為橋樑，信義房屋號召大眾參與公共事
務，共同關心你我生活的家鄉。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社會參與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建立幸福台灣：以社區營造、
倫理推廣、產業發展、公益捐
助為四大主軸，打造更美好的
社會。

全民社造提案
累積覆蓋率98.5%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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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執行重點
全民社造行動增設國小師生組，以全民參與為目標，向下紮根。並與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合作專
案，擴大合作單位。

全民社造提案累積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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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起耕耘13年，至2017年已累計8,799件提
案，共嘉惠1,960個社區，更獲得第九屆總統文化
獎肯定，是首次有民間企業獲得此殊榮。

94 %92 % 96 % 98% 100%

累積提案鄉鎮（全台368個）

96.47 %355個

359個

362個

97.55 %

98.37 %

2025年 目標

2017年目標：98%

目標已達成

P55-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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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3,143 

7,588,820 

17,806,781

環境績效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讓綠色情懷有效落地，達成2025年策略目標

面對氣候變遷與環境日益惡化，信義房屋認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在我們以房屋仲介服務獲取適當利潤的同時，應有珍惜地球資源的環保觀念，
致力推動更多綠色創新服務。除能提升消費者節能減碳意識，也能降低營運成
本，強化競爭力，對於信義房屋永續發展具有具體的貢獻。

2017年目標：減少2%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kgCO2e（基準年：2016年）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kgCO2e（基準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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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申請
ISO14064-1對溫室氣體進行系統化的管理，亦進行ISO 
50001能源管理，2017年並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2017年執行重點
信義房屋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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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以世界公民自許，
於環境友善方面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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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我們專注於減少紙張的使用，使得原物料階段之碳排
放由226.89kgCO2e降至158.80 kgCO2e。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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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7 年 碳 足 跡 較 2 0 1 6 年 下 降
17.96%，較2015年下降23.87%，
提前達到目標

2017年目標：減少2%
2025年目標：減少10%

碳足跡 溫室氣體排放

目標提前達成
2017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較2016
年下降3.07%，較2015年下降
11.48%，提前達成2025年目標。

目標提前達成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環境保護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持續節能減碳，因應氣候變遷
2025年減少每筆交易碳排放量6%
2025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4%

每筆交易碳排放量減少2%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1%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0 500 1000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kgCO2e

562.77

522.26

428.46

2020年目標：下降5%，已提前達成目標

0 13001200 1400 1500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員工, kgCO2e/人

1,464

1,337

1,296

2025年目標：下降10%，已提前達成目標

- 7.20%

- 17.96%

- 8.66%

- 3.07%

( 基準年：2017 )
( 基準年：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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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績效
信義永續發展目標與經營方針
推動永續供應鏈，使2025年重點供應商檢核率達95%

信義房屋將供應商視為企業的延伸，把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一同建立永續目
標，希望能透過與供應商的合作，促進永續供應鏈，與社會、環境共存共榮。

2017年目標：檢核總家數達重點供應商80%以上

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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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執行重點
實際邀請供應商一同舉行公益活動，使同仁及供應商於企
業倫理的實踐有更深刻的體會。

我們的行動
簽訂合約時加入相關永續條款規範，後續透過現場實際的訪
談及視察檢視，並予以輔導協助規範的落實。 
 
2017年執行重點
擴大現場抽檢作業範圍至整個供應鏈，更清楚了解供應商對
於永續相關規範的了解及落實程度。

2017重點供應商新增至387家，其中落實檢核有348家，
檢核率達89.9%，達成目標。

2017年目標：供應商檢核合格率100%
重點供應商檢核率 供應商合格率

自2013年推動人權條款的落實，並給予有風險的供應商
相應輔導，至今皆維持合格率100%。

目標已達成 目標已達成

2017年原訂目標與達成狀況

供應鏈管理章節

管 理 機 制 ： 因 應 作 為

「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原則

長 期 策 略 目 標

2025年目標

中 期 策 略 目 標

社區生活服務第一
推動永續供應鏈

重點供應商檢核率達95%

提升重點供應商檢核率
至90%以上

供應商共好專案執行

2018年目標

短 期 策 略 目 標

25 %0 % 50 % 75% 100%

100 %

100 %

100 %

20 %0 % 40 % 60% 80% 100%

73.6 %

76.6 %

89.9 %

2025年目標95%

2015 2016 2017
檢核的重點供應商家數 176 213 348

重點供應商家數 239 278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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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信義六大永續原則績效

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減少17.96%
2017年信義每筆成交案件的碳
足跡比2016年下降了17.96%。
我們持續發展綠色創新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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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筆成交案件碳足跡

穩坐房仲業龍頭
TOP 1
連續24年營收第一，持續提升
服務品質，堅持誠信與倫理。

創新服務型態　形塑產業未來

信義房屋把同仁視為公司的夥伴，認
為同仁要幸福，才能帶給客戶幸福，
進而創造永續企業。獲獎肯定信義在
經營幸福職場上的創新及努力，證明
在選人育才及營造幸福職場方面已是
國際水準。

榮獲2017年亞洲永續報告獎 (ASRA) 
亞洲最佳職場報告獎

「以人為本」同仁不只是同仁

「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連續4年獲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為最
優級（上市組排名前5%），展現優
異治理績效。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 上市組排名

「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以企業倫理為邊界，和供應商一同研
擬創新商業模式，成功推出創新服務
－裝修寶，一同實踐企業倫理！

「創新成長獎」
 裝修寶獲TCSA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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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一家行動計畫」13年在地耕耘，累計8,799件提
案，參與者遍布台澎金馬98%鄉鎮市區，是單一民間企
業所支持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的在地社區行動計畫。

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獲總統文化獎肯定 

「社區一家行動計畫」    

樹立企業回饋社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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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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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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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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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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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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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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階段
備品耗材
服務備品

委託 產調、配對
帶看、洽談 簽訂合約 社區經營

售後服務

永續對信義的重要性與意義

我們的價值鏈

我們的價值鏈造成的衝擊

201經濟績效

203間接經濟衝擊

205反貪腐

303水

305排放

401勞雇關係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4訓練與教育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行銷與標示

418客戶隱私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居住正義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價值鏈重大主題

不動產仲介服務指自客戶有不動產買賣、租賃之需求開始，直至完成簽約之服務過程，以及案件委託前與簽訂合約
後如售後服務、社區經營等服務。每個服務環節皆會對社會與環境造成衝擊，造成的影響力遠超越日常企業營運活
動的範圍。以價值鏈的角度來檢視信義對於永續發展努力，不僅幫助我們檢視信義在價值鏈上所創造的正面影響以
及負面衝擊，同時也使我們能聚焦於最需強化改善的環節。永續發展之關鍵便是把握各個機會在價值鏈的各環節中
，擴大正面影響力，以及降低負面衝擊。我們透過重大性分析出重大主題，逐一對應重大主題在價值鏈上不同環節
的影響。邊界圖示如下表格：

102-44 102-46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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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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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2017年起滿意度調查方式變更，滿分率定義調整，故調整目標數值
 註2：2017年提前達成目標，因此重新訂定2025年目標

重大主題2025管理進程
2025目標信義六大永續原則 管理進程

2015 2016 2017

持續節能減碳，因應氣候變遷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6%    減少每筆交易碳排放量
(基期：2017年)

4%    減少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基期：2017年)

每筆交易碳排放量
562.77kgCO2e/筆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1,464 kgCO2e/人

每筆交易碳排放量
522.26kgCO2e/筆
比前一年減少7.2%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1,337 kgCO2e/人
比前一年減少8.66%

每筆交易碳排放量
428.46 kgCO2e/筆
比前一年減少17.96%
比2015減少23.86%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1,296 kgCO2e/人
比前一年減少3.07%
比2015減少11.47%

吸引優秀人才，建立健康安全職場「以人為本」
同仁不只是同仁

> 18%    
女性主管比例

> 4.2分   
員工滿意度調查
平均分數

< 33%    
離職率

13.95 %    
女性主管比例

3.92 分   
員工滿意度調查
平均分數

35 %    
離職率

15.08 %    
女性主管比例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
年度企業改造

34.9 %    
離職率

加強永續規範落實「與企業倫理有約」的
供應鏈管理

加強永續規範落實
落實檢核機制，擴大檢核範圍

重點供應商檢核率達   95%

檢核總家數
176/239家
(73.6%)

檢核總家數
213/278家
(76.6%)

建立幸福台灣信義人 → 信義公司 
→ 信義社會

99%    
全民社造提案累積覆蓋率

目標全台灣368個鄉鎮市區皆能
參與提案

96.47 %    
全民社造提案
累積覆蓋率

累計355個鄉鎮提案

97.55 %    
全民社造提案
累積覆蓋率

累計359個鄉鎮提案

持續追求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
創造全新業務模式

創新服務型態
形塑產業未來

> 90%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94.45 %    
客戶滿意度

95.55 %    
客戶滿意度

16.36 %    
女性主管比例

4.05 分   
員工滿意度調查
平均分數

34.26 %    
離職率

檢核總家數
348/387家
(89.9%)

98.37 %    
全民社造提案
累積覆蓋率

累計362個鄉鎮提案

84.42 %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業第一品牌「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61.4億
營收

61.23億
營收

68.86億
營收GRI  201.205

SDG 4 SDG 8 SDG 13

GRI  303.305
SDG 13

GRI 401.403.404
405.409

SDG 4 SDG 8SDG 3

GRI 414
SDG 8 SDG 12SDG 3

GRI 203
SDG 8

SDG 10 SDG 11
SDG 4

GRI 416.417.418
SDG 12

SDG 12

註2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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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1

02

03

永續策略整合：「信義永續發展原則」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將信義的永續策略目標與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相結合，需要組織整體的投入以及在行政層面上的支持。我們從下
列三方面進行階段性的分析：

對照信義永續發展原則、重要利害關係人與SDGs，我們一直以來努力回應的永續發展重點包括目標3,4,8,10,11,12,13。
除了每年定期發行永續報告書，我們也利用各種管道來溝通永續發展策略和績效，例如企業永續網、社群媒體、活動、服
務文宣和廣告，以便與利害關係人持續溝通信義的永續思維。

影響評估：評估SDGs對於信義永續策略目標之可應用程度
我們從價值鏈上的整體業務活動，分析SDGs對業務、營運過程或供應鏈將產生的影響程度，以擴大正面影
響力，並減少或避免負面影響。

建立評量方法
藉由重大主題分析與管理，信義選擇重大主題關鍵績效指標並定義目標範圍，確保目標包含經營重點，亦
為價值鏈創造機會。

與永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在業務內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信義六大永續發展目標由董事長制定並發布；我們連結信義永續發展原則、SDGs及重大主題，確保策略目
標之間的一致性。並制定具體關鍵績效指標，為每項重大主題與策略重點確立目標。擬定行動方案，推展
相關作為。

信義核心策略目標
2025年願景

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第一品牌

     服
務

業
也

可
以

是
環

保
尖

兵             信義人→信義公司→信義社會      
  創

新服

務
型

態
　

形
塑

產
業

未
來

    
   「

與
企

業
倫

理
有

約
」

的
供

應
鏈管理      

    「
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以人為本」

　
同

仁
不

只
是

同
仁

  

GRI 
201.205

GRI 
303.305

GRI 
203

GRI 
401.403
404.405
409

GRI 
414

GRI 
416.41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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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確保機會平等、消除歧視，促
進立法、政策與行動

■ 提供獎助學金確保偏鄉及弱勢家庭學童受教機會
■ 消弭社會受教機會不公，信義學堂提供各類免費講座

社會參與

11.1：
確保可取得適當安全、能負擔
的住宅與基本服務

■ 反映產業課題、提供政策規劃建議，促進居住正義與
     產業發展
■ 信義公益基金會提供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

社會參與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我們明確以下幾項可持續發展目標，與信義房屋永續發展原則有高度相關：

SDGs 次目標 信義回應SDGs具體作為 對應章節

3.3：減少傳染疾病

3.6：降低交通傷亡

3.7：生殖醫療保健
         家庭規劃與教育

3.8：普及醫療保健服務

■ 設「幸福健康管理中心」提供諮詢與系統化管理
■ 定期舉辦交通、消防、急救訓練等安全宣導課程
■ 提供生育福利，制定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 擬定「信義躍健康」等保健計畫，系統性預防疾病

■ 訂定供應鏈永續條款及準則
■ 與供應商共促勞工健康與福祉

員工照顧

供應鏈管理

4.4：
增加年輕人與成人就業技術與
職業技能

4.7：
推廣永續發展知識與技能

■ 定期為高階管理人員安排進修

■ 藉信義校園種子計畫、營業員專班、產學合作，提升
     不動產專業

■ 透過信義學堂、信義書院及其他公益捐助，除將永續
與倫理概念推廣至學校及社會，亦獎助就學成長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社會參與

8.2：透過多元化、科技升級
與創新提高產能
8.4：改善能源與生產效率，
兼顧經濟與環境平衡

8.5：實現全面就業、多元雇
用、同工同酬

8.6：大幅減少失業、失學或
未接受訓練的年輕人

8.7：禁止與消除童工及受壓
迫的勞工

8.8：保護勞工權益，促進工
作安全

■ 治理秉持倫理理念並兼顧各利害關係人權益，自然獲
     得合理利潤，促使企業永續成長
■ 持續研發創新服務，導入O2O提升科技應用，提升作
     業效率

■ 多元化雇用，提供公平勞雇關係與充足工作機會
■ 以人才長期發展觀點設計薪獎制度，提供新人高保障
     月薪與新人定向計畫

■ 提供獎助學金給偏鄉孩童
■ 雇用無房仲經驗者
■ 全面導入人權條款並加註於合約，促進供應商勞工良
     好工作環境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社會參與
員工照顧

供應鏈管理

獲選「台灣就業99指數」
證交所公布的「台灣就業99指數」從上市公司中篩選出在台灣僱用員工人數最多的99檔股票作為成分股，並以「員工人
數」篩選成分股和決定成分股的權重，鼓勵企業晉用台灣本地人才，反映企業深耕台灣、創造就業機會及培育人才的努
力。信義房屋重視「以人為本」理念，以「5+5萬，30天工作鑑賞期」方案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故獲選進入指數。

大幅調薪，年增1.3億元投資人才
信義房屋2018年初進行大幅調薪，包括行政人員、幕僚人員及第一線經紀人，全體平均調幅約為7.6%，屬於業務性質的
經紀人平均調幅亦接近11%，相當於年增新台幣1.3億元投資人才，以高薪資、高發展、高關懷、的『三高』政策用合理
薪資提升產業正能量，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

【專欄】回應SDG目標8：良好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s 次目標 信義回應SDGs具體作為 對應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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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自然資源永續管理與使用
12.6：採取永續作為與報導
12.8：宣導永續發展資訊與意識

12.7：永續採購流程

■ 研發低碳創新服務
■ 定期出版永續報告書報導永續作為
■ 導入ISO 20121

■ 設立供應鏈永續條款及準則
■ 宣傳並教育供應商，共同永續經營

客戶關懷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13.1：強化氣候復原與調適能力
13.2：因應措施納入策略

13.3氣候減險與教育

■ 擬定氣候風險復原與調適作為
■ 將因應措施納入年度策略規劃
■ 進行碳管理，並通過第三方查證

■ 將碳管理成效（如碳標籤）向員工、客戶、供應商宣導
■ 藉信義學堂、信義志工、全民社造等各管道推廣環保理念

公司治理

環境保護

13
氣候行動

SDGs 次目標 信義回應SDGs具體作為 對應章節

全球第一家通過ISO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查證之連鎖服務企業
信義積極回應SDG目標，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採取可永續發展的業務模式，持續宣
導永續發展觀念。我們導入並通過「ISO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查證，於2017年7月通過
第三方查證，率先成為全球第一家通過ISO 20121查證之連鎖服務企業。以永續發展為主軸
考量ESG及供應鏈各面向的影響，透過PDCA的手法，實現組織辦理活動時達到永續發展之
目標。未來信義門市籌辦活動將依循永續精神及永續條款、準則，從規劃到執行全程考量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做出適切的回應。並向客戶、同仁、供應商、社會大眾等各利害關
係人宣導永續發展資訊與意識，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共同達成永續經營。

【專欄】回應SDG目標12：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信義房屋節能無電體驗

      了解更多 ｜ 各項SDGs次目標內容，可參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s://goo.gl/JgTW6i

信義回應SDGs所創造之商業機會

新商業機會

低碳數位服務
數位派報、Top EDM等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
較2016年降低17.96%的碳排放

宣導永續發展意識
透過ISO20121及信義學堂之推
廣，提升大眾永續意識

2017年導入ISO20121
信義學堂環境關懷講座共16場

產業發展與租屋補助
產業政策建議與詳實記錄
單親新住民租屋補助

2017年出版
第22本不動產年鑑

健康員工創造更多產值
生育率高

第二胎12萬高生育補助
2013起共誕生1,074個信義寶寶

倫理.永續教育
信義校園種子計畫-未來潛在員工
信義學堂-社會教育推廣
信義書院-永續人才培育

信義學堂累計
參與聽眾已近10萬人次

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組織產能
多元雇用，薪資平等

2017年女性員工比例36.31%
2017年合併營收178億元

消弭教育機會不平等
提供獎助學金確保偏鄉和弱勢
學童受教機會

信義至善獎學金
累積造福4,797位學童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教育品質

就業與
經濟成長

13

12

11

10

8

4

3
健康與福祉氣候行動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投資人 員工 客戶 社會 環境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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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治理

本章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205反貪腐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我們始終深信，若能同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獲利自然可望隨之而來，經濟績效自然
有相應的成果。因此，無論外在客觀環境如何變化，「誠信」、「倫理」、「積極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始終是本公司的核心根本價值，我們將誠信治理落實於公司營運各
環節中，管理任何貪腐及不倫理作為的風險。由信義房屋的股東會所選出的董事會，
負責監督執行公司的各項業務，以確保股東長遠的利益，以及維護各利害關係人，包
含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及社會的相關權益。

亮點績效

證交所 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公司前5%

TOP 5%
道德村協會

Ethisphere® Institute

2018
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2017年
第十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

透明誠信獎
《天下雜誌》

2000大企業調查
「營運績效50強」第一名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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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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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信義房屋的經營核心為「信、義、倫理」，「義」就是合宜的思考或行為，「信」就是重視承諾、說到做到，因此信義
就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以倫理行事，厚植經營理念，加強落實各階段的發展目標，於內部聚焦於人才培育及發
展，以儲備優質人才。對外部業務營運，除了持續累積信義品牌的影響力，使海外據點能穩健擴張，也因應數位及網路
科技快速發展，運用新科技挑戰新營運模式，以持續擴大集團整體事業經營版圖。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SDG8

管理實績

永續原則 ｜ 「公司治理」＝「該做的事」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公司治理相關：

P29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P35 風險管理與內控

主軸1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系統被入侵成功
0 次

重要主機系統設備故障率
0.147%

重要網路系統設備故障率
0.010%

連續四年獲得證交所評鑑公司治理最優級
TOP 5% 的上市企業

2017資訊安全的防護表現

主軸2　風險管理與內控

精進公司治理團隊
成立「提名委員會」

SDG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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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辨識
92 項

對所辨識風險進行相應的管控
100%

2017風險控管精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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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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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   主軸2：風險管理與內控

對信義的意義
無論外在客觀環境如何變化，「誠信」、「倫理」、「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始終是本公司的核心根本價值，我們將誠信倫
理的公司文化深入每一位同仁心中，使其在其崗位上不斷精進，成為公司不斷提升的最大動力，多年來堅持「該做的事，說到
做到」，針對各個利害關係人，從事合宜的行為，建立適當關係，做到對他們的承諾。

我們的承諾
堅持「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我們將誠信治理落實於公司營運各環節中，不斷優化公司治理作為，以確保股東、
員工、客戶、供應商、環境及社會等各利害關係人長遠的利益。

對應的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主軸1 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本公司長期的永續發展方向，以周俊吉董事長在立業之初，所立下的立
業宗旨為依循，於永續管理方面，董事長每年針對如何調和各利害關係
人權益，訂定出各項重大策略。2025年企業願景：「居住生活產業第
一品牌」，由董事長與集團事業總經理與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TEM)委
員共同訂下，TEM將長期願景化為短期的三年計劃與年度計劃，訂定短
期目標與執行方針，定期檢核目標達成狀況。推動信義房屋永續事務的
最高單位－TEM，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與主席，委員由總經理、各幕
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及不定期召
開重大性議題討論，2017年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共開會27次，統籌全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

永續治理

特定行動 1

信義房屋擁有業界中少見高比例的獨立董事，（席次超過全體董事的二
分之一，成員專業、敬業，且與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良好，獨立董事透
過以下措施協力領導公司發展：

為健全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信義房屋於2017年10月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提名委員會，並訂定「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
成員由董事會推舉5名董事組成之，其中超過半數、有4位獨立董事參
與。本委員會每年將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
行相關職權，再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精進董事會運作

特定行動 2

信義房屋在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不遺餘力，平時除在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公司重大消息外，於官方網站設置中英文雙語投資人專區以提
供投資人即時及重要的相關經營訊息。高度自我要求盡早讓外部股東提
前得知公司的訊息，如：透過公告股東會議通知、議事手冊讓股東提前
得知相關議題；季報財報、年度財報都提早公布，中英文財報亦盡可能
同步公告；重大訊息也是中英文對照方式對外公告等，從各環節不斷精
進提升透明度，使股東更能同步得知重要訊息，以維護股東權益。

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

特定行動 3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5年：14,759,609
2016年：14,805,745
2017年：14,923,859
公司治理投入經費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公司治理評鑑

如何管理

於馬來西亞設立子公司
拓展國際市場

精進董事會運作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組排名

Top 5%
公司治理評鑑 上市組排名

目標達成

於馬來西亞設立子公司
於吉隆坡設立服務據點

目標達成

成立提名委員會 目標達成
重大董事會議案事前安排與獨立董事溝通，以確保獨立董事對議案之
瞭解程度。
每年安排獨立董事參訪集團重要子公司，以強化對子公司運作之瞭
解，並對營運提出建議。
安排獨立董事單獨與會計師及稽核單位溝通。

1.

2.

3.

103-1 103-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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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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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7年度董事會及其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業已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顧問服務部辦理，並
於2018年1月完成並將評估結果提董事會報告，評估方式結合問卷、資料分析及訪談三種方式進行，董事會績效
分別對建構有效能董事會、專業發展進修、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公司文化創造等九大構面評估，審計委員會與薪
酬委員會分別有下列七大與六大面向評估。

2017 年度亮點

董事會績效評估九大構面

與利害關係人
之溝通

董事會之
有效運作

建構有效能的
董事會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企業前瞻

經營階層之
管理

公司文化之
創造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 申訴管道
之建立

與董事會之
關係

委員會之
有效運作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建構有效能
的委員會

履行職責 績效評估與董事會之
關係

委員會之
有效運作

專業發展
與進修

建構有效能
的委員會

問卷
包含董事會效能自評及董事
成員效能自評，均由全體董
事分別填寫。

資料分析
由本公司提供相關資料及由
評估單位自行於公開資訊收
集後，進行檢視及分析。

訪談
由評估單位與董事進行一對
一訪談，以進一步了解董事
對董事會及董事成員之看法
與建議。

薪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六大構面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七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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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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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長
集團策略暨研發中心

信義房屋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主席：董事長

總 經 理人 資 長

倫 理 長

企業倫理辦公室

總 稽 核

稽核室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公司治理小組

客戶關懷小組

員工照顧小組

社會共融小組

綠色管理小組

供應鏈管理小組

董事長室

資 訊 長 財 務 長

資
金
管
理
部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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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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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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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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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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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
心

人
力
資
源
部

資
訊
部

行
銷
部

不
動
產
管
理
部

居
家
服
務
中
心

業
務
服
務
部

數
位
流
程
發
展
部

客
戶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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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董事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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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治理架構與程序
本公司以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並透過董事長擔任主席所領導之董事會執行及監督公司各項業務，公司內部目前
並未設置執行長職務，由總經理依市場情勢及競爭狀況制定各項業務計劃及部門間協調整合。本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非
由同一人擔任，總經理並非董事成員。

102-22

信義房屋治理架構 102-18 2017.12.31版

核心理念
創辦人周俊吉董事長決定從儒家思想中，取出與企業經營相關的三個價值，那就是「信、義、倫理」。而「『義』就是
合宜的思考或行為」，「『信』就是重視承諾、說到做到」，因此信義就是「該做的事，說到做到」！倫理就是針對各
個利害關係人，從事合宜的行為，建立適當關係，進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簡單來說，把應該做的事（義）；說到做到
（信）。只要依倫理行事，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與競爭力。

「信、義、倫理」

信義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公司董事長由周俊吉先生擔任，於永續管理方面，董事長每年針對如何調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訂定出各項重大策略，
為信義房屋TEM提供各構面永續管理的重要指導方針。 102-23 102-32

102-26

本公司長期的永續發展方向，以周俊吉董事長在立業之初，所立下的立業宗旨為依循，領導階層傳遞願景理念外，亦隨
著公司擴張，與時俱進。2025年企業願景：「居住生活產業第一品牌」由董事長與集團事業總經理與TEM委員共同訂下，
再由高階主管所組成的TEM將長期願景化為短期的三年計劃與年度計劃，訂定短期目標與執行方針，定期檢核目標達成
狀況，願景展開如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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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TEM)：推動永續事務與報告書發行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係由董事長擔任召集人與主席，委員由總經理、各幕僚長、業務副總及各部門高階主管組成，每月
定期開會一次及不定期召開重大性議題討論，2017年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共開會27次。主要為統籌並定期檢視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績效及達成進度，各小組並依照不同議題，不定期召開會議或開展專案。此外，亦
引領各部門解決企業倫理相關問題，落實流程改造。

職掌功能：
1.   統籌全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方向的目標和擬定
2.   每年底向董事會報告ESG績效及未來策略目標
3.   負責蒐集彙整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並鑑別與管理ESG所產生的影響、風險和機會
4.   每季進行ESG績效和目標達成度檢視
5.   永續報告書之編撰及呈報董事會審核發行
6.   協助與利害關係人對話
7.   集團永續發展之核心

2017 年 TEM各類議題討論時間占比

57%

4% 17%

22%

客戶

員工

公司治理

社會環境與供應鏈

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更多資訊：六大永續原則請參閱「董事長的話」章節

企業願景
2025 三年計畫 年度計畫

經營模式設計 組織結構設計 高階經理人
長期價值貢獻 六大永續原則 年度施策 個人發展管理

權責單位：TEM

立業宗旨     /     經營理念     /     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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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 102-33 102-34

董事會
永續經營議題管理流程
董事會透過一年內多次定期及不定期召開的會議，就與公司治理相關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董事長分層處理或直
接委派予相關單位，由總經理負責經濟績效議題，TEM負責推動ESG議題及供應鏈管理，並視議題之重大性定期及不定
期向董事長或董事會進行報告，並將相關決議列入會議記錄，由董事會議事單位進行追蹤後並提報下次之董事會。

102-18

                                            信義房屋每兩個月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2017年為審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包
含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風險與機會等，與董事會進行11次之溝通，透過會議確認後續處理之權責單位，並於下一次
會議中就處理情形進行追蹤報告，董事會秘書單位在提供各項議案與報告資料予董事會成員時，均會事前審視呈報內容
是否有與利害關係人相關並應適當迴避之情形，並給予相對人事前提醒。集團策略長並於2017年12月向董事會報告本
公司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執行情形：提報2017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在利害關係人各方面之推動落實情形，以及2018年度之
推動計畫。

102-18 102-19 102-20 102-29

      了解更多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請詳見信義房屋2017年年報 P32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董事進修
在提升董事各項職能方面，公司內部亦不定期就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為董事會安排進修課程，並加
入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及其旗下之董監聯誼會，透過協會所發送的各項刊物與舉辦的課程以獲悉相關知識；本公司定期寄
發獨立董事營收公告及相關產業消息，亦會不定期寄發獨立董事與本公司相關之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等訊息，以利獨
立董事隨時掌握，並依年度獨立董事自我評量之回饋意見，加以強化本公司報告內容。本公司主辦之董事培訓都會先詢
問過獨立董事、亦會配合年度發展，如配合年度策略舉辦平台發展與策略領域相關課程。

102-27 SDG4

      了解更多    本公司董事進修情形請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董事會頁面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董事會
董事7人，其中4席由企業管理、法律、財務會計等具豐
富經驗之獨立董事擔任，獨立董事席次超過全體董事席
次1/2。

董事會結構與機制

      了解更多 

本公司第12屆董事名單，請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董事會頁面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全面改選董事，現行董事會
共7席，分別由3名一般董事與4名獨立董事組成，除
了借重董事在各領域之專業外，逾總席次半數之獨立
董事亦可確保議事運作之客觀性與獨立性。第12屆董
事組成如下：審計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等功能性委員
會，共同對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相關議題負有相關
決策責任，針對董事會之重大議案均經過事前的審議
與查核，亦強化了董事會的決議品質。

               另外，利害關係人就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視其身分，可分別透過內部或外部管道與董事會或被授權之單位進行
協商。我們亦擬定「利害關係人對審計委員會申訴及建言辦法」，在各利害關係人溝通與相關單位協商後，就議題重大
性由各承接單位追蹤後向董事會呈報。

102-21

更多資訊：詳見「重大主題管理」章節之利害關係人議合部分

董  事  長：周俊吉
副董事長：薛健平
董　事：周王美文

獨立董事：劉順仁
獨立董事：詹宏志
獨立董事：洪三雄
獨立董事：顏漏有

審 計 委 員 會
2007.9.12成立

薪 酬 委 員 會
2010.8.27成立

提 名 委 員 會
2017.10.27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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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階層績效評估與薪酬
102-28董事會及各功能委員會績效評估

信義房屋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由各董事針對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的運作與文化、內外部關係
經營、自我評估等面向完成評量後，由董事會議事單位統計彙整後，於董事會會議中報告並提出精進方向。本公司並於
2015年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規定除了應至少每年一次自評外，並且至少每3年需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對董
事會進行績效評估。該辦法已揭露於本公司投資人關係網站。

      了解更多    投資人關係   http://www.sinyi.com.tw/info/i_1_2_directors.php

董事會薪酬制度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獨立董事以外董事，除薛健平董事因兼任本公司高階經理人，就其所擔任集團內高階經理人（※）
身份支領薪資外，其餘董事均未支領本公司報酬，至於獨立董事之報酬，係依據本公司章程第16條規定「本公司獨立董
事得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暨其他上市公司通常水準酌支報酬，其數額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因此
獨立董事之報酬屬固定薪酬。另依本公司章程第20條之規定，得按不超過當年度獲利1%額度內，做為當年度董事之酬
勞，因此董事酬勞為變動薪酬。除上述以外，董事並未參與其他董事薪酬計畫，亦無其他退休福利制度、離職金以及索
回機制。2017年度優於法令規定，將董事個別薪酬揭露於年報中。

102-35

      了解更多    董事之酬金、董事酬金級距表請見附錄 P88-P89「永續績效一覽表」 

維護股東權益及提升透明度
重視股東權益
健全公司治理機制的首要原則，在於保護股東權益，公平對
待所有股東。維護股東權益一向是本公司非常注重之一環，
本公司股權雖相對集中，除與主要股東保持密切聯繫外，對
於其他股東之權益之維護仍不遺餘力，股東相關權益如下：

        提案權及提議召開股東臨時會議權
        董事提名權及對董事會的議案否決權
        股份處分權及股份認購權
        知情權 

      了解更多    前十大股東列表，請詳見信義房屋2017年年報P.74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展現高於法令的資訊揭露

季財報30天內完成 法定45天內

年度財報2個月內完成 法定3個月內

股東會於5月底前召開 法定6月底前

揭露董事個別薪酬 法定揭露薪酬級距

高階主管永續經營之薪酬獎勵

高階經理人分為業務屬性及幕僚屬性之高階主管，董事
會及薪酬委員會為激勵高階經理人追求公司業績與利潤
目標之達成，同時關注公司長期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特
通過並訂定「高階經理人薪酬獎金辦法」。高階主管除
了固定薪資外，高階業務主管另依各項績效指標達成情
形，計算績效獎金。另外，為了鼓勵並肯定高階經理人
對於企業的永續發展所做的努力及成果，使高階經理人
除短期績效表現外，更著重於長期價值的貢獻，如持續
人才培育、提升服務品質、精進制度流程、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等，亦於辦法中訂定長期價值貢獻獎金。在獎金
核定程序中高階經理人應向董事會報告「長期價值貢獻
計畫書」之內容與執行成果，在報告與互動的過程中將
有助於董事會成員深度了解高階經理人之經營策略方向、
全方位能力特質、施策執行成果，並給予有效回饋指導，
達到領導人培育之成效。

102-35

：固定薪（月薪）佔比

：變動薪佔比（含長期貢獻獎金）

高階主管（副總以上）薪資佔比

38%

62%

（※）註：現擔任平台事業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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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信義的意義
集團上下全體同仁在風險管理上，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每位同仁就其可能面臨的風險事項，加強與顧客、供應商等利害關係者
之溝通，並於風險事項發生時，執行各項因應作業，提供利害關係人相關諮詢機制，落實管理風險程序，降低企業營運風險，
使信義房屋能永續經營。

我們的承諾
堅持「誠信」與「倫理」的信念，維護有效之風險管理機制及管理資訊系統，並持續改善，創造優質的風險管理文化，降低各
項風險成本之發生，提升信義房屋永續經營的價值。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5年：14,759,609
2016年：14,805,745
2017年：14,923,859
公司治理投入經費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公司治理評鑑

如何管理

落實宣導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

提升客戶隱私保護

透過申訴管道積極解決問題

100 %
每年兩次強制溝通訓練，100%簽訂完成

目標達成

8
客戶抱怨隱私侵犯紀錄，皆處理完畢

目標達成件

789
透過申訴管道來信789封，皆處理完畢，並因
應意見反映調整相關施策

目標達成封

為落實公司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以利公司永續發展目的，於企業內部
訂定「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信義房屋仲介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等守
則並定期宣導之。為杜絕貪腐事件發生，訂定「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
誠信行為之處理辦法」，並提供內外部申訴管道，致力於及時回應並解
決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倫理與誠信

特定行動 1

於2017年，參考外部専家意見及考量內部執行實務，深化各風險權責
單位以系統性的方法及配合年度計劃作業執行風險管理。從風險執行單
位自我風險辨識、分析風險影響程度及風險處理改善計畫，持續進行企
業內部風險控管流程檢視及精進。

風險控管精進作業 102-11 102-15 102-29 102-30 102-31

特定行動 2

為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
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
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公司就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
缺失及異常事項，將列為各部門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內部控制稽核管理 205-1

特定行動 3

2018「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
12 年來首家台灣企業獲獎

對應的重大主題

201 經濟績效      205反貪腐 

主軸2 風險管理與內控
103-1 103-2 103-3 201-2

102-16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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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內控制度

風險分析與控制
本公司訂有「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以因應在營運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內、外部風險，以系統性的方法
及配合年度計劃作業，從自我風險辨識、分析及擬訂
具體風險管理方式執行風險管理，並定期向董事會呈
報，亦由董事會秘書單位不定期就與公司有關之環境
和社會議題與各幕僚功能長互動與溝通，並於每年年
底定期檢視ESG之影響、績效及策略目標。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風險管理與內控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 risk-management.php

風險處理及監督
落實企業倫理推動及強化公司經營理念

一直以來信義房屋藉由立業宗旨、經營使命與管理方
法來促成公司穩定成長，同仁在工作職務上的任何決
定與行為，都會影響其他人對信義房屋的認同與觀感。
為使同仁在面對客戶、同仁、同業、供應商、國家社
會及自然環境等關係人時有更明確方向，因此信義房
屋創產業之先，訂有並定期宣導各項行為守則。為杜
絕貪腐事件發生，我們每個月亦會對全體同仁進行經
營理念研討，分享如何將經營理念實踐於所承辦的業
務中，及倫理長辦理「信念引領行動」等活動，希望
將公司對於企業倫理之堅持融入於同仁日常作業中。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永續政策與守則   
http://csr.sinyi.com.tw/other/policy.php

現有控制機制
將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列為各部門
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追蹤管理。

      了解更多    詳見信義企業永續網 風險管理與內控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 risk-management.php

現有控制機制

1.董事會：確保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有效推行。

2.風險管理權責單位：就其負責之權責工作進行風
險辨識、分析、評量、處理等規劃及執行作業，並
擬定相關因應或復原計畫，作成規避、降低、移
轉、承擔風險的各項改善計畫之決策，並定期將風
險管理執行情形向董事會報告。

3.內部稽核單位：依計畫執行各項制度稽核作業，
定期將稽核結果交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

風險處理及監督

落實企業倫理推動及強化公司經營理念

風險分析

可能性  /  衝擊或後果

原有風險等級
中度危險的風險

控制後風險等級

低度危險等級

殘餘風險分析

可能性  /  衝擊或後果

201-2

102-11 102-15 102-29 102-30 102-31

205-1

102-16 205-2

主軸1：優化公司治理作為   |   主軸2：風險管理與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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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大主題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1勞雇關係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404訓練與教育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人才為立業之本，吸引優秀人才與營造健康安全職場一直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我
們視同仁為事業夥伴而非公司資產，重視勞雇關係，給予同仁尊重與關懷，提供具市
場競爭力的整體薪酬與福利制度，並建構安全衛生的職場工作環境。信義重視同仁的
教育訓練與成長發展，尊重多元化、提供平等機會，培育同仁向更高目標邁進。提供
完整的溝通機制，減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打造幸福職場，使每位同仁工作
與生活平衡發展，為自己與客戶成就家業夢想。

02
員工照顧

亮點績效

2017年
亞洲永續報告獎

(ASRA)  

亞洲最佳職場
報告獎

取得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企業認證
女性主管

16.36%
申請第二胎12萬生育補助

累積                位同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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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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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 吸引優秀人才                    P47 營造友善職場

管理方針

「提供良好環境，確保同仁獲得就業安全與成長」，是信義房屋一路走來不變的承諾。從「以人為本」的思考出發，兼
顧同仁在經濟上、個人發展上以及身心健康管理的均衡。
我們以「吸引優秀人才」、「營造友善職場」兩大主軸作為持續努力的方向，推動以同仁為核心的各項施策，提升勞動
環境，以達成我們的核心願景目標：「以人為本」，同仁不只是同仁。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職缺/年
3,000 個

平均訓練時數
27.02 小時

離職率
34.26 %

信義房屋一向視同仁為事業的夥伴，希望
同仁能夠與公司一起成長，提供具市場競
爭力的整體薪酬，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管理實績

主軸1　吸引優秀人才

累積366位申請第二胎
12萬生育補助

366 位
各類社團
55 個

工傷率
6.54

主軸2　營造友善職場
透過系統化的健康管理方式，建構完善福利制度，
打造安全職場工作環境，關懷同仁身心健康。

永續原則 ｜ 「以人為本」　同仁不只是同仁

【認證】以外部標準確保友善工作環境

致力推動無菸環境，落實健康促
進措施、建立良好之工作環境。
（效期2016/01-2018/12）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保障婦女哺乳權利，設置哺集乳室。
（效期2017/9-2020/8）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

鼓勵同仁建立規律運動習慣，共同
推展運動風潮。
（效期2017/10/16-2019/10/16）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員工照顧相關：

SDG3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層所有人
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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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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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吸引優秀人才   |   主軸2：營造友善職場

對信義的意義
和諧的勞雇關係是事業發展的基礎。透過結構化之培訓模組，確保同仁
能於公司中提升能力，發揮潛能，與公司同步成長；使同仁具備專業知
識能力，能提供社會大眾最佳之房地產交易服務。此外，藉由推動信義
志工等活動，讓信義人除了具備專業能力，更有溫暖的心。這些無形的
資產，是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也是永續經營的最佳投資。

我們的承諾
信義將同仁視為公司最重要的事業夥伴，招募優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
作環境，公平對待所有同仁。實踐高薪資、高發展、高關懷的「三高」
政策。
堅持企業社會責任，能夠提升員工的認知、動機，刺激員工想法並創新
，塑造特有的組織文化，增加公司於人力市場的價值，吸引與留住優秀
人才，提升競爭力。

特定行動

經過了4個多月的實習，從一開始對房仲業的完
全陌生，到現在略有一個業務的樣子，真的蠻感
謝信義房屋有跟逢甲大學配合，提供這個讓我能
夠成長的機會。常聽店長跟我說，做這行的，只
要不怕辛苦就一定會成功，所以這次的實習，我
也抱持著這個信念，只要客戶需要我，我都會以
服務客戶為第一優先。我一直堅信，唯有最好的
服務，才能讓每個服務過的客戶，在有需求時第
一時間想到我。

對應作為：
由於配合政府積極推動一年制產學合作計畫，以在學的學生為對象，透過
產業界與學校的合作，共同養成產業發展所需人才；因此未來將研議規劃
延長實習期程。

~ 逢甲大學   蔡和修

不動產經紀人員全時實習計畫      實習心得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員工照顧小組
責任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資源
人力：人力資源部、組織與人才發展部
經費：獎學金、校園深耕計畫、轉職金等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每年進行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主管
領導風格暨施策落實度調查

如何管理

3000                       職缺/年
加速人才培育與成長

<35%                           離職率
與同仁共享經營成果，厚植同仁能力

40
小時 / 平均受訓時數
強化各階段理念傳承與人才培育，系統化提升
教育質量，擴大辦理教育訓練並深化理念傳承

3000                       職缺/年
每年持續釋出大量就業機會

34.26% 
離職率
高薪資、高發展、高關懷的三高政策，
降低離職率

27.02
小時 / 平均受訓時數
調整新進同仁與主管訓練結構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目標達成

人才招募-招募政策、校園深耕
培訓計畫-信念導向培育體系、各階訓練專案
合理報酬及升遷-薪獎、績效、晉升制度

行動方案1：人才發展與培育

多元化雇用-女男比例、身障同仁、退休回聘
性別友善-友善平等環境、消除歧視、生育獎勵

行動方案2：多元化與包容

雇用概況-人力結構、新進與離職概況
透明申訴管道及聆聽策略

行動方案3：良好勞雇關係

401勞雇關係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404訓練與教育

主軸１ 吸引優秀人才 對應的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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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推出「信義校園種子計畫」，創辦「證照專班」，擴大辦理全時實習計畫，除持續招募相關學系
之學生外，亦開放非相關學系學生報名。

信義以正式同仁的培訓規格、師徒制、福利及休假，提供實習生完整的學
習與指導，為畢業銜接就業奠下良好基礎。實習期間的薪資更比一般公部
門或企業實習更優渥。

1.擴大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員全時實習計畫

信義與學校及內政部核可之營業員訓練機構合作，融合不動產營業員30小
時訓練課程，及10小時職場實務模擬企業體驗，協助同學培養專業取得證
照、了解業界實態。

2. 不動產營業員證照專班

信義校園種子計畫

人才發展與培育
信義房屋長期以來秉持以人為本思惟，視同仁為重要的夥伴，以高薪資、高發展、高關懷的「三高」政策，激勵同仁向
更高目標邁進。

房屋仲介是一項要求高度專業與服務熱忱的工作，業務同仁佔全體80%。信義每年持續吸引量足質精的人才，以提
供客戶最佳的服務。

用人慎始：只用大學畢業且無房仲經驗的業務人員，前6個月保障月薪5萬元使新人能安心學習
創新招募：「30天工作鑑賞期，5萬保障薪+5萬轉職金」翻轉勞雇關係，即使選擇離開也能帶走工作技能和轉職金
多元發展機會：台灣、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全球化佈局，與集團事業群多元方向

為協助學生在畢業前即做好充分準備，同時拓展延攬優秀人才機會，信義與多所大學院校合作，提供各類實習生與獎
學金計畫，共同養成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與中國科大合作開辦不動產交易實務課程，共有54名學生選修。與中原大學合作開辦不動產
經營管理講座，共有15名學生選修。

與國立雲林科大及松山家商合作推出「七年一貫，產學攜手合作」專案，經書面資料審查及
面試，共錄取43位學生。

招募不動產經紀人員全時實習生，來自8校（德明科大、中國科大、崑山科大、文化大學、長
榮大學、南台科大、屏東大學、逢甲大學）27位學生。

提供政大MBA全額獎學金2名，以及信義房屋企業永續獎助學金、國內外志工補助獎學金。

提供年滿20歲以上大學生免費考照專班，2017年共開10班，學員人數228人。

      了解更多 ｜ 信義房屋人才招募網   https://hr.sinyi.com.tw/

      了解更多  ｜  2017信義房屋校園種子計畫簡介與訪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RlgE5cchU

人才招募
招募政策

校園深耕

不動產實務課程

信義書院獎學金

產學合作專案

全時實習生

營業員專班

主軸1：吸引優秀人才   |   主軸2：營造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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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退休後仍樂當志工的張華雄專案執行協理

新人培訓內容以信義理念貫穿設計，包含信義理念
營、不動產專業知識與技能、作業態度心法、公司
制度規章等，教學則整合總公司課程與分店實作訓
練，紮實新人基本功、確保新人能正確理解且落實
理念。
信義提供多元輔導機制，包括專任講師制度、學長
姐師徒制度、主管定向輔導、EAP員工協助方案
等；並定期進行適應問卷與訪談，以即時提供同仁
工作和生活的必要協助。

為提升中高階主管領導素養，並期待其具備「成為
公司代表」之思維，每月針對中高階主管辦理區部
務研習營，為期一年，透過主題研討、集眾志、實
務演練、實務分享等方式，並由董事長與總經理現
場互動與指導，使公司主管能有一致的信念並融滲
信義理念於管理實務運作中。

志工服務是信義房屋另類的人才培訓課程，透過志
工服務再重新學習「服務」，讓每一位同仁都有機
會體驗不同生活，能以「同理心」看待社區大小
事，重拾自己對工作的熱忱與社會新體驗，進而增
加在服務上的能力。

信義秉持「有多少店長開多少店」理念，2017年
針對潛力業務人才辦理為期二個月之店主管育成培
訓，由中高階主管擔任講師帶領學員經歷上課、實
作、輔導、成果展現之學習歷程，提前儲備管理基
本功，具備足以勝任店主管的能力；並鼓勵同仁參
選店主管選拔，成為手心向下、影響力更大的優秀
管理者。

2017年基層主管與中高階主管之受訓時數皆較前一年度明顯增長，主要為多項領導管理培訓進行；而一般同仁之時
數減少，主要因新人培訓教學模式調整，更改專業、實作課程比例，以更貼近現場。總時數107,386小時，每人平
均受訓時數27.02小時。

訓練時數

除了提供內部訓練課程外，公司亦鼓勵同仁自發性學習、參與外部訓練，並提供外訓進修費用補助，如研究所學位/
學分進修、語言學習或其他專業領域進修，也包括線上學習資源。
2017年共補助英文、日文等外語研修581小時，工作能力提升、自我成長等一般課程研修8,005小時；EMBA等學位
學分研修3,093小時，合計共補助445人次，11,679小時的外訓課程。

在信義房屋待滿25年退休的101店專案執行協理張華雄，退休後的他除了持續參
與信義志工活動，如信義公益基金會與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合辦的「小南瓜奇幻
PARTY」，也積極成立「信義房屋退休同仁群組」維繫曾在信義共同打拼的夥伴。

終身學習

培訓計畫
信念導向之人才培育體系
對房仲業而言，要建立客戶與經紀人之間的信任感，經紀人的素質是關鍵因素。信義以長期培育發展人才之觀點建立培育
體系，依據不同職涯階段所須具備的能力與知識，規劃對應系列課程，協助同仁透過多元學習方式持續學習成長。

      了解更多  ｜  信義房屋信念導向之人才培育架構圖，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employee.php

      更多資訊  ｜  「平均受訓時數表」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訓練專案

重點專案1        新人培訓計畫 重點專案2        店主管育成培訓

重點專案3        區部務研習營 重點專案4        信義志工-重新學習服務同理心

      了解更多  ｜  人物專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14001465-260410

404-1 SDG 4 SDG 8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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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  ｜  薪獎制度更多內容，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system.php

合理報酬及升遷制度

1. 經營成果共享：
三分之一稅後營業利益分配給同仁。

2. 合理報酬：
信義房屋業務同仁只招募大學以上畢業且無仲介經驗者，提供前六個月五萬元之保障月薪，高於台灣基本工資及其他產
業給予社會新鮮人起薪標準。2017年調整新進試用秘書薪資由28,000元提升至29,000元，晉升正式為30,000元；並修
正各職級晉升薪資調整額度，擇優晉升留用人才。

3. 業務同仁薪制：
薪獎政策以「導之以『義』而非誘之以『利』」為原則，並設計鼓勵合作分工的團體獎金。針對到職六個月培訓期間的
新人，則提供保障薪五萬元使同仁能安心學習。績優者更有機會獲得績優同仁留任獎勵金，鼓勵同仁與公司共創雙贏。

4. 幕僚同仁薪制：
按「職位薪資核敘辦法」依所具專長能力、學經歷及參考巿場薪資水準核敘。每年三月統一檢核全員薪資，並參考外部
薪資調查、市場薪資水準調整政策。

薪獎制度 102-36 405-2 SDG 8

信義重視人才培育，提供透明的升遷制度與機會，不論年資長短「沒有雙黃線，隨時可超車」。不論獎金制度、職位晉升
或是「信義君子」的選拔，都將客戶的滿意度做為重要的指標依據。

升遷制度

可依自己適合的職涯屬性，選擇：專業職（以業務為重心
的專業經紀人）、管理職（店長級以上的管理職能）二條
發展方向。所有業務主管都從基層做起，透過充足的管理
訓練，培育各職級主管應有的能力。店主管、區主管選拔
於每年固定時間舉辦，周俊吉董事長皆親自參與。

業務

依「幕僚同仁年度薪資調整及晉升提報作業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參考「信義企業集團幕僚各職等任用基準與
職責」並提出具體事證與潛能觀察，依績效評核、年資
歷、獎懲記錄條件，考量同仁所具備之能力水準及發展
潛力，循晉升程序提報核定。

幕僚

信義房屋建立完整的定期績效面
談與評估制度，以協助各級同仁
持續成長。

全體同仁績效評核並無依性別不
同而做區分，接受定期績效評核
的比例為100%。外派人員依當
地評核制度，約聘人員依其聘僱
契約。各級主管均受過完整之績
效面談與考核訓練，藉以提供同
仁指導、鼓勵支持與職涯諮商，
協助同仁成長。主管定期針對同
仁進行績效檢視與改善檢討，並
設定目標；績效評核的結果將成
為同仁晉升與調薪之依據。年終
績效評核則視同仁之績效達成或
考核結果而異，由最高主管最後
核定基數。

績效管理 404-3 SDG 8 績效評核執行程序

業務人員考核
(每月)

電腦系統依晉升
考核標準結算

秘書與幕僚考核
（每季）

  
依個人職務別定性
及定量考核指標先

自評
  

直屬主管初評面談
 

部門主管複評面談

全體人員
年度考核

  
依個人職務別定性
及定量考核指標先

自評
  

直屬主管初評面談
 

部門主管複評面談

績效目標訂定

活動計畫執行

考核作業

業務主管考核
(每季)

電腦系統結算
各項考核指標

結果
 

人資部提報

 
店主管績效評

議會討論

績效核定

獎懲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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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信義房屋會舉辦「信義君子」選拔活動，並會將當選同仁的個人大
型海報陳列在公司的榮譽榜牆面上。信義君子的選拔，不以業績作為標準，
除「零申訴」、「無法律糾紛」、「未受懲戒」是基本參選門檻外，也需經
過類似360度評量的過程，並包括是否利用個人感染力來使組織更好。評選
的高標準，讓當選的難度不下於頂尖業務員，因此「信義君子」是信義房屋
服務品質的最高殊榮。
每年選出1~2位，2016年2位當選，2017年從缺，2018年1位。

提供高底薪，建立良好雇主品牌吸引優秀人才
早期，在信義知名度還不高的時候，我們就提供高底薪，這樣的薪水還算的上相當有市場競爭力。
經過多年在客戶間、社會上的累積，信義的形象早就遠超過產業水準。人才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已經能夠識別信
義的雇主品牌，在和其他公司比較時，信義已是一家讓同仁們感到與有榮焉，而薪水也頗具競爭力的好公司。

雖然市況並不算好，信義卻在2018年初宣佈全面調漲薪資
信義長期以來，秉持以人為本思惟，兼顧各利害關係人均衡發展，形成正向循環。我們原本就每年都會進行年度
調薪，2018年初的大幅調整，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才，不僅補足人力需求，也是為了塑造更好的工作環境，讓
同仁和公司共同成長。

聆聽同仁心聲，發展創新施策
信義委託台大做了很多年的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問卷，深入聆聽同仁的心聲。一開始我們也把主管與同仁
算在同一類，但問卷反映的問題中，發現有很多是主管本身產生的議題，因此才會特別把單位主管抽出來檢視，
使調查層面更廣：不只是對於事的問題，也針對人的問題進行領導風格的探討。
我們很多的新施策都來自年度意見調查，例如「峰富計畫」、「學用整合」等計畫，持續規劃改善施策，為同仁
塑造良好的工作環境。

重視多元化與包容，提供所有同仁平等機會
在「信義企業集團行為守則」中，就已經有訂定關於多元化與包容的規範：尊重彼此，並提供每位同仁在任用與
發展上皆有平等機會，絕不會有差別待遇或歧視。雖然因房仲行業特性，本來男性同仁就佔較高比例，但我們一
直以來都給予所有同仁平等的機會。信義的企業文化，對於兩性議題皆抱持開放的態度，例如男性同仁申請育嬰
留停，也不會被其他同事以異樣的眼光檢視。而現今社會的性別界限越來越模糊，我們也持續考慮到更多不同群
體的需求。

「信義君子」選拔

人資主管訪談                 人力資源部 執行協理 張旭

      了解更多

「信義君子」宋有容訪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7wQ7pOWEo

“信義對待同仁，就像家人一樣。”

～已在信義房屋超過20年的張旭執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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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雇用

多元化與包容

信義房屋一向秉持多元與包容的人才策略，在雇用、發展等各方面皆重視多元化且具有彈性，兼顧工作與家庭平衡，並
提供男女性同仁同等機會。讓同仁在為客戶成就家業夢想的同時，也成就自己的家業夢想、創造豐富人生。

提升女男雇用比例
信義的招募政策以人權平等為基礎，無性別、種族、年齡、政治、婚姻或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使同仁組成更多元化。
信義房屋總員工數共3,974人，女性員工佔比36.31%。在550位主管中，女性共佔90位（16.36%）。由於房仲業屬性
特殊，早期從業人員也以男性居多，業務主管為男性的比例較高。近年不僅女性員工佔比逐年成長，女性主管比例亦持
續成長。

身心障礙同仁
我們以「創造任何人都能夠熱情工作的職場環境」為目標，視狀況提供身心障礙同仁適合的工作職務如檔案管理及書信
收發等文書工作，讓人才適才適所，發揮最大潛力。我們也與社團法人盲人福利協進會合作，雇用專職視障按摩師提供
按摩服務。不僅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給身心障礙人士，也讓同仁可以在舒壓時兼做公益。
2017年雇用之身心障礙員工達47人（輕度8人、中度5人、重度17人。依法，進用重度身心障礙者，每進用1人可用2人
核計），佔整體員工比率為47/3,974=1.18% 。

405-1 405-2

退休回聘制度
信義創造充滿活力的企業結構，為在公司經歷成長的資深退休員工在有意願和能力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在公司工作，提供
良好的環境。並制定「退休同仁重新聘用辦法」退休回任制度，針對退休並有意願回任之同仁提供協助，提供回聘或轉
調關係企業機制，使同仁於退休後可持續發揮專業知識及技能，並協助公司組織發展，促進退休同仁重新進入職場。凡
符合資格且有意繼續服務者皆可提出申請。

404-2

女性員工比例

32.00 % 34.00 % 36.00 % 38.00 %

34.83 %

34.10 %

36.31 %

女性主管比例

12.00 % 14.00 % 16.00 % 18.00 %

15.08 %

13.95 %

16.36 %

身心障礙員工人數

台灣本地總員工數

非典型聘用員工數/台灣本地總員工數

身心障礙員工數 /台灣本地總員工數

47 人

3,974 人

74/3,974=1.86%

47/3,974=1.18%

2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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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政策

全體同仁之薪資核敘並無依性別不同而做區分，係依其職務類別與職級別而異。幕僚同仁並根據所具專長能力、學經歷
及參考巿場薪資水準核敘。業務職類的薪資結構以變動薪佔較大比例；而幕僚職類薪資結構以固定薪所佔比例較高。

全體同仁之績效評核並無依性別不同而做區分，接受定期績效評核的比例為100%。近年來有賴健全的訓練與客觀的考
評體系，讓女性同仁擔任主管的比例持續增加。信義專職執行永續報告書的團隊中，共23位專職人員，其中12位為女性。
永續進修課程時數中，75%為女性同仁。

友善職場環境

信義積極消除職場歧視，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規命令，訂定「信義房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
處理要點」，也定期舉辦並鼓勵同仁參加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講習。

消除職場歧視措施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提供同仁在懷孕、生產、為人父母等不同階段所需
之休假與協助。申請育嬰假不分男女，且留職停薪期限屆滿時亦可順利申
請復職。提供哺乳時間、設置哺集乳室（優良哺集乳室認證-優等），並
依法規劃「母性健康保護」計畫與措施，確保媽媽們的身心健康。
除生育補助外，信義也與全國型托育機構何嘉仁合作提供就讀優惠，減輕
同仁照顧幼齡子女的負擔。幸福健康管理中心也針對新手父母開設親職課
程，提供同仁多方面的協助。 

性別工作平等

「生育第二胎獎勵措施」獲內政部長親臨信義總部頒發感謝狀，及前總統馬英九於臉書貼文及除夕談話的肯定。截至
2017年12月底為止，累計已有366位同仁提出申請，預計發出4,392萬元的獎勵金，總共累積孕育1,074位信義寶寶（含
第一胎）。

第二胎生育獎勵措施：全國首創也是全台最高

      更多資訊  ｜  「信義寶寶累積數」，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對於同仁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公司完全遵守相關法令的規定作業，而同仁育嬰留職停薪期限屆滿時亦可申請復職。
2017年男性與女性的留任率皆達70%(含)以上，可看得出信義房屋對於男性與女性的家庭支持足夠，兩性平等。

員工申請育嬰留停及期滿復職統計 401-3

      更多資訊  ｜  「育嬰留停與復職統計表」，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女性與男性年薪資報酬比（女：男） 截至2017/12/31任職滿一年以上對象為統計範圍405-2

      更多資訊  ｜  參閱公司治理章節「董事會薪酬制度」及「高階主管永續經營之薪酬獎勵」

高階主管(副總以上)

中、基層主管

一般同仁

0.77：1

0.94：1

0.79：1

0.83：1

1.04：1

1.08：1

0.69：1

0.86：1

0.58：1

職級 總薪 月薪 變動薪

嬰幼兒急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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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關係
雇用概況

人力結構
截至2017年底，信義房屋總員工數共3,974人，包括14位高階主管、中階主管61位、基層主管475位，以及3,424位一
般同仁。因房仲業務特性，男性2,531人（63.69%）略多於女性1,443人（36.31%）。信義只招收大學畢業且無房仲經
驗的業務人員，故九成以上員工皆為學士畢業。

102-8 405-1 SDG 8

新進及離職狀況
業務同仁約佔全體80%，雖並未針對性別篩選，但因行業特性，新進員工以年輕男性同仁佔多數。離職比例結構相似，
以男性及30歲以下佔比最高。2017年信義房屋全體員工平均離職率為34.26%。為有效降低離職率並回應環境挑戰，針
對業務同仁研擬低績效輔導方案，助其聚焦核心並透過團隊互助；定期提供新人關懷與輔導；對離職同仁則由主管面談
深入了解原因並統計，以評估改善方案。

401-1

聆聽策略
申訴機制與溝通管道
為了解同仁對於組織發展或各項施策之意見及感受，提供免遭性騷擾與歧視的良好工作環境，信義建置多元溝通管道，
持續宣導使用並確保機制通暢。

1.正式申訴機制（業務幕僚溝通平台／周先生信箱）
2017年共對公司提出105件意見，多與人資、資訊相關。獲得解決比例為100%，並因應同仁意見反映調整相關施策。

2. 勞資組織
信義致力於保障員工權益，雖未成立工會，但內部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及勞資會議，每季舉辦會議，由福利委員針對員
工福利，勞資雙方代表對於員工權益等事項進行溝通研討。集團職工福利委員會設有主任委員、總幹事及副總幹事各1
人，含委員共計29人。其中信義房屋共26人，佔全體同仁0.65%。勞資會議設有資方及勞方代表各5人，勞方代表佔全
體同仁0.13%。

3. 勞工實務申訴事件
2017年共有4位非在職同仁向主管機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公司組成專門小組了解申訴內容，參與調解會議並由公司代
表與同仁溝通。經查同仁闡述內容，係公司依規章制度之適當處理，且並未違反相關法令，因同仁認知上與公司產生歧
異，故針對事件的描述與事實不甚相符。其中2位調解不成立，另2位則考量特殊情況以和解方式處理。

 更多資訊  ｜  信義房屋員工合約類型分佈、教育程度分佈、年齡組成比例分析表，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更多資訊  ｜  「新進及離職員工結構表」及「歷年離職率」，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403-1

員工意見調查

每年持續委託外部顧問客製問卷，依當年度施策重點調整構面及題項。使全體同仁皆能充分表達對組織運作、工作內容、
主管領導方式之建議，據以發展改善措施並融入次年度計畫，使組織共同成長。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回收集團近八成同仁意見，跨年深度分析並召開工作坊研討改善措施。調查顯示經過
     2016年度企業改造，2017各構面結果皆有提升。

     主管領導風格暨施策落實度調查：鼓勵主管檢視缺口、換位思考。2017年「區主管為公司代表」是重點施策之一，
     調查結果顯示主管們於理念實踐及施策推展面向有明顯提升。

102-43

 更多資訊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及「主管領導風格暨施策落實度調查」結果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更多資訊  ｜  參閱 P17「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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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吸引優秀人才   |   主軸2：營造友善職場

對應的重大主題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主軸2 營造友善職場
103-1 103-2 103-3

我們的承諾
信義致力協助同仁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雙向均衡，以維護企業永恆的創新發展與幸福成就。制定職場安全規範，持續監測改
善；推動健康促進及職安教育，並取得相關認證。使同仁能安心就業、長期發展。

對信義的意義
現代社會步調快速，過勞、意外傷亡等職災頻傳。有鑑於人才是信義的根本，信義持續貫徹「以人為本」的信義精神、落實相關
法令規定，對於同仁健康與生活進行多元且全方位的安全作業，促使同仁取得工作與生活平衡，邁向身心健康、幸福人生的終極
目標。

重視同仁身心靈健康的信義房屋，這幾年陸續獲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
幸福企業三星級獎、勞動部工作與生活平衡獎 ，2017年更順利通過教育
部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
信義很早就體認到同仁健康是公司最佳資產，設立「幸福健康管理中
心」由健康管理師提供健康諮詢。每五年就會舉辦一次全公司大型運動
會，最近一次是2016年於台大綜合體育館「奔跑吧！信義」集團運動大
會，讓同仁在運動中除了強身健體外，更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沒有
運動會時，也有瑜珈、核心肌群訓練社等運動社團，以及舉辦各式球類
聯賽，如籃球聯賽、慢壘聯賽等，參賽選手都非常積極爭取榮譽。運動
風氣盛行的信義，在空間布置也充滿巧思：樓梯間攝影展鼓勵多走樓梯，
影印機旁擺放體重計隨時可測量。此外，在內部定期舉辦運動健康講座，
主管也常以身作則，號召「單車環台做公益」、參加馬拉松、登玉山等
活動。
信義房屋深知「人才為立業之本」，始終關懷員工的身心健康，帶領同
仁往充滿正面能量的幸福企業前進。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員工照顧小組
責任

資源
生育獎勵、社團補助等各項經費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定期參與取得外部認證
持續監控勞安數據與工時狀況

如何管理

認證 取得 
順利取得「運動認證」，展延「優良哺集
乳室」認證

持續進行

6.54 工傷率
降低工傷率，確保同仁健康安全，減少職災

持續進行

<5 工傷率
降低工傷率，確保同仁健康安全，減少職災

認證 申請 
持續確保安全工作環境

特定行動

年度亮點           獲頒「運動企業認證」

整體福利制度與正式員工福利
退休制度

行動方案1：福利與退休制度

職業安全組織
安全宣導及訓練
安全管理成果

行動方案2：健康與安全職場

專責單位「幸福健康管理中心」
降低過勞，樂活工作
多元社團活動

行動方案3：健康計畫與樂活工作

【籃球聯賽】及【慢壘聯賽】
二支冠軍球隊於公司月會接受董事長頒獎

五年一度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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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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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退休制度

信義房屋為提供同仁更良好的工作環境，除法令規定的項目外，亦提供許多優於法令的福利項目，如買賣房地產服務費優惠、
員工持股信託獎勵、公費健康檢查等。

福利制度 401-2 401-3

正式員工享有之福利 401-2

信義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按月提撥退休金、退休金發給標準，皆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並制定「信義房屋退休撫卹辦法」作為退休給付與相關作業依循，以及「退休同仁重新聘用辦法」使同仁退休後可持續發揮專
業知識及技能。2017年起規劃「退休同仁表揚方案」，由單位最高主管頒贈紀念品以感謝退休同仁的服務與貢獻。

勞基法退休制度：
每月由公司按勞工工資總額，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由台灣銀行開立之「公司退休基金專戶」存儲。

勞工退休金條例：
每月由公司按個人提繳公司提撥6%金額繳至勞保局設立之個人退休金專戶。有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同仁每月
薪資中代為扣繳之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退休制度 401-2201-3

員 工 與 眷 屬 協 助 方 案

心
 理

健

康 生

理
健

康

財 務 健 康

生理健康

各項請假類別
事假 . 病假 . 產假
產檢假 . 陪產假
生理假 . 家庭照顧假 
婚假 . 喪假 . 公傷假 
特別休假 . 育嬰留職停薪

公費健康檢查
機車任意第三人責任
險（限外勤員工）

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專責「幸福健康管理
中心」
專職健康管理師
專業按摩師按摩舒壓
團體保險

財務健康

同仁婚、喪、生育、
住院與急難救助

年節/生日禮品(券)
主管聯誼費
同仁生育第二胎獎勵

員工持股信託獎勵
同仁買賣房地產服務
費優惠（含眷屬）

外訓補助
員工紅利

勞工退休金
制服補助
社團補助
旅遊補助
主管賀奠儀補助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檢查
同仁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含眷屬）

政府法令規定 信義房屋另外提供-全體員工皆適用（含定期契約人員） 信義房屋另外提供-限正式員工享有

      了解更多
      「公司退休基金專戶」資訊請參閱信義房屋2017年度年報 P.111~114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退休制度內容，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system.php 

      了解更多  正式員工福利內容，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syste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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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安全職場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其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由人力資源
部主管擔任。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本公司研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與交通安全業務有關事務之組織，委員會人數共10人，其
中員工代表共4人，佔40%。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

員工安全管理成果
對於同仁因公務受傷，公司亦依相關規定及實際情形核給工傷假，並且協助申請勞保職災補償，累計2017年申請工傷假
人數共141人，工傷假天數共2,385.5天，並無職業病案例。
同仁之工傷以勞保局認定為主，包含上下班及執勤時車禍、跌倒、分送派報時被割傷、被物品砸傷等，不包含紅藥水事件。
工傷率、損失天數比例由每月提報勞保局的工傷件數、損失天數核算。
2017年的工傷率6.54，損工日數率56.43，缺勤率0.76%。

403-1 403-4

403-2 SDG3

安全宣導及訓練
重點宣導項目-交通安全：
信義80%是直接服務客戶的業務同仁，大多數皆以機車代步，因此意外傷害以交通事故居多。為防範同仁交通意外事故
之發生，我們不定期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提醒同仁遵守交通規則、騎乘機車配戴全罩式安全帽；維持駕駛執照有效，騎
乘與所持駕照種類相符之車種。

防災逃生講習與訓練：
每半年舉辦一次消防安全講習與緊急疏散演練，藉由緊急疏散演練、各類消防器材操作及消防講習等教育活動，增強消
防相關認知，以維護個人及團體之安全。       

設備安全查檢與職安宣導：
信義定期進行辦公場所用電安全查檢、空調設備及監視系統查檢、消毒清潔及實施禁煙規定，使同仁能在安全舒適的環
境下工作。2017年亦增訂「分店門市突發事件緊急應變流程」規範，作為各分店安全管理之依循。每月也定期對各業務
區進行職業安全宣導。

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
持續舉辦操作訓練說明會，讓同仁瞭解正確使用方式及注意事項，一旦有人發生突發事件時，可掌握搶救生命的時間。

健康系列講座：
2017年也針對2016年調查中，同仁需求較高的主題如壓力調適、心理關懷、健康飲食、工作熱情等規劃系列講座，共
計13場次，1,200人次參與。並辦理成人、嬰幼兒CPR+AED+哈姆立克法講座，共計89人次參與。

403-3

      了解更多  ｜  委員組成與職責及會議討論事項，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hp

      更多資訊  ｜  職災狀況（工傷率、損工日數率、缺勤率）等相關統計表，請參閱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緊急救災演練 CPR與AED操作訓練 消防安全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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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計畫與樂活工作
房仲業是一項高挑戰、高壓力的工作。建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求。信義以實際的政策與資源
投入，實踐對同仁健康與安全的重視和關懷。

409-1 SDG 8

      了解更多  ｜  幸福健康管理中心服務內容，請詳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hp

專責單位「幸福健康管理中心」守護同仁健康重點課題  1

企業的永續關鍵來自員工的幸福，而幸福首重健康的身心。信義2015年成立照顧同仁身心健康專責單位「幸福健康
管理中心」，聘請專職職業衛生護理師強化既有的健康管理平台。提供同仁優於法規的健康檢查，健康諮詢與追蹤改
善、疫苗施打、同仁協助方案（EAP）等服務，並擬定實施預防計畫及促進健康方案，為同仁的健康把關。
2017年推動「信義躍健康-肺腑保健」專案，辦理肺腑保健、戒菸講座，並於內部app提供同仁各類健康知識與資
訊。健康管理平台使用量2017年大幅提升近三倍至66,673人次。新人課程中加強宣導使用健康管理系統可獲得健康
資訊、查詢健檢報告、預約按摩。8月份開始使用憂鬱量表，針對新進同仁在第一天報到及滿30天回訓時進行檢測，
當量表分數超過一定程度，則主動提供EAP相關資訊予同仁。第二季展開的公費健檢，也增加合作醫院至13家，可於
系統中查詢及線上預約。

      更多資訊  ｜  EAP使用服務次數、健康管理平台上網使用人次，請詳附錄「永續績效一覽表」

改善工作時數，樂活工作重點課題  2

信義房屋80%之組成為業務同仁，因工作之特殊性，服務客戶高峰期間多為一般人下班時間或週末，連續假期也是服
務客戶的時機，故容易產生超時工作之風險。

2017年新規範
2017年因應勞動基準法第24條(加班費)、36條(例假與休息日)、38條(特別休假)修訂，依法調整勤假之相關規定。

1.加班管理機制
對於同仁作息及差勤訂有明確的規章辦法，並遵從法規規定。業務同仁及主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84條之1的責任制專
業人員，同仁到職時須簽署約定書，並由公司向主管機關完成核備。勤休及加班狀況皆符合約定書之約定。亦制定「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配合年度健康檢查結果篩選高風險同仁，進行健康關懷，並通知相關主管，了解
工作狀況，檢視工作時間分配，適時調整工作內容。

2.調整出勤時間
所有分店業務同仁每週一到週四早上「晚一小時（10點）上班」，讓同仁能多點時間陪伴家人。主管也能透過勤假
管理系統隨時了解勤休狀況、適時關懷，協助同仁達到工作與生活均衡，防止強迫勞動。

3.優化休假制度
三節休假：為鼓勵同仁返鄉過節或陪家人出遊，所有同仁農曆春節一律休假；並進一步在端午及中秋節當天停止營
業，開創服務業於傳統三節休假的首例。
給薪志工假：每人每年一天的給薪志工假，鼓勵同仁走出工作圈從事志工活動，體驗手心向下的感動，促進善的循
環。

409-1

重點課題  3 多元社團活動

制訂「員工社團組織辦法」並提供活動經費補助；福委會亦提供部門聯誼費、旅遊費用補助、社團活動費用補助，鼓
勵各單位及同仁舉辦或參加各種休閒旅遊、社團、健康活動。已成立55個各類休閒社團，其中運動類型相關佔82%。

主軸1：吸引優秀人才   |   主軸2：營造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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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客戶關懷

本章重大主題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行銷與標示

418客戶隱私

亮點績效

連續24年榮獲
《管理雜誌》

「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查」
房屋仲介業第一名

NO.1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84.42 %
第15屆

房屋仲介業
「遠見五星服務獎」

首獎
榮獲

《天下雜誌》
金牌服務大賞
房仲業第一名

NO.1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房屋創業初衷，即為「促進房地產交易安全、迅速與合理」，更將「講信重義，
先義後利」的精神融入信義的公司命名。對信義房屋來說，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才能
使企業可以永續發展，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持續創新，賺來的錢就會長久。

https://csr.siny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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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客戶關懷相關：

SDG12
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業務模式

P53 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P54 加強商圈精耕，落實服務品質

管理方針

我們依照永續發展原則，將持續以加強社區服務與保障客戶權益為主軸，並結合2025年願景、信義三大核心理念，傳遞
信義理念服務更多客戶，落實服務品質達到客戶真正的滿意與信任。以全新的服務創新型態，型塑產業未來。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管理實績

永續原則 ｜ 創新服務型態　形塑產業未來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件數
1 件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84.42 %

信義房屋為主動了解顧客對於服務的評價，進而做為
改善依據，2017年起將原本的2等分量表變更為5等分
量表，以使客戶做出更客觀的選擇，期望以更嚴格標
準及更貼心服務來提升產業服務水準。

2 0 1 7 年 由 信 義 鑑 定 所 製 作 之 不 動 產 說 明 書 高 達 8 2 , 0 9 8
本，錯誤的件數為1件，佔所有不動產說明書0.001%。
信義房屋因應方式：針對不動產說明書的正確性，我們要
求供應商共分成初審、複審兩道人員審核關卡，並搭配系
統進行審查，藉此將不動產說明書錯誤率降至最低。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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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   主軸2：加強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房屋相信惟有堅持保護客戶權益，追求更好的客戶滿意及忠誠，才能贏得客戶的信任，形成「善」的循環，並成就客戶的
家業夢想，讓信義房屋邁向永續發展。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秉持著「信義立業，止於至善」的經營理念，承諾將持續保護客戶權益及隱私，追求產業健全及永續發展。

416-1

重要作為 1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客戶關懷小組
責任

資源
人力：客戶服務部、信義代書、信義鑑定、個
人資料保護組織
經費：提供保障服務、製作不動產說明書等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持續進行客戶滿意度滿分率調查
進行神秘客稽查確保服務品質

如何管理

>85%
2017年調整評分方式，追求更高服務品質。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件數
為客戶明確掌握房屋狀況，避免房屋買賣糾紛

0 件

目標未達成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件數
2017年由信義鑑定所製作之不動產說明書高
達82,098本，由客戶回報不動產說明書錯誤
的件數為1件，佔0.001%。

1 件

84.42%
2017年成功電訪64,458位客戶，持續推動
STM關懷及了解消費者需求。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目標未達成 3. 其他研擬中服務  

基於「事前預防」與「完整保障」的服務設計概念，信義房屋考量到屋主
出租房屋時的隱憂，擬減少屋主因特定事故風險造成的房屋損失，提供更
完善的出租保障，同時也創造出租賃服務市場的差異化。相關之保障專案
將於2018年正式推出。2017年透過信義房屋四大保障及全體的努力，所
有信義客戶皆獲得交易安全的保障，無任何違反情事出現。

重要作為 2

      了解更多
      交屋後的保障與服務  http://branch.sinyi.com.tw/buyer-service5.php

1. 四大保障服務 
為求更周延保障消費者的權利，信義房屋持續關
懷及瞭解消費者對房屋交易安全的需求，提供漏
水保固保障制度、成屋履約保證、高放射性汙染
建築物保障以及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保障，讓
消費者安心購屋、幸福成家。

保障服務

購 屋

四大保障

     了解更多    關於凶宅安心保障制度  
       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articleCt.php/179/1

2. 凶宅保障服務 
業界首創「凶宅安心保障服務」，推出制度化的保障機制，一方面可降
低凶宅糾紛發生率，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制度性的保障機制，為客戶建
構全方位的購屋安全防護網。

417-1 417-2 SDG12

為避免買方可能遇到無法移轉過戶、建物結構安全問題、現況使用有異於
一般使用方式之特殊規定、現況無法使用、無法貸款等風險；或賣方因房
仲業者提供錯誤訊息而影響權益等買賣糾紛，信義房屋首創業界之先，推
出不動產說明書。每位透過信義房屋委託之客戶，皆享有製作不動產說明
書之服務。

不動產說明書 

重要作為 3

418-1

為保護個人資料，亦針對向當事人蒐集、行銷、利用、處理、建檔、刪
除、銷毀等程序加以明訂外，公司內部亦成立個人資料保護組織，專司資
料保護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具體施策之落實執行，並針對全體同仁
展開教育宣導，以課程、研討會、案例討論等活動，使公司各階層人員均
能熟悉各項規定及相關法令。

顧客隱私權保護

主軸1 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對應的重大主題

103-1 103-2 103-3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行銷與標示      418客戶隱私

https://csr.siny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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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相信惟有透過不斷的創新服務，方能追求更好的客戶滿意，進而吸引同業的仿效及模仿，樹立更高的服務標準，帶
領房地產業的向上提升。

對信義的意義
隨時掌握商圈動態，參與社區活動瞭解客戶需求，發掘潛在客戶，加強社區服務，經營社群平台生活圈，提早建立客戶的信任感。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客戶關懷小組
責任

資源
人力：客戶服務部、信義居家、全台分店、創
新整合事業群、數位智能中心
經費：研發創新服務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透過STM深入探索客戶真實需求並積極投入
串連起客戶的每一種新服務

如何管理

因應社會趨勢改變，提供全新增值服務
探索新技術之可能業務推廣模式

持續推出創新的
社區服務 持續進行

我們奠基於既有仲介本業與海外經營的穩健根底，有效結合集團上下游專
業，成功透過仲介部門，創造出全新代銷通路市場，提供客戶全方位的房
產專業服務、諮詢與投資建議。信義代銷結合仲介等全方位優勢，讓有需
求的買方可以直接找到房屋，2017年全年累積近9,000組客戶，成交戶數
與業績較2015年翻倍成長，成交佔比高達55%，信義代銷創造了通路巿
場，預期2018年將持續成長。

重要作為 1

整合代銷（新屋）、二手房仲介、居家裝修與海外置產等的一條龍全房產服務

年度亮點

2 0 1 7 年 為 滿 足 客 戶 裝 修 之 需 求 ， 與 供 應 商 共 同 推 出 了 創 新 服 務 「 裝 修
寶」，透過以公正第三方立場，提供消費者及廠商一個公正的資金交易平
台，將設計款或工程裝修款存放在銀行專戶中，讓專業團隊管理以保障雙
方的權益，達到雙贏的局面。客戶不需額外負擔任何費用，即享有裝修款
項「專戶專人管理」的保障，由公正第三方以定型化契約分期管理室內裝
修款項，降低過往裝修市場常見的消費糾紛，保護客戶權益。

重要作為 2

信義集團發展短期以達成「成為客戶心目中最理想的仲介公司、成為客戶
心目中最理想的服務人員」為目標，中長期則打造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
業的第一品牌」。而經營模式將以開放創新思維積極轉型，結合「+互聯
網」之運營模式跨足「平台化事業經營」，未來涵蓋領域將遍及房仲、裝
修、居家服務等範疇，藉以加速擴大集團整體事業經營版圖。

擴大集團整體事業經營版圖

透過線上線下服務流程串連、探索居住生活
產業可能服務範疇，提供客戶居住生活各面
向更完善的服務

主軸2 加強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對應的重大主題

103-1 103-2 103-3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主軸1：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   主軸2：加強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https://csr.siny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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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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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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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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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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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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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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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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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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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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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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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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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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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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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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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環境保護

亮點績效

2017年第十屆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氣候領袖獎

房仲產業首獲獎
第14屆

企業社會責任獎

「環境友善組」
楷模獎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第26屆「企業環保獎」

企業環保獎
取得

減碳標籤

減碳標籤

本章重大主題

303 水 

305 排放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面對氣候變遷與環境日益惡化，信義房屋認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在我們
以房屋仲介服務獲取適當利潤的同時，應有珍惜地球資源的環保觀念，致力推動更多
氣候行動及綠色創新服務。除能提升消費者節能減碳意識，也能降低營運成本，強化
競爭力，對於信義房屋永續發展具有具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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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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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信義房屋長期以來將永續發展視為己任，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在環境保護方面以二大主要課題：「低碳服務」及「生態效
益」，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提升企業與產業競爭力，期能替地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管理實績

永續原則 ｜ 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

SDG 13主軸1　低碳服務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基準年：2016年)17.96 %減少

氣候變遷已是全球所面臨的共同議題，相對的也帶來
衍生契機，讓我們帶領客戶邁向低碳經濟轉型，以減
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

SDG 12 SDG 13303 305 SDG 12

-3.07 %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基準年：2016年)

-2.36 %
人均用水量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1+2)
-1.34 %

單筆服務用紙量
-32.82 %

主軸2　生態效益
講求經濟與環境雙贏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理
念 ， 其 發 展 與 推 動 就 是 一 項 企 業 化 危 機 為 轉 機 的 契
機。從了解生態效益倡議的風險和投資回饋中，建構
永續房仲新模式。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環境保護相關：

P69 低碳服務 P71 生態效益

SDG13
氣候行動：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
變遷及其影響

SDG12
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鼓勵企業
採取可永續發展的業務模式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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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低碳服務   |   主軸2：生態效益

對應的重大主題

305 排放

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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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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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１ 低碳服務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重視永續環境，我們發展低碳服務，由我們每一次所提供的仲介服務以及信義房屋的每個人出發，選擇造成較少二氧
化碳排放的作業模式，包含綠色服務與節約能源兩大部分，藉此降低對環境的衝擊，除了永續環境，更能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綠色管理小組
責任

資源
人力：不動產管理部、社區一家、信義志工、
數位智能中心、總務行政組
知識：信義學堂環境關懷系列課程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取得ISO認證，並訂定每年欲達成目標。

如何管理

-17.96%
基準年2016年，每筆服務碳排放量已減少
17.96%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基準年2016年
-2%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目標達成

年度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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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r o d -
u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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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保 署 於 2 0 1 4 年 起 推 動 碳 足 跡 減 量 標 籤
(Carbon Footprint Reduction Label)，又
稱減碳標籤(Carbon Reduction Label)，是
為碳標籤的進階版。

以 信 義 房 屋 之 產 品 ─ 「 不 動 產 買 賣 仲 介 服
務」之碳標籤證書所載的產品碳足跡做為減
碳基線，已提早達成所宣告之減碳目標，於
2017年取得減碳標籤。

制定全球第一份「不動產經營服務」PCR並申請碳標籤

減碳標籤

SDG 13

     了解更多
      「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PCR.pdf

SDG 12

SDG 12 SDG 13305103-1 103-2 103-3

減碳標字第R17168120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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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建構永續房仲 因應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因應作為
信義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經營重大風險之一，除密切關注全球氣候變遷趨勢發展，分析營運風險外，更積極因應客
戶需求研發各式綠色創新服務。我們進行系統化分析並量化綠色創新服務帶來的環境與經濟效益，除每年盤查，亦訂下
減碳目標，期望減碳行動能為全球減碳目標貢獻心力。

信義房屋「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之盤查範疇自客戶產生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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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所列之溫室氣體及蒙特婁議定
書所管制之物質等。

2017年原訂目標：
服務碳足跡減少2%，但實際減少了17.96%的碳排放量，提前
達成目標。(基準年：2016年)  

因此我們重新訂定綠色目標，期望2025年每筆交易碳排放量
能再減少6% (基準年：2017年)，希望我們努力不懈的實際行
動，能有效帶動實現「低碳社會」的正向信義房屋力量。

2017年的盤查結果：
每筆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的碳排放為428.46kgCO2e，其中原
物料階段158.80 kgCO2e (37.06%)、服務階段264.43 
kgCO2e (61.72%)、廢棄物階段5.23 kgCO2e (1.22%)。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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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階段

2016年  522.26 kgCO2e
2017年  428.46 kgCO2e

廢棄物運輸
廢棄物處理

17.96 %

原訂目標
2017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2%
2020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5%

每筆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的碳排放量(kgCO2e)

400

300

200

100

0

500

600

562.77 522.26

428.46

-7.20%

-17.96%

提前達標
↓17.96%
(較2016年) 

原料投入階段

提供服務之備品
不動產說明書
派報用紙
原料運輸

30.01% 2016年  226.89 kgCO2e

2017年  158.80 kgCO2e

服務階段

水肥
冷煤
電力
自來水

8.88% 2016年  290.19 kgCO2e

2017年  264.43 kgCO2e
1.16% 2016年  5.17 kgCO2e

2017年  5.23 kgCO2e

(基準年：2016年)

SD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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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重大主題

303 水    305 排放

主軸2 生態效益

對信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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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貫徹企業社會責任因應全球暖化議題，信義房屋一直以來積極推動環境永續相關政策，以期能提供客戶更多綠色創新服務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於2016年起推動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期望藉此有效管理能源使用。2017年持續針對能源管理系統進行查證外
，亦將管理範圍從能源擴展至其他環境議題，進一步建立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並查證，以做為永續發展策略之規劃。

SDG 13SDG 12303 305-6 305-7103-1 103-2 103-3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綠色管理小組
責任

資源
人力：總務行政組、全台分店、不動產管理部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取得ISO認證，並訂定每年欲達成目標。

如何管理

2017年規劃導入ISO14001管理系統，於2018
年取得查證

取得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查證

持續精進能源管理效率

通過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制定環境管理方案和目標，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導入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精進在能源管理上的效率

持續通過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稽核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2017生態效益績效

行動方案 2
溫室氣體盤查 1.34%

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1+2)

行動方案 ３
減少紙張用量

單筆服務用紙量

32.82%

行動方案 1
降低能源使用

人均用電
碳排放量

3.07%

行動方案 ４
減少用水量

人均用水量

2.36%

主軸1：低碳服務   |   主軸2：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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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是經濟發展的伴生問題，人類在創造越來越繁榮的經濟條件、享受越來越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人
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信義房屋向來以永續發展做為宗旨，因此也相當重視環境保護，於
2017年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並於2018年通過驗證，透過方法學了解組織內外部處境及利害相關者
需求，並轉化為環境考量面進行評估，以找出公司之風險和機會，進而制定環境管理方案和目標，減少對環境
之衝擊。ISO14001是站在政府、社會、採購方的角度對組織的環境管理體系提出的共同要求，以有效地預防
和控制污染並提高資源與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時也是信義房屋在追求綠色情懷落地的目標時的重要準則之一。

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有鑒於氣候變遷日趨顯著，為減緩及調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信義房屋陸續導入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以及ISO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藉此推動更多綠色創新服務，除能提升消費者節
能減碳意識，也能降低營運成本，強化競爭力，達永續發展的目標。爰此，信義房屋彙整本集團能源、環境及
永續活動管理相關理念，訂定《永續發展政策》，作為企業管理及目標研訂之依據，傳遞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
價值。

修訂永續發展政策

降低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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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2017年持續針對能源管理系統進行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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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稽核ISO 5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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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資源管理措施-總部大樓引進日本UBITEQ能源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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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店使用節能、環保標章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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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低碳服務   |   主軸2：生態效益

溫室氣體盤查
信義房屋在能資源方面，自主導入溫室氣體盤查及管理，2014、2015年度進行總部大樓溫室氣體盤查，更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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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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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6,613.075 tonCO2e。

      了解更多 
       信義房屋溫室氣體盤查邊界及結果與七大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greenhouse-gases.php

信義房屋(總部大樓+營運據點)溫室氣體盤查

信義房屋(總部大樓及營運據點)用電排碳量
因信義房屋用電(範疇二)佔比近九成，故我們以人均用電碳排放
量做為組織碳管理之績效指標。

相較2016年，我們共減少3.07%的碳排放量，較2015年減少
11.47%。提前達成2017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2%的目標 (基
準年：2016年)，及2025年減少10%的目標(基準年：2016年)。

重訂2025年減排目標
2017年我們重新訂定綠色目標，期望2025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能再減少4% (基準年：2017年) 。

註1：2015年為0.528kgCO2e/度、2016年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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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

溫室氣體減量績效

SDG 13305-4 305-5305-1 305-2 305-3

行政院於2008年6月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除訂定「節能減碳目標」外，更進一步要求政策規劃應具有
「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念。

信義房屋長期以來推動各項碳管理及減量計畫，為配合國家政策並與國際接軌，2017年度我們以天母東路店、
台中崇德店、高雄成功漢神店作為示範標的，進行碳中和，透過抵換額度抵換無法減量之碳排放量，並通過第
三方查證符合「PAS2060 : 2014」規範，於2018年宣告達成碳中和。

信義房屋積極落實永續經營理念，未來也將持續善用專業及影響力，期望能帶動整體業界共同重視節能減碳與
地球環境永續。

碳中和

      了解更多 
       碳中和查證聲明書：請詳企業永續網 查證報告   http://csr.sinyi.com.tw/other/verification-report.php

原訂目標
2017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2%
2025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10%

人均用電碳排量(kgCO2e)

1400

1300

1200

1500

1464

1337
1296

-8.66%

-3.07%

提前達標
↓11.47%
(較2015年) 

(基準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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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ste.php

廢棄物管理
信義房屋廢棄物管理，非本公司之重大性議題，更多資訊請參考企業永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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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303-2 303-3水足跡
房仲業雖然非屬於高用水行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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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追蹤與管理水資源使用數據可作為日後因應旱災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要求之依據，同時也展現本公司對環境保
護之成果。

信義房屋的水資源耗用大部分為同仁日常使用，於2017年開
始 進 行 水 足 跡 盤 查 ， 依 據 I S O 1 4 0 4 4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要 求 及
ISO14046:2014水足跡原則、要求與準則，於2018年通過
ISO 14046驗證，由查核結果顯示2017年相較於2016年之水
資源總耗用量減少1.32%，人均用水量相較於2016年減少
2.36%，相較於2014年減少16.37%。

人均用水量（度）

18.0

17.0

16.0

19.0

20.0

21.0

22.0

23.0

19.8

22.3

19.1
18.7

-11.21%
-3.54% -2.36%

達成目標
↓16.37% 

(較2014年) 

原訂目標
2017年人均用水度數減少5%
2025年人均用水度數減少20%

(基準年：2014年)

2017年我們計算信義房屋「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足跡」過
程中，發現服務用紙佔所有服務碳足跡的比重最高，約占總
碳排放31.26%，對環境造成較大衝擊，因此我們以減少服
務用紙量作為綠色目標之一，持續推出綠色創新服務，如數
位派報、社群平台生活圈等，紙張使用轉換為數位工具，以
有效降低紙張用量。

減少紙張用量

1. 擴大社群平台 
2017年度LINE@生活圈申請經營已達136個，FB粉絲團則
達到125個，合計共261個。2018年度將持續協助業務同仁，
熟悉運用數位工具的經營，提升自身操作的能力。

2. 數位派報再進化
2017年度已完成第二階段的試行與系統優化作業。並從使用
者的角度出發，藉由試行的過程，找出系統問題並進行修正。
2018年度預計將進行全國門店的推展使用，以達到綠色服務
的目標。

原訂目標
2017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20%
2025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50%

單筆服務用紙量(kg)

40

20

0

60

57.80

47.23
31.73

-18.29%

-32.82%

達成目標
↓45.10%
(較2015年) 

(基準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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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大主題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房屋將供應商視為企業的延伸，我們清楚了解與供應商共同合作，是促進永續目
標完成的重要關鍵，我們把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一同建立永續目標，並導入各項永
續守則，將供應商社會評估相關準則與採購結合，使整個供應鏈都能遵循企業倫理規
範，希望能秉持信義集團共同理念的核心價值觀，共同邁向信義社會及信義世界。

06
供應鏈管理

亮點績效

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100%
新增供應商檢核率

100%
重點供應商檢核率

89.9 %
供應商現場檢核次數

2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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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針

秉持信義房屋優質經營理念，希望能深化「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我們以做好供應鏈永續管理為目標，期許
在提供市場產品與服務時，仍與供應商共同創造、保護及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長期發展。為此目標，信義持續不斷
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與供應商軟性分享企業倫理的價值，不僅進行理念傳遞，更進一步共同建立永續目標。在
管理作為方面，將強化落實供應商管理程序、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提升供應商不定期檢核比率，並持續深化人權
條款落實情形，除了原有在反貪腐及人權面向的相關條款外，將進一步導入環境與社會面向等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期透過永續供應鏈管理，達成「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核心目標與願景

103-1 103-2 103-3

永續原則 ｜ 「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供應鏈管理相關：

SDG3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層
所有人的福祉。

SDG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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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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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24頁 SDGs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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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實績

2015
2016

2017

01   簽訂人權條款

100%
100%

100%

2015
2016

2017

02  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100%
100%

100%

73.6%
76.6%
89.9%

2015
2016

2017

03  重點供應商檢核率

2015
2016

2017

04  新增供應商檢核率

93 %
94 %

100%

2015
2016

2017

05  既有供應商檢核率

65%
73%

88%
100%
100%

2016

2017

06  重點供應商工傷盤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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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永續供應鏈管理

對應的重大主題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主軸1  永續供應鏈管理

我們的承諾
我們承諾對品牌商在篩選、訓練、稽核及輔導供應商的責任當責，且更進一步與供應商一同成長。

對信義的意義
我們將供應商視為信義企業的延伸，同時也是共同促進永續目標達成的重要夥伴，從自身企業的營運、產品、服務延伸，在每個
環節上擴大影響力，以永續供應鏈管理，兼顧經濟、社會、環境的共存共榮，使地球能更永續的發展。

我們深化對於重點供應商的現場檢核作業，增加供應商不定期現場訪視
活動次數，並且擴大檢視範圍，將範圍擴大至整個供應鏈，提升檢核落
實程度。

我們亦新增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單，並透過現場實際的訪談及視察，更
清楚了解供應商對於永續相關規範的了解及其於經濟、社會、環境等企
業社會責任各環節落實程度，於訪談後提供訪視回饋單，共同討論精進
做法，並分享信義房屋優質經營理念，協助供應商將企業倫理的思維與
精神更加融入於日常作業中，與供應商一起發展永續供應鏈。

發展永續供應鏈 

特定行動 1

我們以供應商為信義企業延伸的想法，發展與供應商共同成長計畫，從
理念分享獲得共鳴，再提供企業自身實務經驗，並從旁適時提供其所需
的協助，使供應商能認同企業倫理的理念。

2017年，在與供應商合作的過程中，同仁主動分享舉行公益活動或自
身參與公益活動的各類心得，其感動的經驗分享造成相當的渲染力，獲
得供應商的共鳴，組成信義居家協力商團體，並自發性的發起公益活
動，甚至更進一步，能與信義一同以企業倫理核心出發，研發創新服
務。

與供應商共同成長

特定行動 2

103-1 103-2 103-3

2017年目標

評估結果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供應鏈管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7年共投入60位人員，共1430.5人天數
於供應鏈管理相關事宜。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評估機制
參照第五小節供應鏈管理成效

如何管理

65%                   落實既有供應商檢核
既有供應商落實檢核的比率 

與供應商共同落實企業倫理

與供應商共同落實企業倫理
供應商自發性發起公益活動

100%
所有供應商簽訂人權條款的比率
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100%
所有供應商人權條款的簽訂比率
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目標達成

88%                  
落實既有供應商檢核
既有供應商落實檢核的比率 

目標達成

供應商現場訪視
我們拜訪供應商富士全錄，交流供應商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情形，了解新型影印機
可帶來的減碳效益，共同研擬未來的合作
方案。

供應商公益活動受惠家庭採訪
「在乾淨的地方，孩子們比較
懂得珍惜，改變真的不是為了
我自己，也是為了孩子，謝謝
你們替我守護這個家！」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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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44&v=0py3bIJ_igI





78

秉持信義房屋優質經營理念，我們清楚了解與供應商共同合作，是促進永續目標完成的重要關鍵，在供應鏈管理，我們視供應商
為企業勞動力及社區的延伸，與供應商一起發展永續供應鏈。目前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如下圖： 

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 102-9

 代書服務
 履約保證服務

不動產服務供應商

軟硬體網路類
滿意度電訪類
裝潢工程類
物業管理類
其他類

支援服務供應商

報章雜誌類
庶務物品類
印刷輸出類
其他類

一般事務採購
供應商

產調/估價服務
不動產服務供應商

居家服務供應商
設計公司類
統包工程類
修繕/單一技術類
周邊設備類
周邊服務類
漏水保固服務類

 居家服務中心
居家服務

媒體採購類
網路媒體類
網路行銷類
印刷輸出類
其他類

不動產代銷供應商

不動產仲介服務
中古屋 新成屋/預售屋

信義房屋 信義代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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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供應鏈管理策略是從傳統的供應鏈管理(品質、交期)上發展永續供應鏈，從供應鏈管理流程上的六個階段：永續原則
簽訂、風險評估及控管、管理機制、持續改善或終止合約、能力建構與合作、當責與學習，這些環節上持續深化，從最基本
的法規遵循到一同建立永續供應鏈，先與供應商溝通永續觀念，結合永續採購，對所有供應商全面導入相關永續條款及準則
後，再進一步鑑別出重點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元或由部門認定之）深化管理，且將供應商分為既有及新增兩大不
同類別，分別設立相對應之管理機制，並與時俱進，不斷精進管理深度與落實度，最後配合定期與不定期的檢核，與供應商
一同成長。信義一路深化永續供應鏈的過程如下圖：

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

      了解更多   ｜   信義企業永續網 供應鏈管理 策略與目標頁面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ims.php　

基 礎

最基本規範

依循法規

進 階

聚焦於稽核高風險的供應商
於合約註記相關的條款

2013年
導入ISO 9001
合約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

完 備

將永續指標納入篩選供應商的條件
加入供應商現場稽核
永續供應鏈管理的結果指標揭露

2014年
發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2015年
展開供應商衝擊評估與風險調查
2016年
增加供應商工傷情形調查

供應商檢核範圍不侷限於Tier-1供應商
與供應商一同合作，改善供應鏈中風險較高的環節

成 熟

永續發展已成為公司的文化
與供應商共同建立永續發展的文化
以永續指標選擇供應商
專注於遠程的機會與風險

2017年
導入ISO20121建立供應鏈管理程序及表單
要求供應商簽訂「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承諾書」及
「支持永續供應鏈意願書」

2018預計作為
邀請供應商填寫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
提供供應商現場訪視後的回饋單
修訂「供應商人權條款」

卓 越

主軸1：永續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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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供應鏈管理循環

01. 設定目標永續準則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供應商人權條款、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02. 風險評估及控管
風險評估：實際現場參訪並了解營運狀況及人權條款落實執行狀況，以及廠商評鑑了解供應商服務品質，並依案場回覆狀況進

 行風險評估。
風險控管：為確保採購窗口符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設立投訴檢舉機制，提供企業倫理辦公室作為投訴檢舉窗口，以做好監督

 與管控。

03. 管理機制－永續表現評估
ISO 9001：對供應商在品質、成本及交期的表現進行定期及不定期稽核與輔導。

供應商人權條款：針對有違反勞動實務及人權條款疑慮之供應商，採取不定期稽核與改善輔導，若發生重大違背人權條款事
 項，會直接親臨現場抽查。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內部稽核人員對採購人員的定期稽核管理。

04. 持續改善或終止合約
限期改善：供應商若被鑑定出有違反勞動實務或人權條款之疑慮時，要求其限期改善，提出書面報告及接受不定期稽核與輔導。
合約終止：針對限期內無法具體改善供應商，則終止合約關係。

05. 訓練、能力建構與合作
與供應商分享培訓資源，交流市場成功經驗。
與供應商共同組成「廠商學習評鑑促進委員會」，進行優良案例分享。
邀請供應商參與企業倫理相關講座，強化永續意識。

06. 監督、評估、當責與學習
透過供應商現場訪視後的回饋單，提供建議可改善方向。
透過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供其自我檢視永續落實的程度，及設立改善目標。

設定目標永續準則

風險評估及控管

管理機制－永續表現評估

監督、評估、當責與學習

訓練、能力建構與合作

持續改善或終止合約

01

02 

03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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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永續供應鏈管理

消費者日益重視消費的永續性，特別是年輕的消費者對於永續產品的需求漸增，也願意為永續產品付更高的價格。隨著環保
相關法規的健全以及NGOs組織的推動，使企業對於社會及環境議題的揭露及透明度必須超越傳統的供應鏈管理，更加兼顧
經濟、社會、環境的共存共榮，與供應商的契約也從傳統商業的買賣契約到簽訂永續規範以共同落實永續目標。

篩選供應商之永續準則

信義房屋為能深化企業倫理的落實，於2013年導入ISO9001，且在供應商的合約強制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後續於2014
年發布「採購工作倫理準則」，將供應鏈準則與採購結合，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更於2017年開始導入
ISO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連年不斷精進永續供應鏈管理，期盼透過信義企業優質的經營理念，有效控制採購成本及品
質，並使供應商於人權與勞動條件、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法規遵循與商業道德等面向能確實符合我們的相關規範。

供應鏈與採購倫理準則

有關供應商風險與衝擊評估機制，經詳細確認供應商可能造成風險，主要有三大類的風險來源，分別是強迫勞動、工作環境
安全及貪腐相關，例如：保全作業或清潔作業等性質供應商為發生強迫勞動發生機率較高者，需注意不違反勞基法規定上限
時數，而採購量較大、經手較大金額的供應商有較大的貪腐風險；代銷供應商因有大量的舉牌工作人員，不得在高溫超過32
度且相對濕度超過80%以上、站在危險交通重要樞紐、天然災害發生仍持續工作，有較大的工作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而居家
供應商提供裝修服務，不得在無安全防護器具、粉塵、有毒氣體作業場所或天然災害發生仍持續工作。我們將供應鏈體系中
的所有供應商進行風險評估，並對所有合作的供應商，除了強烈要求簽訂相關永續條款並落入正式合約條款中，亦針對高風
險供應商落實不定期實地稽查與管理輔導，以促使供應商遵循企業倫理，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供應商風險與衝擊評估機制 409-1 414-2 SDG3 SDG8

 法
規

遵
循

 商
業道德   環

境保
護

 人
權

與
勞動條件   健康與安全

信義房屋供應商管理準則

供應商風險來源評估

一般事務
採購供應商

支援服務
供應商

不動產服務
供應商

不動產代銷
供應商

居家服務
供應商

供應商類別

風險來源

強迫勞動

工作環境安全

貪腐

信義房屋供應商管理準則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供應商人權條款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了解更多 | 信義企業永續網 永續政策與守則   http://csr.sinyi.com.tw/other/polic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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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成效與目標 102-17

為能持續推廣企業倫理核心價值，不僅從公司本身做起，更擴及信義供應鏈體系，除了建立ISO 9001供應商在品質、成本及
交期管理規範，更能深入擴及供應商在人權條款落實度。另一方面，期盼透過信義企業優質的經營理念，有效控制採購成本
及品質；除採購同仁做好供應商採購工作倫理，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提供檢舉單位窗口，做好三方監督角
色，有效杜絕採購弊端情況發生，以避免危害到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目標。透過定期供應商月會、電話及實地訪視供應商，
強力宣傳人權條款重要性，並要求供應商簽訂，以達成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與目標，2017年具體展開精進行動方案及執行成
效如下：

2017年供應商管理績效與2018年目標

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全面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採購人員皆須簽署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元皆需簽署正
當經營行為規範

落實供應商條款管理機制
※既有供應商符合簽訂人權條款、不定期稽
核、限期改善、合約終止之管理機制運作。
※新進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

供應商檢核合格率

供應商風險評估
※對已簽訂人權條款的重點供應商進行人權相
關風險鑑別。

供應商工傷盤查
※盤查重點供應商中屬信義房屋可控範圍內之
供應商工傷情形。

持續精進供應鏈管理程序 導入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
導入供應鏈管理程序及表單
推動供應商簽訂「承攬商作業安
全衛生注意事項承諾書」及
「支持永續供應鏈意願書」

導入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
導入供應商現場稽核表單
更新人權條款

2017年目標設定項次 2017年績效 2018年目標

100%

100%

100%

100%

既有供應商88%
（291/330家）

新增供應商100%
(57/57家）

100%

100%

既有供應商90%

新增供應商100%

無相關負面衝擊情事

100%

100%

無相關負面衝擊情事

01

02

03

04

05

06

07

      了解更多 供應商管理績效詳細內容，請參考信義企業永續網 供應鏈管理 管理績效頁面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chievement.php

持續進行中目標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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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永續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共同成長計畫

信義房屋相較於供應商為企業規模較大的事業單位，對於人力資源管理上
也擁有較豐富的經驗。例如在招募甄選、培訓的各項功能有較為成熟的制
度，尤其是組織氣氛、組織文化、團隊合作等相對抽象的概念，更能做為
學習標竿。除了安排專業知識課程之外，輔以自身經驗分享作為參考，希
望透過共同學習的方式，與供應商共好，共同在價值鏈上提供客戶更優質
的服務。

信義房屋將人力資源相關學習成長經驗，歸納出現有且可開放共享之資
源，藉由課程、工作坊及會談的形式，將過往凝聚之智慧經驗分享予相關
的供應商，期待能與供應商在互動交流中集思廣益，體現共好的價值。

經驗分享

      了解更多  |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0py3bIJ_igI

案例說明－信義與供應商分享人力資源相關經驗

信義房屋在協助社區營造上，已有十餘年的經驗，除了有「全民社造行動
計畫」提供社區營造各項專案的資金協助，亦設有「志工假」的制度鼓勵
信義房屋全體同仁參與「信義志工服務行動」，讓做公益及手心向下、學
習付出的精神深入同仁心中。2017年信義居家協力商委員會再次自發性地
尋找公益合作對象，這次，家扶基金會分享了一位個案，希望能透過協力
商的專業，一同幫助這個家庭回到正常的生活環境。

跟著家扶基金會踏進個案的住所，不難不被眼前的畫面給震懾住；這雜亂的環境不僅衛生條件堪憂，一家人共擠一張
床墊降低了睡眠品質，適逢學齡的孩子們更沒有獨立的學習空間。清運是這次公益活動的第一段重頭戲，為了盡速清
完大量的廢棄物並克服住家門前道路僅能一人通過的動線，信義房屋就近分店的業務同仁們也加入了本次公益活動的
行列，與信義居家協力商組成的清運大隊，40多位的熱血志工在高溫下揮灑汗水，以接力的方式將屋內囤積物清空，
準備迎接下一階段的屋內改造。協力商夥伴們發揮各自專業，從搬家清運、平面圖繪製、水電木工、油漆粉刷到室內
清潔，在有限的時間內將屋況做最大幅度的改良。除了勞力和專業的付出，二手傢俱的廠商們更捐出適用的沙發組、
床組、衣櫃和餐桌椅等，讓各空間機能更完整。最重要的，書桌組讓孩子們擁有獨立的學習空間了！

與供應商協力舉行公益活動

案例說明－信義居家「協力商團體獻愛心」，整合各專業同心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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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倫理為起點
古語有云：「人無信不立」，企業亦然。「誠信」不只是企業倫理的核心價值，更是房屋仲介業之最大企業社會責
任議題，也是最基本的永續經營態度。信義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俊吉先生創立公司之初，即主張企業應同時對「顧
客、同仁、股東、社會與環境」等五大利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在實踐企業倫理的道路上，必定需要更多企業的
共同努力，因而我們發揮影響力，與合作的供應商分享信義企業倫理的核心價值，邀請供應商一同參與信義學堂企
業倫理相關講座，更進一步，以企業倫理為出發點，和供應商一同研擬創新商業模式，不僅傳遞企業倫理的信念，
更一同實踐企業倫理！

深入消費者的需求，與供應商一同提出創新解決方案
在室內裝修上，消費者最容易擔心的就是業者收了錢卻沒做好工程，這也是裝修市場上常見的消費糾紛。信義與供
應商一同推出「裝修寶」的服務，只要與「信義居家」平台上的「設計裝修」、「統包工程」兩類廠商簽約施工，
消費者不需額外負擔任何費用，就可以享有裝修款項「專戶專人管理」的保障，意即由公正第三方以定型化契約分
期管理室內裝修款項，消費者不用擔心業者收了錢沒做工程，業者也不用擔心收不到工程款，降低過往裝修市場常
見的消費糾紛。

裝修寶提供三大保障與五大服務
三大保障：安全（裝修款項全額管理）、安心（合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貼心（優質貸款方案貸您輕鬆圓夢）。
五大服務：優質廠商、裝修貸款、專人客服、期款管理、定型合約。

與供應商合作，與各利害關係人創造多贏
客戶：對有裝修需求的客戶，提供一個裝修金流服務平台。可以獲得許多相關資訊的協助與服務，不再孤單面對問題
           與無助。
同仁：提升同仁的服務與規劃能力，落實「以人為本」及為客戶創造服務新價值之機會與成就感。
股東：提升組織差異化與創新的競爭力，增加新營收項目及產品線。
社會：降低法院、調解會及各設計協會等之糾紛及爭議案件，建立合宜的裝修履約交易市場秩序，提升產業品質與標準。

信義與供應商從企業倫理出發，一同推出創新服務「裝修寶」，獲TCSA頒「創新成長獎」年度亮點

優質廠商
為您嚴選
業界優質廠商

裝修貸款
優惠銀行利率
輕鬆圓夢成家

專人客服
一通電話即時
掌握裝修資訊

期款管理
專人專款管理
透明化流程

定型合約
清楚載明廠商與
消費者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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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分表         數據指標    2015績效     2016績效     2017績效      達成      2017目標          2018目標   頁碼

永續績效一覽表 SDG 8 201-1

企業治理績效

財務經營績效

社會共融績效（內部）

公司治理評鑑      前5%              前5%             前5%     前5%    前5%

正獲利    正獲利

合併營收(仟元)

台灣區核心暨關係事業群營收

中國區事業群營收

日本區事業群營收

信義房屋營業收入(仟元) 

信義房屋營業淨利(仟元)

營業成本(仟元)

台灣區核心暨關係事業群成本

中國區事業群成本

日本區事業群成本

員工薪資及福利(仟元)

股利及利息支出(仟元)

納稅金額(仟元)

稅後盈餘(仟元)

實收資本額(仟元)

負債(仟元)

權益(仟元)

5

5

5

5

9

9

5

5

5

5

5

5

5

5

5

5

5

營運據點總數(店數)

台灣

中國(直營)

日本

馬來西亞

員工總數(人)

信義企業集團

台灣區關係事業群

中國區事業群

日本區事業群

信義房屋

正式員工人數

學士以上員工比例

30歲(含)以下員工比例

5

5

5

5

5

5

5

5

46

46

46

46

D

E

F

435

119

7

0

5,662 

491 

1,175 

87 

3,909 

3,841

93.2%

50.9%

433

140

9

0

5,728 

492 

1,219 

95 

3,922 

3,849

93.1%

48.1%

431

113

9

1

5,684

476

1,128

106

3,974

3,891

94.1%

40.84%

A.B.C    董事會成員人數      7      7      7

7,523,143 

6,400,890

785,867

336,386

6,140,394

624,499

5,723,628

4,340,879

1,117,449

265,300

4,603,719

508,974

197,665

586,361

6,318,398

11,449,626

9,322,378

 7,588,820 

6,351,506

938,298

299,016

6,123,679

837,764

5,900,494

4,782,644

882,023

235,827

4,741,833

497,619

163,838

924,588

6,318,398

14,480,875

9,388,389

17,806,781

7,245,388

10,302,195

259,198

6,886,597

1,082,720

12,037,165

5,238,325

6,783,277

15,563

5,097,542

711,155

1,802,437

2,827,115

6,515,000

15,526,128

11,429,988

合併營收(仟元)：包含合併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
營業成本(仟元)：合併營業成本
員工薪資及福利(仟元)：合併財務報表之用人費用
股利及利息支出(仟元)：支付本公司業主之股利及借款利息
納稅金額(仟元)：所得稅費用

：目標已達成    ：目標未達成

2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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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分表         數據指標    2015績效     2016績效     2017績效      達成      2017目標          2018目標   頁碼

社會共融績效（內部）

社會共融績效（外部）

新進員工人數

離職率

平均受訓時數(小時)

女性員工佔比

女性主管佔比

當年度申請留職停薪人數

申請第二胎生育獎勵人數

請休工傷假人數

工傷率

損工日數率

缺勤率(%)

EAP使用服務次數

健康管理平台上網使用人次

勞工實務申訴事件

人權申訴事件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
(構面平均)

主管領導風格暨施策落實度調查
(構面平均)

社會

社區投入(仟元)

全民社造提案累積覆蓋率

信義學堂參與人次

信義學堂辦理場次

信義志工參與人次

信義志工服務時數(小時)

客戶

違反法規巨額罰款及次數(仟元;次)

客戶滿意程度調查結果

客戶隱私侵犯投訴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件數

57

59

61

61

60

60

8

52

53

52

65,014 

96.47%

18,587

95

1,993

17,850

無相關情事

94.45%

無相關情事

1件

61,784 

97.55%

16,428

95

1,674

14,335

230仟元；1次

95.55%

3件

0件

61,864

98.37%

16,692

97

1,981

13,782

無相關情事

84.42%

2件 註1

1件 註2

>98%

1.6萬

100

1,800

1.5萬

85%

0件

62,400

>98%

1.7萬

100

2,000

1.5萬

85%

0件

工傷率＝工傷件數／總工作時數ｘ1,000,000
損工日數率＝損失天數／總工作時數ｘ1,000,000
缺勤率＝缺勤天數／總工作天數ｘ100%
2016年執行為期一年的企業改造工作，故2016年無進行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分析

：目標已達成    ：目標未達成

1,287

35%

22.31

34.1%

13.95%

34

84

114

4.79 

52.48 

0.64%

380

26,805

3

0

3.92

3.82

 1,403

34.9%

37.83

34.83%

15.08%

71

97

122

5.26 

66.36 

0.65%

241

24,367

3

0

-

4.11

1,396

34.26%

27.02

36.31%

16.36%

69

76

141

6.54

56.43

0.76%

168

66,673

2

0

4.05

4.19

G

H

I

J

J

K

L

M

N

O

P

Q

R

S

46

46

41

44

44

45

45

49

49

49

49

50

50

46

46

46

46

<35%

>30

>16%

<5

>4

>4

<34%

>30

>17%

<5

>4

>4

社區投入(仟元)：包含社區一家、信義志工、信義書院、信義學堂及企業倫理推動等費用。至2016年止社區投入計入信義集團所屬基金會
資源投入；2017年起因導入LBG(London Benchmark Group)模式並獲查證，社區投入計算範圍僅計入信義房屋社會投入資源。
巨額罰款：10萬元以上。
客戶滿意程度調查結果：至2016年止為「客戶滿意度」；2017年起更改評分方式及標準為「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註1：兩位同仁違反公司作業規定，對系統已設定不可打擾客戶進行行銷，除依公司規定懲處外，公司內部亦成立個人資料保護組織，專司
資料保護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具體施策之落實執行。
註2：詳細說明及因應作法請參閱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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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分表         數據指標                    2015績效     2016績效     2017績效      達成      2017目標          2018目標   頁碼

環境保護績效

全年用電碳排放量(kgCO2e)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kgCO2e/人)

全年用水度數

單筆服務用紙量

廢棄物：廚餘、資源回收量

供應商工傷率計算公式＝工傷件數／總工作時數ｘ1,000,000

5,723,063

1,464

77,228

57.80

13,244

5,244,752

1,337

75,102

47.23

12,307

5,151,113

1,296

74,111

31.73

12,494

↓1%

↓1%

↓2%

↓20%

↓2%

↓1%

↓1%

↓2%

↓22%

↓2%

供應鏈管理績效

人權條款簽訂比率

採購倫理準則簽訂比率

重點供應商家數

重點供應商落實檢核家數

既有供應商檢核率

新增供應商檢核率

供應商工傷率

72

73

74

74

74

82

82

82

82

82

82

82

100%

100%

239

176

65%

92%

-

100%

100%

278

213

73%

94%

5.3

100%

100%

387

348

88%

100%

6.95

100%

100%

75%

95%

100%

100%

90%

100%

T

U

圖表T 供應商檢核家數及合格比率

表U 2016-2017年供應商工傷指標

註：工傷率計算公式＝工傷件數／總工作時數ｘ1,000,000

指標

年度

年度人工小時數

因工傷造成死亡件數

工傷件數

平均工傷率

男

2016

394,351

0

0

0

2017

385,508

0

0

0

2016

548,495

0

5

9.12

2017

621,672

0

7

11.26

2016

942,846

0

5

5.3

2017

1,007,181

0

7

6.95

女 合計

100 %

80%

60%

40%

20%

2015 2016 2017
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 合格比率

= 2017 供應商檢核家數 : 350 家

= 2016 供應商檢核家數 : 213 家

= 2015 供應商檢核家數 : 176 家

：目標已達成                ：目標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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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董事之酬金 102-35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

四項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項

總額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註 5)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B)
董事酬勞

(C)(註 1)

業務執行費用

(D)(註 2)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 註 3)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

註 4)

員工認股權憑證

得認購股數(H)

取得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股數(I)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董事長 周俊吉 - - - - - - 1,262 1,280 0.05% 0.05% - - - - - - - - - - - - 0.05% 0.05% -

副董事長

信義(股)公司 - - - - 1,040 1,040 - - 0.04% 0.04% - - - - - - - - - - - - 0.04% 0.04% -

信義(股)公司

法人代表︰

薛健平

- - - - - - - - 0.00% 0.00% 11,256 13,301 - - 29 - 29 - - - - - 0.40% 0.48% -

董事

信義(股)公司 - - - - 1,040 1,040 - - 0.04% 0.04% - - - - - - - - - - - - 0.04% 0.04% -

信義(股)公司

法人代表︰

周王美文

- - - - - - 236 260 0.01% 0.01% - - - - - - - - - - - - 0.01% 0.01% -

獨立董事 劉順仁 1,200 1,200 - - 700 700 45 45 0.07% 0.07% - - - - - - - - - - - - 0.01% 0.01% -

獨立董事 洪三雄 1,200 1,200 - - 700 700 50 50 0.07% 0.07% - - - - - - - - - - - - 0.07% 0.07% -

獨立董事 詹宏志 1,200 1,200 - - 700 700 35 35 0.07% 0.07% - - - - - - - - - - - - 0.07% 0.07% -

獨立董事 蘇俊賓(註 6) 481 481 - - 339 339 25 25 0.03% 0.03% - - - - - - - - - - - - 0.07% 0.07% -

獨立董事 顏漏有(註 6) 719 719 - - 361 361 25 25 0.04% 0.04% - - - - - - - - - - - - 0.03% 0.03% -

註1：本公司董事會於2018年2月26日通過2017年董事酬勞計新台幣(下同)4,880仟元，擬於2018年5月23日股東常會報告。
註2：包含非獨立董事之董事配車租金或折舊、油資與保養費。
註3：包含非獨立董事之董事因兼任經理人之配車租金、油資與保養費以及居所租金。
註4：係指經董事會於2018年2月26日通過並預計於同年5月23日股東常會報告之2017年度員工酬勞30,313仟元中，預計分派予董事兼任經理
          人之金額。
註5：稅後純益係指2017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6：蘇俊賓獨立董事於2017年5月25日辭任，本公司於2017年5月26日股東常會補選獨立董事一席，並選任顏漏有先生擔任獨立董事一職。
註7：本表費用不包括給付本公司非獨立董事之董事其配車司機相關報酬新台幣2,338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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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5

102-8

表B 董事會成員年齡及性別人數比

30歲(含)以下              30歲以上-50歲(含)以下                50歲以上      男性     女性

年齡級距

- - 7 6 1

性別

表C董事酬金級距表

註：本公司董事共7人，總計9人係揭露法人董事信義(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以及2017/5/26辭任之1席獨立董事。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2017 年度

前四項酬金總額 (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A+B+C+D+E+F+G)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J)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I)

低於2,000,000元

2,000,000元(含)～5,000,000元(不含)

5,000,000元(含)～10,000,000元(不含)

10,000,000元(含)~15,000,000元(不含)

15,000,000元(含)~30,000,000元(不含)

30,000,000元(含)~50,000,000元(不含)

50,000,000元(含)~100,000,000元(不含)

100,000,000元以上

-

-

-

-

-

-

-

-

-

信義(股)公司法人代表：薛健平

-

-

-

-

-

-

信義(股)公司法人代表：薛健平

-

-

-

-

周俊吉、劉順仁、洪三雄、詹宏志、蘇俊賓、顏漏
有、信義(股)公司、信義(股)公司法人代表：薛健
平、信義(股)公司法人代表：周王美文

周俊吉、劉順仁、洪三雄、詹
宏志、蘇俊賓、顏漏有、信義
(股)公司、信義(股)公司法人代
表：周王美文

周俊吉、劉順仁、洪三雄、
詹宏志、顏漏有、蘇俊賓、
信義(股)公司、信義(股)公司
法人代表：周王美文

總計 9 9 9

 了解更多   董事之酬金與董事酬金級距表細節，請詳見信義房屋2017年年報P.25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註：臨時員工：指定期契約人員。兼職員工：按摩師、夜間及假日總機、客戶及資訊服務假日電話、代辦服務（申辦水、電、瓦斯、電話過戶
作業等）。中國地區為從台灣外派之中階主管。

表D 合約類型分佈

區域

台灣

中國

(外派)

合約類別

聘僱類別

總計

兼職

全職

總計

兼職

全職

正式 臨時

201720162015

正式 臨時 正式 臨時

女

1,292

0

1,292

1

0

1

1,293

男

2,549

0

2,549

8

0

8

2,557

女

40

12

28

0

0

0

40

男

19

13

6

0

0

0

19

女

1,314

0

1,314

1

0

1

1,315

男

2,535

0

2,535

5

0

5

2,540

女

51

15

36

0

0

0

51

男

16

10

6

0

0

0

16

女

1,385

0

1,385

1

0

1

1,386

男

2,506

0

2,506

11

0

11

2,517

女

57

48

9

0

0

0

57

男

14

11

3

0

0

0

14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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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1

註：學士以下（含高中、專科畢）：特殊職掌同仁（跑單、按摩師、司機、總機等），或資深同仁（信義於1986年調整用人政策為大專／大
學畢業）。學士：含二技、四技畢。

表E 教育程度分佈

表F 年齡組成比例分析表

總人數

學士以下

學士

碩士

博士

201720162015

人數

3,909

266

3,321

319

3

比例

100.0%

6.8%

85.0%

8.2%

0.1%

人數

3,922

271

3,324

324

3

比例

100.0%

6.9%

84.8%

8.3%

0.1%

人數

3,974

236

3,426

310

2

比例

100.0%

5.9%

86.2%

7.8%

0.1%

註：全體員工人數= (年度期初總人數+年度期末總人數)/2。以各年底在職人數統計。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4 13 2 47 72 421 1,255 2,095

0 0 0 0 14 38 742 1,196

0.0% 0.0% 0.0% 0.0% 19.4% 9.0% 59.1% 57.1%

2 4 1 43 57 376 508 880

50.0% 30.8% 50.0% 91.5% 79.2% 89.3% 40.5% 42.0%

2 9 1 4 1 7 5 19

50.0% 69.2% 50.0% 8.5% 1.4% 1.7% 0.4% 0.9%

3 11 4 56 77 406 1,282 2,083

0 0 0 0 13 37 723 1,112

0.0% 0.0% 0.0% 0.0% 16.9% 9.1% 56.4% 53.4%

0 3 2 48 63 360 547 948

0.0% 27.3% 50.0% 85.7% 81.8% 88.7% 42.7% 45.5%

3 8 2 8 1 9 12 23

100.0% 72.7% 50.0% 14.3% 1.3% 2.2% 0.9% 1.1%

3 11 6 55 81 394 1,353 2,071

0 0 0 0 6 19 648 950

0.00% 0.00% 0.00% 0.00% 7.41% 4.82% 47.89% 45.87%

0 2 3 42 71 358 671 1,088

0.00% 18.18% 50.00% 76.36% 87.65% 90.86% 49.59% 52.54%

3 9 3 13 4 17 34 33

100.00% 81.82% 50.00% 23.64% 4.94% 4.31% 2.51% 1.59%

總人數

30歲(含)以下

比例

31歲-50歲(含)以下

比例

51歲(含)以上

比例

總人數

30歲(含)以下

比例

31歲-50歲(含)以下

比例

51歲(含)以上

比例

總人數

30歲(含)以下

比例

31歲-50歲(含)以下

比例

51歲(含)以上

比例

3,909

1,990

50.9%

1,871

47.9%

48

1.2%

3,922

1,885

48.1%

1,971

50.3%

66

1.7%

3,974

1,623

40.84%

2,235

56.24%

116

2.92%

高階主管
(副總以上)

2015

2016

2017

中階主管
(區部主管)

基層主管
(店組主管)

同仁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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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 新進及離職員工結構

註：新進人數為當年度累積到職員工
註：離職率公式：離職率=年度累積離職人數/【(年度期初總人數+年度期末總人數)/2】
註：中部：中區及行政。南部：台南、高雄及行政

401-1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803

484
 

1,101

182

4

856

222

209

1,287

62.39%

37.61%
 

85.55%

14.14%

0.31%

66.51%

17.25%

16.24%

100%

904

499
 

1,174

221

8

852

235

316

1,403

64.43%

35.57%
 

83.68%

15.75%

0.57%
 

60.73%

16.75%

22.52%

100%

859

537
 

1,130

259

7

929

223

244

1,396

61.53%

38.47%
 

80.95%

18.55%

0.50%

66.55%

15.97%

17.48%

100%

905

489
 

1,034

359

1

932

243

219

1,394

64.92%

35.08%
 

74.18%

25.75%

0.07%

66.86%

17.43%

15.71%

100%

922

447
 

1,022

338

9

857

209

303

1,369

67.35%

32.65%
 

74.65%

24.69%

0.66%
 

62.60%

15.27%

22.13%

100%

890

446
 

887

438

11

829

218

289

1,336

66.62%

33.38%
 

66.39%

32.78%

0.82%

62.05%

16.32%

21.63%

100%

男

女
 

30歲(含)以下

31歲以上
至50歲(含)以下

51歲以上
 

北桃竹

中部

南部

2015

性別

年齡層

地區

合計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註：離職率公式：離職率=年度累積離職人數/【(年度期初總人數+年度期末總人數)/2】

401-1表H 歷年離職率（2015~2017）
年度

全體員工平均離職率

2015

35%

2016

34.9%

2017

34.26%

表I 平均受訓時數（不含線上課程） 404-1

一般同仁

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男性

女性

職
級                    

性
別

群組總時數

78,425

7,792

689

313

57,471

31,539

87,219

人數

3,350

493

49

17

2,576

1,333

3,909

群組平均時數

23.41

15.81

14.06

18.41

22.31

23.66

22.31

群組總時數

140,283

6374

1484

233

96,029

52,345

148,374

人數

3,365

483

60

14

2,556

1,366

3,922

群組平均時數

41.69

13.20

24.73

16.64

37.57

38.32

37.83

群組總時數

90,248

11,432

4,626

1,080

62,975

44,411

107,386

人數

3,460

445

55

14

2,531

1,443

3,974

群組平均時數

26.08

25.69

84.11

77.14

24.88

30.78

27.02

2015 2016 2017

總計

註：資料來源：信義E學院教育訓練系統2015~2017年度資料(01/01-12/31)，包括於分店教學之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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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數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總人數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

年度

員工

主管

2015

3,909

1,333

34.1%

559

78

13.95%

2016

3,922

1,366

34.83%

557

84

15.08%

2017

3,974

1,443

36.31%

550

90

16.36%

表J 女性員工及主管佔比

表K 申請育嬰留停及期滿復職統計表 401-3

註：復職率＝育嬰假後實際復職的員工總數(B)／育嬰假後應該復職的員工總數(A) x 100%
註：留任率＝休完育嬰假復職後12個月仍在職的員工總數(D)／上個報導期間內修完育嬰假後復職的員工總數(C) x 100%

性別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項目

當年度符合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當年度申請留職停薪人數

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人數(A)

育嬰留職停薪原應復職且復職人數(B) 

復職率(B/A)

前一年度育嬰留職停薪應復職且復職人數(C)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工作超過12個月人數(D)

留任率(D/C)

2015

270

146

416

26

43

69

16

18

34

12

10

22

75%

56%

13

16

29

12

15

27

92%

94%

2016

240

138

378

28

44

72

33

38

71

10

28

38

30%

74%

12

10

22

10

8

18

83%

80%

2017

349

128

477

31

11

42

41

28

69

19

22

41

46%

79%

10

28

38

7

24

31

70%

86%

表L 信義寶寶累積數

全部胎兒數

第1胎

第2胎以上小計

第2胎

第3胎

第4胎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181 211 253 217 212 1,074

144 139 169 120 136 708

37 72 84 97 76 366

33 67 78 82 71 331

3 4 5 15 5 32

1 1 1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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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 職災狀況統計 403-2 SDG 3

一般工傷

0

職業病

0

請休工傷假共114人

合計請休工傷假1,693.5天

請休工傷假共122人

合計請休工傷假1,980天

請休工傷假共141人

合計請休工傷假2,385.5天

年度

事故項目

死亡人數

損工日數

2015

一般工傷

0

職業病

0

2016

一般工傷

0

職業病

0

2017

註：損工日數：指同仁發生事故後至復原期間所請休之工作日。

表N 工傷率 403-2 SDG 3

年度

男

女

合計

2015

3.79 

6.72 

4.79 

2016

5.23 

5.33 

5.26 

2017

6.42 

6.76 

6.54

註：工傷率計算公式＝(工傷件數／
總工作時數) x 1,000,000

表O 損工日數率 403-2 SDG 3

年度

男

女

合計

2015

45.98 

65.03 

52.48 

2016

74.43 

51.26 

66.36 

2017

60.19 

49.83 

56.43

註：損工日數率＝(損失天數／總工
作時數) x 1,000,000

表P 缺勤率 403-2 SDG 3

年度

男

女

合計

2015

0.38%

1.15%

0.64%

2016

0.42%

1.10%

0.65%

2017

0.45%

1.30%

0.76%

註：缺勤率＝(缺勤天數／總工作天
數) x 100%

註：包含因病假、生理假、工傷假所
缺勤者
 

表Q「健康管理平台」上網使用人次
年度

累積人次

人次

2015

48,515

26,805

2016

72,882

24,367

2017

139,555

66,673

表R 組織認同與工作滿意度調查
年度

價值認同

工作價值

行為認同

工作熱情

均衡生活

成長需求

組織創新

部門合作

經營策略

內部溝通

誘因機制

2015

4.31

4.12

4.11

4.09

3.9

3.85

3.85

3.8

3.79

3.65

3.63

2017

4.43

4.29

4.14

4.18

3.99

4.02

3.97

4.11

3.95

3.84

3.61

註：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進行施測

註：2016年執行為期一年的企業改造工
作，故2016年無執行滿意度調查分析

表S 主管領導風格調查平均得分
年度

理念實踐

領導管理

施策推展

人才培育

2015

3.82

4.03

3.46

3.95

2016

4.03

4.31

4.00

4.11

2017

4.2

4.27

4.16

4.12

註：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每年的調查構面及題項將依據
該年度公司施策重點而有些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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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第一步 鑑別

102-42 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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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重大關注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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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性脈絡 重大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完整性

透過AA1000 SES-2011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SES)的五大原則，鑑別2017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欲溝通的對象，決
定出主要的6個利害關係人：投資人、員工、客戶、社會、環境、供應商。

信義從全球性規範與標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產業規範與標準、同業及異業標竿、組織年度目標等，
蒐集永續相關議題。我們亦發放問卷供內部專家回饋關注議題以進行趨勢及衝擊分析，同時透過社群監控系統蒐集
網路廣大利害關係人的所有意見及媒體報導消息，並藉由網路問卷調查、電話訪談、入戶訪談、信箱、座談等方式，
蒐集利害關係人回饋關注之永續議題。

了解永續發展目標（SDGs）
針對17項目標（goals）與169項細項目標進行深入分析，了解各項目標的內容，對企業的效益，以及企業需滿足
的基本責任。
趨勢及衝擊分析
發放問卷予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的高階主管及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人員，請內部專家根據與信義房屋服務相關
的衝擊來鑑別主題和其他相關議題，並了解內部專家對各議題內部回應能力、對公司之衝擊程度及未來趨勢等評
估意見。

鑑別利害關係人 個利害關係人01 6

蒐集關注議題 個關注議題0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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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人關心程度檢視
公司衝擊程度檢視

確認涵蓋的主題
主題邊界及報告期間
資訊的完整性

2017年利害關係人參與狀況

內部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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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32

122,670
1,019
1,408

37,642
6,580

258,351

34.5%

47.5%
0.4%
0.5%

14.6%
2.5%

100%合計

頻率(次)利害關係人 參與(比例)

第一步
鑑別

第二步
排序

第三步
確證

關注議題
↓

GRI Standard 主題
↓

SDGs目標
↓

管理方針揭露
+

指標報告

第四步
檢視永續性的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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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7 102-40 102-43

社群監控系統
在鑑別重大性議題時，我們進一步統計網友言論及相關媒體報導。2013年信義房屋建立社群監控系統，利用系統
蒐集網路廣大利害關係人的所有意見及媒體報導消息，藉此來分析利害關係人對於信義房屋各永續性議題的關切
程度及衝擊影響程度。
利害關係人議合
透過網路問卷調查、電話訪談、入戶訪談、信箱、座談等方式，統計各利害關係人對永續性議題的關切程度。
以前述各類管道蒐集資訊，彙整出47個關注議題如下：

第二步 排序

初步篩選永續發展目標和信義之間的關聯性，並從價值鏈檢視信義營運對於SDGs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以及信義對於
永續目標可以創造的價值與貢獻程度，藉此評估優先順序。

分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04

整理出利害關係人及信義房屋可能在報告中揭露的相關議題清單後，我們透過各類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共蒐集
258,351件回應。接著發放問卷予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之高階主管，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推動人員，請17位內部專
家提供意見，分析各項議題對於經濟、環境、社會的顯著衝擊。

分析影響利害關係人評估程度與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衝擊顯著程度03

調查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
透過前述包括線上問卷、社群監控系統等各類管道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了解利害關係人在各個永續
議題的關注程度與對其評價和決策的影響。

分析信義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發放問卷予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之高階主管及企業
社會責任相關推動人員，由內部專家提供意見，分
析信義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

召開重大性議題決策會議，由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高階主管分析各關注議題「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和「經濟、
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並依循信義永續發展六大原則，據以分析重大性。
完成上述分析後，我們定義議題具備重大性的最低判斷值為65分（影響及衝擊程度之總分），彙整出38個重大性議
題。依「影響利害關係人的評估」和「經濟、環境和社會的顯著衝擊」繪製重大關注議題矩陣圖。 

決定重大關注議題 個重大關注議題05 38

供應鏈管理類
45.供應鏈管理
46.公平採購
47.供應商勞動條件評估

環境保護類
38.綠色採購
39.水資源管理
40.生物多樣性
41.溫室氣體排放
42.廢棄物管理
43.生態保育
44.綠色服務

社會參與類
29.居住正義
30.社區營造
31.就業機會
32.終身學習
33.反競爭行為
34.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35.人口結構改變
36.文創推廣
37.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客戶關懷類
21.客戶關係經營
22.服務創新
23.個資與營業秘密保護
24.交易安全
25.行銷溝通
26.服務品質與顧客權益
27.資訊揭露與透明
28.企業形象

員工照顧類
10.利害關係人溝通與申訴機制
11.勞僱關係
12.人才培訓及發展
13.組織氣候
14.薪獎福利
15.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16.強迫勞動
17.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
18.職場健康與安全
19.員工認同與留任
20.工作生活平衡

公司治理類
1.營運績效
2.治理架構
3.法規遵循
4.反貪腐
5.倫理與誠信
6.風險控管
7.股東權益
8.稽核機制
9.財務透明

      風險與機會 P19       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

      重大關注議題矩陣圖，請參考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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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確證

依據所選出的38個重大關注議題，由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判斷其對應之重大主題，對照出14個GRI主題和屬於信義
房屋產業面的其他3個主題，共選出對應的17個重大主題。

對照重大主題06 個重大主題17

在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我們先從價值鏈的角度評估，檢視自身營運對於SDGs造成的正負面影響，藉此制定
優先事項。並評估信義對於永續目標可以創造的價值與貢獻程度，藉此提出相對應的管理措施。信義一直以來努力
回應的永續發展重點目標包括：健康與福祉（員工、供應商）、教育品質（投資人、員工、社會）、就業與經濟成
長（投資人、員工、社會、供應商）、減少不平等（社會）、永續城市（社會）、責任消費與生產（客戶、環境、
供應商），及氣候行動（環境、投資人）等7項目標。

選定對應SDGs07 項永續發展目標7

針對選定的17個重大主題和7項永續發展目標，我們對應價值鏈，逐一衡量每個重大主題與永續發展目標，以及信義
對這些影響的參與，以鑑別衝擊影響範圍。
基於2017年各利害關係人所鑑別出的重大關注議題，我們所對應出的重大主題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表內所示。

界定主題08 以 價值鏈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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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其他
重大主題

對應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我們的回應        

1.營運績效
2.治理架構
3.法規遵循
4.反貪腐
5.倫理與誠信
6.風險控管
7.股東權益
8.稽核機制
9.財務透明
10.利害關係人
溝通與申訴機制

201經濟績效
205反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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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水
305排放

414供應商社會
評估

401勞雇關係
403職業安全衛生
404訓練與教育
405員工多元化與平
等機會
409強迫或強制勞動

11.勞雇關係
12.人才培訓及發展
13.組織氣候
14.薪獎福利
15.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16.強迫勞動
18.職場健康與安全
19.員工認同與留任
20.工作生活平衡

3.法規遵循
21.客戶關係經營
22.服務創新
23.個資與營業秘密
保護
24.交易安全
25.行銷溝通
26.服務品質與顧客
權益
27.資訊揭露與透明
28.企業形象

416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行銷與標示
418客戶隱私

5.倫理與誠信
29.居住正義
30.社區營造
31.就業機會
34.社會公益回饋
與捐助
35.人口結構改變
37.產業發展與政
策溝通

39.水資源管理
41.溫室氣體排放
44.綠色服務

45.供應鏈管理
47.供應商勞動條
件評估

102-46 1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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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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內容索引 102-55

GRI 準則 揭露項目 頁碼及/或 URL 呼應國際準則

：基礎

不包括任何揭露]

一般揭露 [一般揭露列表是否基於報告書依循核心或全面選項來編列]

：一般揭露 2016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3 總部位置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4 營運活動地點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永續商業模式 P5

102-7 組織規模
永續商業模式 P5

永續績效一覽表 P85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2 員工照顧 勞雇關係 P46、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合約類型分佈 P89

SDG8

UNGC 原則 6

102-9 供應鏈 6 供應鏈管理 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 P78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組織與其供應鏈無重大改變之情事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1 公司治理 風險控管與精進作業 P35

1 公司治理風險分析與控制 P36

102-12 外部倡議 外部倡議 P4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董事長的話 P1 上市櫃 第一章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信義房屋核心能力與永續創新 P6

風險與機會 P19

1 公司治理 風險控管與精進作業 P35

1 公司治理 風險分析與控制 P36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other/policy.php

1 公司治理 倫理與誠信 P35

1 公司治理風險處理及監督 P36

UNGC 原則 10

102-17 關於倫理之建議與顧慮的機制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risk-management.php

6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成效 P82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1 公司治理 永續治理架構程序 P31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02-19 委任權責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02-20 管理階層負責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02-21 與利害關係人諮商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結構與機制 P33

102-22 最高治理單位與其委員會的組成 1 公司治理 永續治理架構程序 P31

102-23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 1 公司治理 信義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P31

102-24 最高治理單位成員的提名與遴選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102-25 利益衝突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信義房屋 2017 年年報 P32
http://img.sinyi.com.tw/u/file/2018/05/6500a656ae6ccdd306780783e04df486.pdf

102-26 最高治理單位在設立宗旨、價值觀及策略的角色 1 公司治理 信義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P31

102-27 最高治理單位的群體智識 1 公司治理 董事進修 P33

102-28 最高治理單位的績效評估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及各功能委員會績效評估 P34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 公司治理 風險控管與精進作業 P35

1 公司治理 風險分析與控制 P36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1 公司治理 風險控管與精進作業 P35

1 公司治理 風險分析與控制 P36

102-31 經濟、環境和社會主題的檢視
1 公司治理 風險控管與精進作業 P35

1 公司治理 風險分析與控制 P36

102-32 最高治理單位於永續性報導的角色 1 公司治理 信義永續願景與核心理念 P31

102-33 溝通關鍵重大事件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02-34 關鍵重大事件的性質與總數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 P33

102-35 薪酬政策

1 公司治理 董事會薪酬制度 P34

1 公司治理 高階主管永續經營之薪酬獎勵 P34

附錄 董事之酬金 P88、董事酬金級距表 P89

102-36 薪酬決定的流程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committee.php

員工照顧 合理報酬及升遷制度 P42

102-37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committee.php

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5

102-38 年度總薪酬比率
本公司以台灣為主要營運據點，最高個人年度所得與於台灣所有員工年度所得中位數比率為

8.79 倍。

102-39 年度總薪酬增加之百分比
台灣最高年度所得人員無加薪，故最高個人年度所得與於該國所有員工年度所得中位數(排除

最高個人年度所得)之比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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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 揭露項目 頁碼及/或 URL 呼應國際準則

利害關係人溝通

報導實務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5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1 團體協約 公司雖未成立工會，無團體協約，但每季定期舉辦勞資會議，且具備透明溝通管道 UNGC 原則 6

102-42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重大主題鑑別 P16、2017 年重大主題 P21

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4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5、

員工意見調查 P46； 信義房屋 2017 年年報 P43-44

信義的溝通程序為原本即已制訂，並非特別為編製此份報告而進行

6.7.6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重大主題鑑別 P16、2017 年重大主題 P21、我們的價值鏈 P22、利害關係人議合 P17、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4
6.7.6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信義房屋 2017 年年報 P168-169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我們的價值鏈 P22

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6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2017 年重大主題 P21、附錄 重大主題評估流程 P96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102-48 資訊重編 無進行資訊重編

102-49 報導改變 在重大主題列表與主題邊界上無重大改變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102-55 GRI 內容索引 GRI 內容索引 P97

102-56 外部保證/確信 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P3、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P104 上市櫃 第一章 第五章

重大主題

經濟績效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SDG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經濟績效 2016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永續績效一覽表 P85

SDG8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與機會
1 公司治理 落實內控制度 P36

5 環境保護 氣候變遷因應作為與風險機會評估 P68,P69,P70,P71,P72

UNGC 原則 7

SDG13

上市櫃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六章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員工照顧 退休制度 P48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新北市政府節電活動補助 500,000 元

間接經濟衝擊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間接經濟衝擊 2016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擊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P57

SDG11

上市櫃 第四章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P57、社區營造 P59

SDG8

上市櫃 第四章

反貪腐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1 公司治理 管理方針

：反貪腐 2016

205-1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risk-management.php

1 公司治理 內部控制稽核管理 P35

1 公司治理 現有控制機制 P36

UNGC 原則 10

6.6.3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205-2 有關反貪腐政策和程序的溝通及訓練

1 公司治理 倫理與誠信 P35

1 公司治理 風險處理及監督 P36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risk-management.php

UNGC 原則 10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risk-management.php 6.6.3

上市櫃 第二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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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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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 揭露項目 頁碼及/或 URL 呼應國際準則

水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我們的價值鏈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水 2016

303-1 依來源劃分的取水量 環境保護 環境管理 P74

UNGC 原則 7,8

上市櫃 第三章

303-2 因取水而受顯著影響的水源 環境保護 環境管理 P74
I

上市櫃 第三章

303-3 回收及再利用的水 環境保護 環境管理 P74
I

上市櫃 第三章

排放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環境保護 管理方針 P68

：排放 2016

305-1 直接（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保護 溫室氣體盤查 P73

SDG3,12,13

UNGC 原則 7,8

上市櫃 第三章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保護 溫室氣體盤查 P73

SDG3,12,13

UNGC 原則 7,8

上市櫃 第三章

305-3 其它間接（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保護 溫室氣體盤查 P73

SDG3,12,13

UNGC 原則 7,8

IS
上市櫃 第三章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環境保護 溫室氣體盤查 P73

SDG13

UNGC 原則 8

上市櫃 第三章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環境保護 溫室氣體盤查 P73

SDG13

UNGC 原則 8,9

上市櫃 第三章

305-6 破壞臭氧層物質(ODS)的排放 信義房屋無破壞臭氧層之物質排放(ODS)
上市櫃 第三章

305-7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其它重大的氣體排放 信義房屋無此類氣體排放
上市櫃 第三章

勞雇關係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勞雇關係 2016

401-1 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
員工照顧 勞雇關係 P46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新進及離職員工結構 P91

SDG8

UNGC 原則 6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不包含臨時或兼職員工）的福利
員工照顧 福利與退休制度 P48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system.php

401-3 育嬰假
員工照顧 多元化與包容 P45、福利制度 P48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育嬰留停與復職統計表 P92
.4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職業安全衛生 2016
403-1 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員會中的工作者代表

員工照顧 勞資組織 P46、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P49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hp

403-2
傷害類別，傷害、職業病、損工日數、缺勤等比率，以及因公死

亡件數

員工照顧 健康與安全職場 P49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職災狀況（工傷率、損工日數率、缺勤率）相關統計表 P93

SDG3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供應商工傷指標 P87

403-3 高職業疾病發生率與高職業風險的工作者 員工照顧 健康與安全職場 P49
SDG3

403-4 工會正式協定涵蓋的健康與安全相關議題
員工照顧 健康與安全職場 P49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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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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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 揭露項目 頁碼及/或 URL 呼應國際準則
訓練與教育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訓練與教育 2016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員工照顧 訓練時數 P41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平均受訓時數 P91

404-2 提升員工職能及過渡協助方案 員工照顧 終身學習 P41、退休回聘制度 P44
SDG8

404-3 定期接受績效及職業發展檢核的員工百分比 員工照顧 績效管理 P42
SDG8

4.7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405-1 治理單位與員工的多元化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hp

員工照顧 人力結構 P46、多元化與包容 P44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年齡組成比例分析表 P90

SDG8

UNGC 原則 6

405-2 女性對男性基本薪資加薪酬的比率 員工照顧 友善職場環境 P45

SDG8

強迫或強制勞動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P37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員工照顧 管理方針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強迫或強制勞動 2016

409-1 具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重大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員工照顧 健康計畫與樂活工作 P50

6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風險與衝擊評估機制 P81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chievement.php

SDG8

UNGC 原則 4

上市櫃 第四章

供應商社會評估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6 供應鏈管理 管理方針

GR ：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414-1 使用社會標準篩選之新供應商
信義企業永續網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chievement.php

SDG8

UNGC 原則 2

上市櫃 第四章

414-2 供應鏈中負面的社會衝擊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6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風險與衝擊評估機制 P81

SDG8

上市櫃 第四章

顧客健康與安全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416-1 評估產品和服務類別對健康和安全的衝擊 客戶關懷 保護客戶權益及隱私 P53

上市櫃 第四章

416-2 違反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健康和安全法規之事件 無任何違反事件

上市櫃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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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sinyi.com.tw/employee/appeal.php
http://csr.sinyi.com.tw/employee/workpla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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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 揭露項目 頁碼及/或 URL 呼應國際準則

行銷與標示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行銷與標示 2016

417-1 產品和服務資訊與標示的要求 客戶關懷 保護客戶權益及隱私 P53

SDG12

上市櫃 第四章

417-2 未遵循產品與服務之資訊與標示相關法規的事件 客戶關懷 管理實績 P52
6.7.9

上市櫃 第四章

417-3 未遵循行銷傳播相關法規的事件 2017 年無重大罰款

上市櫃 第四章

客戶隱私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客戶關懷 管理方針 P51,P52

：客戶隱私 2016

418-1 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 附錄 永續績效一覽表 P86 6.7.7

上市櫃 第四章

其它重大主題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P57、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P63 上市櫃 第四章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P22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P57、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P63、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P65 上市櫃 第四章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投入與產出 P57、企業倫理推動 P61 上市櫃 第四章

：管理方針 2016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我們的價值鏈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社會參與 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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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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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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證聲明書/證書

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量 查證聲明書

PAS2060 碳中和 查證聲明書

PAS 2050 碳足跡 查證聲明書

ISO 14046 水足跡 查證聲明書

https://csr.siny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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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    更多資訊請參閱：企業永續網 查證報告    http://csr.sinyi.com.tw/other/verification-report.php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查證證書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查證證書 ISO 20121 永續性活動管理系統 查證證書

LBG倫敦標竿集團 社會參與投入查證

查證聲明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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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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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保證意見聲明書

      了解更多    更多資訊請參閱：企業永續網 查證報告    http://csr.sinyi.com.tw/other/verification-repor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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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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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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非常需要各位寶貴的建議，歡迎您的意見與指教。

請選擇您的利害關係人身份為？（圈選）

匿名問卷填妥後，請回傳至「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傳真：02-2722-0515 /  電子信箱：csr@sinyi.com.tw /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0號
或於企業永續網填寫線上問卷：http://csr.sinyi .com.tw/ interactive/sur vey.php 

其他建議

106

http://csr.sinyi.com.tw/interactive/surve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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