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點績效

8家分店

PAS2060
碳中和門市宣告

榮獲《行政院環保署》
低碳產品獎勵

低碳服務獎勵
推動社區

借用物品服務

循環經濟
榮獲第11屆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獎
最佳環境卓越獎

最佳環境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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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大主題

303 水與放流水

305 排放

05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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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具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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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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我們在環境保護面向關注二大主軸：「低碳服務」及「生
態效益」，持續以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信念，持續減少碳足跡與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透過整合內外部資源投入，推廣環
境保護價值與理念，發揮企業影響力，提升企業機會與產業競爭力，達成2025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
10%、人均用電碳排放量減少10%、人均用水量減少15%；基準年：2017年」目標，替地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真正落
實「服務業也可以是環保尖兵」之永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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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1 - 低碳服務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基準年：2017年)

-7.94 %

氣候變遷對全球各地影響劇增，已成為世界面臨的共同
議題。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所衍生轉型契機，讓我們帶
領客戶邁向低碳綠色經濟轉型，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
的衝擊。

SDG 13SDG 12 SDG 13303 305 SDG 12SDG 6

-0.27 %

-17.53 %

全年用電度數

(基準年：2017年)

-13.96 %
人均用水量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單筆服務用紙量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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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足跡減量 全年用電減量

服務用紙減量

人均用電減量

人均用水減量

p. 65  低碳服務                     p. 66  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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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參考「SDGs專頁」p. 25-26

SDG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核心目標與願景

碳標字第1616812001號
每一筆成交案件-不動產買賣仲介服務

http://www.epa.gov.tw

減碳標字第R1716812001號

SDG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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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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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sr.sinyi.com.tw/sdgs/pdf/goal6.pdf
http://csr.sinyi.com.tw/sdgs/pdf/goal13.pdf
http://csr.sinyi.com.tw/sdgs/pdf/goal12.pdf


305 排放

「不動產經營服務」碳標籤與減碳標籤
信義房屋計算不動產經營服務碳足跡，並以碳足跡證書為基線，提早達成
宣告之減碳目標，取得減碳標籤。

氣候變遷因應作為與風險機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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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企業營運
風險、從中探索企業機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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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年盤查外，亦訂下服務減碳目
標，期望減碳行動能為全球減碳目標貢獻心力。

更多資訊請參考「核心能力與永續創新」p. 23-24

低碳服務
SDG 12 SDG 13305201-2103-1 103-2 103-3

主軸1 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房仲業雖非碳排放量大的產業，且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的法規或協定都未納入房仲業，但由於消費次數
少、卻行銷活動眾多，因此利害關係人提升關注程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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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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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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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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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每年目標，透過取得ISO查證進行成效評估

如何管理

2018年目標

評估結果

-7.94%

-2%

基準年2017年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基準年2017年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目標達成

率先制定房仲業全球第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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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碳足跡
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carbon.php

了解更多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
碳排放量(kgCO2e)

碳足跡提前達成 2025原訂目標

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為394.42kgCO2e，較2017年減少7.94%，提
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6%」。

新設2025目標：
為持續減少碳足跡，我們重新訂定碳足跡減量目標，期望2025年每筆交易碳
排放量能再減少10% (基準年：2017年)。

2018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2% 
2025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減少6%（基準年：2017年）

原訂
目標

主軸1 - 低碳服務         |         主軸2 - 生態效益

7.94 % 2017  428.46 kgCO2e
2018  394.42 kgCO2e

13.86%

2018年  136.78 kgCO2e

2017年  158.80 kgCO2e

3.74%

2018年  254.53 kgCO2e

2017年  264.43 kgCO2e

40.63%

2018年  3.11 kgCO2e

2017年  5.23 kgCO2e

廢棄物階段原料投入階段 服務階段

2018年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排放量

基準年 -7.94%

2017

428

2016

522

2018

394

-10%

2025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減量基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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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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效益
主軸2 對應的重大主題

303 水與放流水
305 排放SDG 13SDG 12303 305-6 305-7103-1 103-2 103-3 SD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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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房屋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並於8家分
店宣告碳中和。此外，因應利害關係人對水資源的關
注，更將管理範圍從能源擴展至其他環境議題，推動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且通過ISO14046水足跡盤
查，藉此精進其他環境議題管理效率。我們持續精進
生態效益各項績效，期為地球永續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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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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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每年目標，透過取得ISO查證進行成效評估

如何管理

2018年目標

評估結果

-1%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3%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水量

-4.34%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

-13.96%
基準年2017年
人均用水量

目標達成

目標達成

持續精進生態效益績效 SDG 13SDG 12SDG 6

行動方案 2
精進減排成效

1,416.8 (kgCO2e)
人均用電碳排放

4.34%

行動方案 4
提升用水效率

16.04(度)
人均用水量13.96%

行動方案 3
減少紙張耗用

26.17(kg)
單筆服務用紙量17.53%

行動方案 1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管理
系統 

01
亮點

循環經濟 SDG 12
02

亮點

循環經濟是當前生態效益
重要趨勢，信義房屋透過
日常作業思索循環再生經
濟落實方法。我們認為房
仲業是頻繁與人接觸的工
作，經常深入社區和在地
居民交流互動，因此透過
發展在地專屬的循環再生
經濟，讓共享使用取代單
獨擁有的消費文化。我們
遂規劃社區物品借用服
務，在分店購置民眾使用
頻率低，但需要時又不可
或缺的各類物品，如電動
工具、大型行李箱等。物品項由各分店依在地化社區居民需
求考量而定，備置相關物品並直接存放在店內，方便鄰近居
民可隨時上門借用，充分實踐共生共享的減廢永續精神。
2019年已在全國32家分店施行，讓減廢精神生根發芽，創造
環境共生。

主軸1 - 低碳服務         |         主軸2 - 生態效益

ISO50001
ISO14001

PAS2060
ISO14064-1

ISO1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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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方案 | 02

行動方案 | 01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落實永續發展政策  持續稽核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與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信義房屋因應能源節約議題，導入日本UBITEQ BE GREEN Next（UGS）能源管理系統與ISO查證，藉此找出公司之風險和機會
，重新檢視相關能源政策，進而制定環境管理方案和目標，遂通過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與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查證，精進
能源使用效率，進而達成節能與降低成本之目的。

SD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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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碳中和查證聲明書
                      http://csr.sinyi.com.tw/other/verification-report.php

落實碳管理，精進減排成效 SDG 13305-4 305-5305-1 305-2 305-3

溫室氣體盤查
依據ISO/CNS 14064-1標準要求，信義房屋營運邊界(總部大樓+營運據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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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6,924.902ton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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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比約九成，故我們以人均用電碳排
放量做為組織碳管理之績效指標。

2018年執行成效：
全年用電量為11,096.8千度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為1,416.8kgCO2e；較2017減少4.34%，提
前達成2025原訂目標「較2017年水準減少4%」。

新設2025目標：
為持續精進減排成效，我們重新訂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期望
2025年人均用電碳排放量能再減少10%(基準年：2017年)。

註1：排放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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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用電碳排放量(kgCO2e)

營業據點碳中和
信義房屋長期推動各項碳管理及減量計畫。2018年，我們從前次自北
中南各1家門市推動碳中和計畫，拓展至營業據點所在縣市各選擇一家
分店進行碳中和計畫，擇定天母東路店、林口店、桃園中壢店、竹北
高鐵店、台中逢甲12期店、彰化大埔店、台南崇善店、高雄成功漢神
店，透過抵換額度抵換無法減量之碳排放量90tonCO2e，並通過第三
方查證符合「PAS2060 : 2014」規範，宣告8家營運據點達成碳中
和，積極落實全面減碳之長遠目標，為地球環境保護持續努力。

首次碳中和3家分店

新增碳中和5家分店

2018年人均用電量碳排放量減少1%
2025年人均用電量碳排放量減少4% （基準年：2017年）

原訂
目標

基準年

2017

1,481

2016

1,519
-4.34%

2018

1,417

-10%

2025
新目標

提前
達標

(年）

(減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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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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 03

行動方案 | 04

68

了解更多｜http://csr.sinyi.com.tw/environment/waste.php

SDG 13SDG 12

2018年信義房屋積極推動e化，將部分行銷派報用紙及契據e化，不但減少原物料階段的紙張使用，且減少紙張運
輸的碳排放量，碳足跡具體減量成效榮獲環保署頒贈「低碳產品獎勵」。

減少紙張耗用  關懷大地

強化綠色無紙化行銷工具
我們計算「每筆不動產仲介服務碳足跡」發現服務用紙佔所有服
務碳足跡的比重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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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FB 粉絲團)等，2018年更將「數位派報」系統優化並推
廣至全國營業據點，以實現綠色服務的目標。 

SDG 12

提升用水效率 為地球解渴

水資源風險機會評估及執行效益
台灣被列為世界缺水國家之一，信義房屋因應利害關係人對用
水課題重視將水資源列入重要議題，增加對應重大主題並持續
關注全球水資源管理發展趨勢。透過每年定期盤查，持續追蹤
管理並掌握水資源對公司營運風險影響與發展機會。
由於信義房屋的水資源耗用主要為同仁日常使用，藉由管理水
資源使用數據，並通過ISO14046:2014 水足跡查證，展現本公
司對環境保護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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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用水量(度）

2018年執行成效：
單筆服務用紙量26.17kg；較2015年減少54.72%，提前達成
2025原訂目標「較2015年水準減少50%」。

新設2025目標：
為持續減少紙張耗用，我們重新訂定紙張使用減量目標，期望
2025年單筆服務用紙量能再減少30% (基準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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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執行成效：
全年用水度數為69,619度
人均用水量為16.04度；較2014減少28.15%，提前達成2025原訂
目標「較2014年水準減少20%」。

新設2025目標：
為持續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我們重新訂定用水減量目標，期望
2025年人均用水量能再減少15%(基準年：2017年)。

單筆服務用紙量(kg)

2018年人均用水度數減少3%  （基準年：2017年）
2025年人均用水度數減少20%（基準年：2014年）

人均用水量(度)

303-3 303-4 303-5

90,641 77,228 75,102 74,111 69,619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更多資訊請參考「核心能力與永續創新」 p. 23-24

綠色行銷及契據e化再進化，榮獲低碳服務獎勵01
亮點

2018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15%（基準年：2017年）
2025年單筆服務用紙量減少50%（基準年：2015年）

原訂
目標

原訂
目標

提前
達標

原基準年

2015

57.8

-18.29%

2016

47.2 -30%

2025
新目標

新基準年
-45.10%

2017

31.7

-54.72%

2018

26.1

提前
達標

原基準年

2014

22.33

-11.53%

2015

19.76
-15%

2025
新目標

新基準年

2017

18.65

-16.49%-14.25%

2016

19.15

2018

16.04

-28.15%

(年）

(原減量基準）

(新減量基準）

(年）

(原減量基準）

(新減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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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1 - 低碳服務         |         主軸2 - 生態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