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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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大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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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講座的舉辦以及與教育相關單位的合
作，倡導企業倫理價值。我們亦發揮產業龍頭的影響力，積極促進產業發展，
關注居住正義，提供政策建議。藉由長期贊助社區營造，我們希望能使家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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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103-1

04 社會參與

亮點績效

2019年第12屆
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

社會共融獎
「社區一家」計畫獲
2019全球企業永續獎
(GCSA) 

最佳案例績效獎
「社區一家」計畫獲

在地希望獎

第九屆總統文化獎
第十五屆  遠見雜誌
「教育推廣組」首獎

企業社會責任獎

p. 63  社區營造 p. 65 企業倫理推動 p. 67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p. 68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社會參與相關：

更多資訊：請參考「經營方針與SDGs」p. 28-29

了解更多：信義房屋SDGs報告書
11.1 / 11.4 / 11.7 / 11.a
SDG 11

17.17
SDG 17

4.3 / 4.4 / 4.5 / 4.7
SDG 4

1.4 / 1.5
SDG 1

10.2 / 10.3
SDG 10

8.5 / 8.6
SD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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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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目標與願景

如何管理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責任

資源
依各專案投入不同的資金、人力與物力等
了解更多請參考各主軸頁面說明

P. 63 P. 65 P. 67-68

信義遵循「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第四章維護社會相關規範，並制定「信義
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政策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評估機制與結果

社會面向的整體投入與產出我們使用
LBG (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指引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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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各專案有不同的評估機制，如：評審團、參與者問卷回饋等，了
解更多請參考各主軸頁面說明

各主軸績效

P. 63 P. 65 P. 67 P. 68

P. 61

P. 63

P. 65

P. 67

P. 68

管理實績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社區營造

2019年目標

累計提案覆蓋率

363個鄉鎮市區參與提案
>98.5%

2019年績效

累計提案覆蓋率

>98.9%

主軸 1

志工時數

小時
1,800人次參與
15,000

364個鄉鎮市區參與提案

志工時數

15,185 小時
2,115人次參與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2019年目標

每年持續忠實記錄房市
軌跡

準時發佈房地產
年鑑

2019年績效

第           年
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
鑑，並收錄年度房地產
發展關鍵議題

24

主軸 3

參與內政部政策座談會
議、舉辦研討會

發揮影響力促進
產業健全

場產業議題研討會
協助「消費生態、商圈
與空間演化」政策研討
會，共203人次參與

1

企業倫理推動

2019年目標

信義學堂參與聽眾

萬人次>1.7

2019年績效

主軸 2

位師資
全國企業倫理教師營夏/
冬令營目標培訓教師

70

信義學堂參與聽眾

人次15,439

位師資
全國企業倫理教師營夏/
冬令營目標培訓教師

74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2019年目標

提供高齡、兒童、婦
女、遭逢變故家庭等各
族群生活、急難協助

關懷弱勢族群

2019年績效

個創意點子
「共好計畫」青銀共創，
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式

2000

主軸 4

提供信義至善獎助學
金，協助經歷921地震受
災學童完成學業

獎助學金計畫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
20年累計贊助

位信義鄉學童5,217

重大主題203、產、居、企之管理方針以「信義永續原則-信義人→信義公司→信義社會」作為依循
方向，以此鑑別、分析、回應實際和潛在衝擊資訊。

103-2 103-3

呼應企業永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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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長期透過策略長室、公益事業推動組、企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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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投入與產出

55.10社區營造

全民社造活動經費、信義志工推廣經費、社
區商耕活動經費、各項社區服務活動經費現金

信義志工、全民社造、社區商耕活動、各項
社區服務活動投入人力

人力

16.89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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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相關產學合作計畫、不動產專班計
畫、企業參訪、實習生計畫、校園競賽計
畫及獎學金經費

現金

21.07企業倫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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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

信義學堂投入人力人力

信義學堂場地與設備投入實物

7.11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月亮公車、社會公益相關計畫、樂齡專案、
照顧弱勢兒童相關專案等經費贊助

現金

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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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等現金

資源投入與人力配置規劃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為了持續且有效管理社會參與的資源投入與產出，2019年我 們持續
使用LBG (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指引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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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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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
資」、「商業活動」及「慈善捐助」進行社會參與貢獻開展與評估
（不含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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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信義房屋投入
社會參與的總計貢獻為111,425,710元（含管理成本），佔信義房屋
營業利益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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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G 架構社會參與三動機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77.17
社區投資

22.56
慈善捐助

0.44
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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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屋社會參與四大主軸投入金額與比例

社區營造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企業倫理推動
管理成本

55,096,712 元
7,106,679 元

16,887,424 元
21,070,157 元
11,264,738 元

50%
6%

15%
19%
10%

LBG架構社會參與投入資源金額與比例

81,758.301 元
11,264,738 元
18,042,671 元

360,000 元

現金
管理成本

人力
實務

74%
10%
1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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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00元。

產出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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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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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信義企業文化精神與日常作業中，進而展現在客戶服務中。
■ 培育企業儲備人才：透過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計畫、企業參訪、校院競賽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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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區與社會： 總計連結155,234人次並帶動5,923團體共同參與活動。
■ 企業： 總計20,248人次同仁利用工作時段參與活動；另有330人次同仁利用總計2,640小時的個人休假

時數自主參與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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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周先生資助政大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希望透過漢
學的推廣促進「華人文化的國際連結」，亦從華人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連結深化企業倫理的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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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房
價指數也提供各界掌握房價的即時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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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政大合作成立「信義書院」，投入資源促進企業倫理於大專院校的教育，並深化企業倫理相關研究，
豐富國內相關教材，並與國內外大專院校交流分享。

■ 與中國科技大學合作設立「信義學院」，透過「品格教育紮根計畫」促進大專生的品格教育，進一步紮
根倫理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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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當地文
化傳承及產業發展，邁向台灣一家的理想。

■ 帶動利害關係人共同加入社會參與行動：整合分店、里長及供應商資源，共同協力為社區居民舉辦活
動，運用各自專業能力貢獻社會。

內
部
效
益

外
部
效
益

影
響
力

現金

人力

實物

管理成本

社會公益回饋與協助

企業倫理推動

社區營造

管理成本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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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SDG8 SDG10SDG1 SDG11 SDG17

103-1 103-2 103-3 203-2

主軸 1

203  間接經濟衝擊對應的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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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人們對於美好家園的想望，進而身體力行
塑造一個里仁為美的台灣。

如何管理

我們的承諾
我們是社區的一份子，懷抱熱忱、服務鄰里，讓溫暖
美好成為生活日常，集眾智、合眾力，有信義的地
方，就有幸福！

曾經我在體制內被列為是社會阻力的高關懷青少年，17歲那年在表演藝術中找到自
己的方向與價值，在18歲那年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由中輟、高關懷少年所組成的劇
團，藉由藝術的力量引導迷失方向的青少年，並以自身叛逆成長蛻變的生命故事影
響更多的孩子，帶領他們脫離逆境，重拾生命價值。我們陪伴了將近100位的孩
子，其中八成都能夠走回正軌，很開心今年「逆風少年夢想劇點藝術計畫」獲得信
義房屋全民社造計畫的首獎，希望能透過這次的持續陪伴著更多的年輕人，讓曾被
社會列為阻力的青少年在未來也能夠成為社會的助力，從原本被服務的對象成為社
會公益的回饋者。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得獎人心得 【築夢個人組】成瑋盛

專訪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

累計投入超過新台幣4億元社造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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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全民社造獎助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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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資源

申訴機制

評估機制

特定行動  |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了解更多  |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https://www.taiwan4718.tw/index.php

全國368個鄉鎮市區中，已累計364處
提案

(目標98.5%)
累計提案覆蓋率98.9%

關鍵績效

161所大專院校中已累計有90所提案

大專院校提案55.9%
關鍵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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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民社造行動計畫共有983件提案，由評審團遴選
出197個單位獲得實質獎金資助。累計至2019年收
到10,661件提案，遍及全台98.9%鄉鎮市區及55.9%
大專院校，計有2,376件通過審查獲得獎助。

了解更多  |  2019全民社造頒獎典禮 
https://www.facebook.com/pg/taiwan4718/photos/?tab=album&album_id=10156710158852546

特定行動  |  信義志工

2019年共2,115人次參與信義志工

(目標1.5萬)
志工小時數15,185

關鍵績效
藉由信義同仁實際服務行動，走入全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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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共執行
30場次信義志工服務，2,115人次，15,185小時。自2007年起，總計已累計22,030
人次、163,145小時的志工服務，持續長期回饋社區。

了解更多  |  信義志工紀實   https://www.taiwan4718.tw/info_list.ph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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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區營造      |      主軸 2 - 企業倫理推動      |      主軸 3 -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      主軸 4 - 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很感慨沙灘上有很多想像不到的垃圾，未來會更審慎使用寶特瓶跟吸管，因為沙灘
上真的是有數不清的塑膠垃圾，也會提醒自己盡量減少垃圾量，日後在自己分店也
會多多支援社區的清潔，發揮以身作則的精神。也期待更多人一起加入環保的行
列，讓美麗海岸重現最自然面貌。

信義志工心得 天母蘭雅店 張漢崴 經理

專訪

亮點  |  建立台灣社造人文史蹟影像庫

CNEX社區一家紀錄片頻道

社區一家與華人紀錄片圈具影響力的製片CNEX (視
納華仁)共同合作，精選社區案例，透過導演視角深
入社區拍攝在地故事紀錄片，將「影響力」、「參
與力」、「執行力」、「創意力」、「永續力」社
造五力，讓更多人認知社造改變社會的可能，一起
為這塊土地努力，一起找回消逝人情味，帶動更多
人來加入社造行列，擴散社區一家善的力量。

「藝術在民間」放映座談 
同場加映社區一家系列紀錄片《返鄉路上》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自2004年開始，陪伴全台
灣所有社區向前行，也接獲許多來自各地對於文化
保存、在地傳統維護的精彩提案。而鹿港囝仔正是
其中之一。向社區一家提出了「今秋藝術節－文化
農夫的豐年祭」，希望重振鹿港小鎮的風華，中台
灣的鹿港也是台灣藝術文化保存的重鎮，鹿港仍有
許多匠人保存精湛的手藝，以及隱身在小鎮各處的
傳統建築，都堪稱是台灣文化的藏寶地，但小鎮同
樣面臨時代的衝擊，包括老屋的拆除及老手藝人的
凋零，這一群年輕的「鹿港囝仔」挺身而出，發起
守護他們記憶中的鹿港。《紅盒子》是楊力州導演
以十年磨一劍的工夫，拍攝國寶級布袋戲大師陳錫
煌的生命故事，更用一種紀錄大師最後身影的崇
敬，將偶戲傳統技藝的精髓，以攝影機將布袋戲的
技藝與傳承保留下來。「藝術在民間」放映座談，
將傳統偶戲與鹿港的傳承對話，交織出年輕人開始
找回文化的故事。

了解更多  |  藝術在民間」放映座談 
http://csr.sinyi.com.tw/society/community.php

了解更多  |  CNEX社區一家紀錄片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0y4VdEPMIUpMqkD91F9Tg/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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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推動 
企 SDG4 SDG10103-1 103-2 103-3 203-2

主軸 2

企業倫理價值推動對應的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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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承諾
推動企業倫理價值，我們將持續透過文化推廣與社會
教育，努力不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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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營隊最大的收穫就是這裡有很多新的教法讓我們學習，而且可以讓我們不停
的翻轉，因為我們也知道倫理是不斷思辨的過程。

企業倫理教師營夏/冬令營參與心得
中華大學企業管理系 趙瑀老師

專訪

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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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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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信義學堂-問卷滿意度調查

責任

資源

申訴機制

評估機制

特定行動  |  信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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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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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全台4所大學
分享企業倫理與
永續經營理念累計參與師生總數

人次312
關鍵績效

特定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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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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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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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國企業倫
理教師營夏/冬令營
培訓教師(目標70位)

位師資74
關鍵績效

特定行動  |  信義學堂

了解更多  |  信義學堂  https://www.sinyischoo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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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每周2場，一年100場的免費講座
為目標，與社會大眾一同學習成長。因應合作情形及時程配合，2019年實際共
舉辦90場講座（包括一場音樂會），15,439人次參與。

信義學堂2019年
講座共15,439人
次參與(目標100場)

場免費講座90
關鍵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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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與清華大學合辦「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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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與微電影拍攝，使學生理解企業倫理觀念與實務。
2019年更增設[英文個案分析組]，吸引許多外籍學生
參賽，擴大國際視野觀點。

總計153隊報名參賽，中文個案分析組81隊、英文分
析個案組42 隊，微電影組30隊，共799名學生參與；
參與組數與人次為歷屆最高。

為喚起全民對企業倫理之重視了解，鼓勵徵集全民創
意，以影視戲劇手法向社會大眾宣揚企業倫理，自
2018年起與中華電信「MOD微電影暨金片子創作大
賽」合作，特別設立「信義企業倫理特別獎」，期待
更多人發揮創意，以影片詮釋心中理想的企業倫理。

2019年共計34部作品參賽，於11月決選出前三名獲
獎作品，得獎作品並於中華電信MOD頻道播放，以
影音傳播力量擴散影響力。

了解更多  |  競賽網頁
https://microfilm.cht.com.tw/mod

2019年信義學堂以「顛覆」為議題操作主軸，顛覆過去我們教育體系學
習的史觀、世界觀；在企業倫理系列舉辦「以史借鏡找尋定位」專題講
座，從世界史切入各議題，探討台灣全球化的定位。締造該年度參與度
最高人次的系列專題講座，平均每場316人參與。
顛覆這幾年的社會創新議題；在企業倫理系列和社區關懷系列分別舉辦
「社會企業創新」以及「地方創生品牌」專題講座，重新解構大家對社
會企業的認知，打破早期著重單一社區營造概念，到現在地方創生串聯
力量，以及如何推向國際舞台的思維，都是信義學堂2019年以「顛覆」
希望帶領聽眾視野、思維和解讀事情的角度更多元，而非落入單一窠
臼。面對更動盪的2020年，我們只有建構好夠明確的思辨能力，才能將
「顛覆」力量帶往正確的道路。

企業倫理推動國際化 影視力量感性推動企業倫理

以「顛覆」為題的信義學堂講座

SDG10

SDG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4.7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
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力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
續發展的貢獻。

SDG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0.2 在西元 2030年以前，促進社經政治的融合，無論年齡、性別、身心障礙、種族、人種、祖國、宗
教、經濟或其他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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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SDG8 SDG10SDG4 SDG11 產

103-1 103-2 103-3 203-2
完善不動產產業發展 

主軸 3

產業發展與政策溝通     居住正義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自成立以來，對於消費者的保護與權益照顧便不遺餘
力，於不動產說明書揭露成交紀錄及完整產權資訊等，多項
措施皆率先推出，引領產業發展，期能使房仲服務的供應及
消費擁有更安全合理且有效率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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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持續關注並參與、協
辦產官學相關研討活動，不動產知識的核心能量，向大眾、
學子及產業同業共同分享，期能提供政府相關政策擬定之參
考，健全產業發展。

如何管理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信義學堂、信
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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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講座問卷回饋

責任

資源

申訴機制

評估機制

特定行動  |  詳實記錄台灣房市軌跡

出版2019年鑑，並收錄年度房地產
發展關鍵議題

第            年
出版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4
關鍵績效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9年出版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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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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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行動  |  深化產學合作與員工不動產專業

2019年度開設給校園學生實習與產
學合作相關專案

個職缺100
關鍵績效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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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訓練   透過直播、線上E-learn平台等方式，提供多元化不動產課程，並定
期發表最新產業新知，讓同仁在知識能量上保持最佳狀況。並且鼓勵同仁自我提
升，以輔導考照、獎勵自我進修等方案，保障同仁擁有最佳學習途徑。　

特定行動  |  政策溝通與公眾教育

公會產業代表　參與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擔任重要職務，代表產業
提供專業建議、爭取權益。
熱門議題研討會　協助政大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舉辦「消費生態、商圈與空間
演化」研討會，希望藉此促進產、官、學界的交流，共商研擬的內容能提供政府
作為政策與都市計畫等參考的依據。
社區房產專業講座　2019整合資源以提升服務之效率與效能，我們深入社區以
核心技能提供居民更好的服務與產業知識分享，舉辦房產專業講座。

2019年社區房產專業講座共舉辦31
場，總參與人數為1,051人

參與人次1,051 
關鍵績效

為了加速產業創新，信義房屋大舉招募極具創意人才，更以信義房屋近年
來所提供的「社區互動模式」、「創新房屋租賃模式」、「發展客戶賞屋
新模式」以及「品牌行銷策略」等，透過競賽方式，讓學生可以更深入了
解信義集團的CSR經營理念與服務內容，結合所學，提出學以致用產生創
意解決方案。此方案吸引全台49所大專院校、共215組隊伍報名，總參與
人數966人，決賽選出冠亞季軍3名與佳作6名，發出總獎金51萬元。

亮點  |  2019「信義集團」創意提案爭霸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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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回饋與捐助 
SDG1 SDG10SDG4居

103-1 103-2 103-3 203-2

主軸 4

居住正義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隨著社會變遷，造成結構性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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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之理念，希望藉由資源的分享，將溫暖傳遞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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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
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到2025年即將躍升「超高齡
社會」。快速老化不僅影響人口結構，整體社會更須承
擔老年人口長期照顧的嚴峻挑戰。我們將持續透過各項
公益專案的進行，共同面對社會新議題。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社會共融小組信義學堂、信義
公益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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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服務方案
獎助、急難救助金等
物品：捐贈愛心物資
人力：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台中國家歌劇院等單位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依各計畫申請辦法

責任

資源

申訴機制

評估機制

如何管理

特定行動  |  關懷長者，創意共好

共好計畫   向關注高齡者議題的大眾徵求
創意構想及行動方案，並以獎勵金協助39
項方案得以具體落實。

偏鄉長者關懷行動　與音樂人謝銘祐及
麵包車樂團合作，在偏鄉舉辦專屬於長輩
的「恁的演唱會」，全程演唱經典老歌向
勞苦功高的台灣長輩致敬。　

「共好計畫」青銀共創，
跨群體合作共好新模式

個創意點子2,000
關鍵績效

特定行動  |  關懷兒童健康，獎助就學成長

信義至善獎助學金20年
累計贊助5,217位學童

位信義鄉學童5,217
關鍵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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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兒童友善
醫療，使病童與家屬重拾歡樂。

因應台灣高齡化及社會結構變化，信義公益基金會提供新住民、銀髮族、罕病兒童、遭逢家庭變故者等弱勢
族群長期關懷扶持與必要協助，如租屋補助、高齡服務方案獎助、偏鄉長者關懷、急難救助等。

信義公益基金會

信義公益基金會支持「紅鼻子醫生」計畫，希望藉由臺大兒童醫院的專業，以及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小丑魔力，帶給長
期與疾病對抗的小朋友和家屬力量，幫助他們重拾陽光般的笑容！同時也為默默付出的醫護人員打氣加油。另也協助台大
醫院吞嚥障礙中心建立與發展計畫，讓醫學上嚴重而常見的問題-吞嚥障礙，會造成病人營養不良、吸入性肺炎，也會影
響病人的生活品質等，能因此得到更完善的醫療服務，增進生活的品質。

亮點  |  關心孩童與老人，支持紅鼻子醫生計畫及國內吞嚥障礙研究發展

信義公益基金會著力於仍有自主生
活能力的長輩，目標延緩老化、維
持好的生活品質，並號召民間有志
一 同 的 力 量 發 揮 集 體 創 意 和 行 動
力，跨世代合作推廣活躍老化，讓
台灣每一位長輩都能充滿自信，活
出老有所用的生活態度。

共好計畫

信義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易臻

專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GkOjh4Q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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