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客戶關懷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 行銷與標示
418 客戶隱私

本章重大主題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創業之初，信義房屋以「促進房地產交易安全、迅速與合理」作為我們的立業宗
旨，持續將「講信重義，先義後利」的精神加上科技數位力，以客戶角度的思維提
供更完善的服務。對信義房屋來說，符合企業倫理的創新才能使企業永續發展，堅
信把該做的事情說到做到，創新服務符合客戶需求，獲取適當利潤、保護客戶權
益，即是負責任的企業。

亮點績效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88.88%
遠見雜誌第十七屆「五星服務獎」

房屋仲介業
首獎

社區服務項目

54項信義首創
蟲蛀保障服務

p. 57  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p. 58  加強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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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DG 3

4.7
SDG 4

11.3
SDG 11

12.5
SD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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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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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方針

事業單位持續以客戶權益與社區服務為兩大主軸發展一系列計畫。在前往居住生活品牌第一品牌的路上，
將信義三大核心理念落實於策略規劃及行為裡，信義在獨有的信念框架下以期達成更多的認識人及被認識，
並且在服務品質達到客戶真正的滿意與信任，信義矢志成為美好生活的促進者。

核心目標與願景

管理實績

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2019年目標 2019年績效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信義期許帶來產業更高服務品質，僅以滿意度
調查最高分5分計算整體得分百分比

88.88%> 85%
2019年成功電訪68,904位客戶，持續關懷及了解顧客需求。

0%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率
每位透過信義房屋委託之客戶，100%享有製
作不動產說明書之服務

0.001%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率
2019年由信義鑑定所製作之不動產說明書高達85,752本。

堅持保護客戶權益，贏得客戶的信任，充份滿足客戶需求，創造適切的客戶滿意，樹立產業服務標準。

深化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推出一個新服務 信義首創-蟲蛀保障服務
探索新技術之可能業務推廣模式 現行法規對於蟲蛀問題沒有明確規範，導致糾紛頻傳，為保障客戶交易

安全故提出此項服務。

因應科技改變社會趨勢，提供全新增值
服務

推廣一個專案
透過線上線下服務流程串連（O2O）、探索居住生活產業可能服務範疇
（住生活），提供客戶居住生活各面向更完善的服務。 

啟動O2O及住生活專案

2019年目標 2019年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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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 1

主軸 2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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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整合事業群、全台分店、數位智能中心
經費：提供保障服務、製作不動產說明書；研發創新服務

信義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制訂信義企業
集團內部資料保護暨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作業要點

政策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22

P. 57

P. 58

P. 58

評估機制與結果
客戶滿意度滿分率調查

提出創新服務

提供更多元社區服務

重大主題416、417、418之管理方針以「信義永續原則-有信義的地方就有幸福」作為依循方向，以
此鑑別、分析、回應實際和潛在衝擊資訊。

103-1 103-2 103-3
呼應企業永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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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滿分率

不動產說明書數據說明

0.001% 不動產說明書錯誤率

信義房屋創產業之先製作不動產說明書，後成為國
家標準。2019年不動產說明書高達85,752本，錯誤
件數1件，起因於資訊輸入後修改未再一次偵錯，
佔所有不動產說明書0.001%。

信義房屋因應方式：針對其正確性，我們開發主動
偵錯系統以利核對所有權人資訊是否有誤，並確保
當資訊變更時，其他資訊一併重新再查詢，藉此將
錯誤率降至最低。

重點專案-2019蟲蛀保障專案內容

88.88%
信義秉持引領產業信念，持
續探索客戶需求一起找尋更
多可能，同仁用心並善用數
位工具，希望能讓客戶更精
準完成家業夢想。

成功電訪
68,904位客戶

事前預防-蟲蛀瑕疵專業查檢：
信義主動在屋主委託後進行屋況查檢，若查核房屋有
蟲害蛀蝕情況，會載明在不動產說明書內；若屋主表
示過去曾有白蟻蛀蝕但現況已處理，也提供買方選擇
再次進行檢測的機制。

完整保障-蟲蛀補償保障制度：
交屋後於約定保障的六個月期間內，消費者發現房屋
木質裝潢及木質固定物發生蟲害蛀蝕現象，且為白蟻、
粉蠹蟲及姬薪蟲及其他足以造成木質建物蛀蝕之蟲類
所造成，並符合相關條款，即屬於「蟲蛀保障服務」
的保障範圍，由信義房屋提供除蟲及補償服務。

保障客戶權益，追求客戶滿意
103-1 103-2 103-3 416-1

417-1 417-2 418-1 SDG12

主軸 1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7 行銷與標示    418 客戶隱私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房屋相信惟有堅持保護客戶權益，提前為客戶設想，
才能贏得客戶的信任及滿意，並成就客戶的家業夢想。

我們的承諾
信義房屋秉持「信義立業，止於至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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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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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階層人員均
能熟悉各項規定及相關法令。

保障服務 客戶隱私權保護

了解更多  |  保障與服務
https://www.sinyinews.com.tw/sinyipedia

了解更多  |  隱私權保護
https://www.sinyi.com.tw/privacy

信義提供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制度、高氯
離子瑕疵保障制度、高放射瑕疵保障制
度、漏水保固制度讓消費者安心購屋、
幸福成家。

為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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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推出凶宅安心保障服務、
租事平安住宅保障專案、蟲蛀保障專案。

購 屋

四大保障

行動方案 | 01 行動方案 | 02

特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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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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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對應的重大主題

社區服務精神

社區服務專案-信義捕手

深化社區服務，落實服務品質
103-1 103-2 103-3 416-1

SDG3 SDG4 SDG11

主軸 2

對信義的意義
抱持服務的心參與或舉辦社區各項活動，瞭解客戶需
求，發掘潛在客戶，紮根社區服務，真實體察客戶需
求，經營社群平台生活圈，提早建立客戶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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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確實的客戶滿意，進而吸引同業的仿效及模仿，
樹立與時俱進的服務標準，帶領產業向上提升。

模組中經常舉辦的“信義捕手”-為社區修補紗窗。我們相信，
當一顆真誠熱忱的心一心服務的時候，帶來的改變不會只有眼
前看到的一滴水滴，而是成為一波漣漪，從小事發揮自身的影
響力。像是修補紗窗這樣的小工程，經常有社區反應師傅不好
請，單獨叫修費用又高，放著不修又會有蚊蟲困擾也不美觀。
於是，信義捕手提供修補紗窗這樣的社區服務，滿足住戶生活
上防止蚊蟲進入屋內的需求，避免社區民眾健康受到危害。
任何事情都可以透過練習變成專家，同仁從一開始換網的過程
手忙腳亂到現在的游刃有餘；從一開始團隊的不知所措，到現
在的合作分工，之前經驗的累積不只是在換紗窗的技能上，也
讓同仁之間培養出更多的默契可以同心服務客戶。信義在這些
小事上盡心，一如往常的以同理心對待社區，修補紗窗或許不
太起眼，但也是社區的回饋讓我們發現這些點點無數的需求。
信義善於傾聽、發現問題、進一步解決問題一直以來讓信義人
引以為傲，也期待自己能帶來在社區善的循環，成為美好生活
的促進者。

我們秉持先義後利的精神發展社區服務至今，展
開對應至SDGs的各個項目，並持續關心社區的
需求建立更多元模組，讓社區服務更加接地氣，
亦落實信義“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社區服務
從既有模式延伸出客製化作法，增進信義與社區
之間的連結。

社區服務模組

為使社區服務更廣泛的被運用，我們將相關的資源
整合，分為以下三類：
1. 具有標準服務流程之模組
2. 專為特定社區客製化之服務
3. 配合重大事件或節慶時令
共有54項，因應社區習慣及時代更迭，社區服務亦
與時俱進，服務項目將會更廣更深化，與在地連結。

我們致力於成為美好社區的
促進者，與您一起延伸家的
幸福。

~ 住生活發展部 許玲綾協理

特定行動

行動方案 | 01 行動方案 | 02

服務多元，資源整合
為節省客戶諮詢時間，我們整合代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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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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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於至善」理念落實在各項社區服務的開展，結合線上線下
的探索過程，社區服務客製化並經由內部系統將資源整合，
將服務再設計使其易於擴大。目前已有多項活動設定對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發展在地社區服務，關懷多元族群

了解更多  |  社區服務   
https://csr.sinyi.com.tw/society/communit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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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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