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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 

信義房屋參考資料 

 
發布日期：2013.03.29 

 

一、信義房屋企業簡介 

 
信義企業集團成立於 198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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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願景目標，在台灣以

信義房屋為起點，擁有 395家直營店。1994年成為臺灣房仲第一品

牌，至今仍維持此項殊榮，同時是臺灣唯一股票上市的房仲公司。經

營據點橫跨臺灣及大陸，2010年前進東京成立「信義房屋不動產株

式會社」成為台灣第一家跨足日本不動產市場的房仲品牌。 

 
信義房屋以「信義的服務精神」、「追求顧客最大滿意」、「專

業與高品質的流程控管」及「電腦網路科技」的專業服務，繼 1989

年率先推出「不動產說明書」後，陸續推出「漏水保固制度」、「成屋

履約保證制度」、「高氯離子瑕疵保障制度」（即「海砂屋」保障）、「高

放射性瑕疵保障制度」、「iPhone手機看屋 APP」及「凶宅安心保障

服務」等諸多創新服務，榮獲 2011年經濟部舉辦第一屆「國家產業

創新獎」績優獎，經濟部肯定信義房屋創新策略改變房仲產業服務品

質和業務作為，進而擴大產業服務涵蓋面引領產業發展，足為國家產

業創新楷模。 

 
信義房屋在營運之初，即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創新策略，無論在

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自然環境保護均有顯著卓越成果。

於 2005 年及 2007 年分別榮獲行政院頒發最高榮譽「國家品質獎」企

業獎及個人獎，成為全世界唯一榮獲國家級品質獎的房仲品牌。行政

院「國家品質獎」代表台灣企業最高的國家榮譽，獲獎的肯定說明信

義房屋在經營理念、服務流程與創新制度擁有卓越精神，不僅為產業

領域的佼佼者，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典範。 

 
此外，連續 19年榮獲《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調

查」房仲業第一名（1995～2013），連續 6年榮獲《天下雜誌》「企業

公民獎」（2007～2012），連續 7年榮獲《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

獎」（2006～2012），連續 8年榮獲《康健雜誌》「健康品牌調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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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業第一名（2004～2011），連續 5年榮獲台北市政府「綠色採購企

業與團體」績優企業（2008～2012）。更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經濟

部首度以強調「誠信經營」舉辦「台灣企業誠信故事專輯」徵選，信

義房屋為九家入選誠信企業之一，董事長周俊吉是得獎企業唯一受邀

分享誠信經驗之企業主。 

 

推動企業倫理，提升國家競爭力 

 
    憑著對信與義的堅持，信義房屋自 2004年開始進入大學校園推

動「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希望藉由在校園紮根的倫理教育，奠

定企業永續發展的思想基礎。「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敦聘孫震先

生為主任委員，成立遴選委員會，網羅學有專精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讓大學生對企業倫理有更具體的認識。在「一校一師」的原則下，每

年支持 20所學校 20 位教師進行「企業倫理」個案編寫及教學方法研

發，截至 2012年止，已發表 129篇教學個案、129輯教學示範帶及

十多場教學經驗交流研討會，大學校園「倫理教學平台」已然形成。 

 
    此外，信義房屋於 2012年與政治大學共同創設以「企業倫理」

為中心思想的「信義書院」。董事長周俊吉強調，過去談倫理大多是

個人與個人之間「一對一」的關係，然而企業倫理是針對企業利害關

係人「一對多」的關係，如客戶、同仁、股東、社會大眾與自然環境，

最重要就是要做到「仁、義、信」三個字。仁就是仁者愛人，義就是

適當行為，信就是說到做到。企業不能只講求利潤更要有愛心，愛心

不是空話，而是要做最合宜的事情，這就是愛人。 

 
    中國時報以社論刊載董事長周俊吉「提升企業倫理有助於國家競

爭力」之觀點，天下雜誌也以「企業倫理打造商場君子國」肯定信義

房屋為打造台灣國家品牌及國家競爭力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社區一家」推動社區營造  擴散幸福影響力 

 
    信義房屋自 2004 年起，五年投入一億元推動「社區一家贊助計

劃」（2004～2009），第二階段仍提撥五年一億元持續推動「社區一家

幸福行動計畫」（2009～2014）。「社區一家贊助計劃」鑒於 2004年總

統大選後族群撕裂，人與人間喪失信任基礎，身為在台灣茁壯成長的

企業，信義房屋有責任以具體行動代替口號，第一步即是從人與人間

的互相關心著手，從家的概念延伸到鄰居、從社區到城市、國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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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從改善社區一小步，成為家留台灣一大步。 

 
    「社區一家贊助計畫」原是凝聚人心的火種，透過社區營造，改

善人與人之間疏離的互動關係，打造出社區特有人文與生態風貌，此

計劃原為信義房屋推動台灣社區營造的民間經驗，其後受到大陸高度

重視。北京清華大學於 2011 年 11月 7 日和信義房屋合作成立「清華

－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北京清華大學認為大陸儘管經濟高速發

展，人民生活富裕，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感、不信任感卻日趨嚴重，如

信義房屋善用民間力量，不僅能解決棘手的問題，同時可以激發民眾

自主的創造力。借鏡「社區一家」經驗，乃在於如果缺乏民間自發的

創造力，政府投入再多的資源，最終是不會開花結果。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贊助計劃」，九年來累計共有 5,961 個社區

提案，1,096 個社區獲得獎助。由此可見，台灣社區已有許多人默默

在做，讓台灣這個地方變得更好，這股公民力量正可呼應大陸流傳「台

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說法。醞釀中的「社區一家」第二個十年計劃，

為讓企業資源能前進社區，去（2012）年起更進一步成立「幸福企業

公益平台」，盼為有需要的社區及有心助人的企業，提供一個積極媒

合的機會與管道。 

 

堅持誠信理念 永續發展生生不息 

 
展望未來，信義房屋仍將奉行誠信價值，堅持落實企業倫理、實

踐企業社會責任，帶動整體產業向上提升，建立房仲業在台灣乃至全

球專業及誠信的形象。 

 

二、活動說明：從社區營造尋找創意生活的多元價值，如何讓年輕人

更多參與社區營造？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贊助計劃」的出發點，並非基於企業利益，

而是因受到社區醒覺力量的感動，體會社區是民間社會深化的主體結

構，也是通往公民社會前進的最重要基礎，因而願意貢獻企業一己的

棉薄之力，與社區攜手，為更美好的未來共同努力。希望鼓勵有心讓

社區變得更好的個人或團體，一起跨出人際藩籬，走進社區和人群，

串連起人與人之間良善的互動。社區一家推動九年來，己促使全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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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個人，不斷的透過各種創意的提案，發掘出社區的多元價值，

點燃幸福社會的火種。 

 

但目前社區營造遇到的困難在於，多為中壯年參與其中，年輕一

輩較少參與，未來恐將造成社區發展斷層，如何透過創意提案，讓更

多年輕人投入社區營造工作，更是首要之務。 

 

二、公關目的： 

將社區營造種子深耕至年輕族群，讓年輕族群認同並參與社造工 

作 

三、目標：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四、預算：300萬 

五、時間：2013年 6月 1日至 2014年 5月 30日 

六、聯絡窗口：行銷部公關專案經理 黃心宜 02-2755-7666-2315 



從「社區營造」尋找創意生活的多元價值

如何讓年輕人更多參與「社區營造」？

報告人：信義房屋公關協理 王鶴
報告日期：2013年3月29日



一、企業為何要推廣「社區營造」？
二、「社區一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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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一家」的源起

二、「社區一家」的特點

三、「社區一家」的執行概略與成果

四、 未來之發展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概要：



5

•2004年因總統大選引發「319槍擊事件」
，造成藍綠衝突對立，為找回人與人之
間的互信，化解衝突對立，2004年4月26
日信義房屋宣布五年贊助一億元，舉辦
「社區一家贊助計劃」。

•信義房屋相信，從一棟公寓、一條街、
一個鄉鎮，只要增加社區居民的互動交
流，就能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並能擴
散到全台灣讓「家在台灣」成為台灣人
的驕傲與期盼。

一、「社區一家」的源起



社區一家.wmv


↑2011年11月8日旺報頭版新聞
與北京清華大學成立「清華-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成為兩岸第一個企業與學術的社
區營造研究平台

2011年成立「清華－信義社區營造研究中心」



《旺報》社評：民間力量是台灣社會力泉源

1



9

•以社區本身為主體，而非贊助單位
為主體，信義房屋傴扮演點燃火種
的工作

•贊助範圍不設限，包容全台各類型
社區之不同特性及需求

•相信專業，贊助單位完全不介入評
選作業

•充分信任社區，撥款快速且不需任
何單據核銷

二、「社區一家」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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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一家」執行概略與成果

執行時間 審查執行方式

第一階段
( 2004.04〜

2009.06)

1.從初審到複審，由提案者向評審團老師進
行單獨面對面簡報

2.決審由評審團老師決議選拔出獲得贊助的
提案單位

第二階段
( 2009.07〜

2014.06)

1.從初審到複審，規劃兩次由提案社區參與
評審的「工作坊」

（註：「工作坊」特點加入「社區自評」
的參與感與客觀性）

2.決審由評審團老師決議選拔出獲得贊助的
提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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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之發展 --1

社區一家延伸社區與大眾社區與同仁社區與社區社區與企業

信義志工 • 社區交流
帄台

• 外部志工
加入

推展至海外社區學習
工作坊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社區一家
贊助計劃



12

結合企業資源

建立交流帄台
幸
福
生
活

鄰里之間的
信任

社區之間的
信任

社會整體的信任

人
與
人
信
任
感
的
提
升

利用企業資源協助在地知識系統化、建構互助培力學習
模式、整合成長學習機制、提供相互交流的帄台

擴大學習，全球華人永續參與的願景四、未來之發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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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之發展 --3

未來希望給予更多社區一個可以展示他們夢想的舞台，藉由網路媒體的傳播，擴大
影響性。因此，計劃將透過「信義房屋CSR網站」， 「社區執行影像紀錄」，「社
區一家知識管理系統」建立長期的交流帄台。

長期推動計劃二：鼓勵外部人士加入「社區一家」志工活動

長期推動計劃一：建立長期交流平台

為體現「社區一家」的精神，2011年起每月的志工活動將邀集外部人士，包括老客戶、
青年學子、社會人士等共同參與志工活動，讓更多人能感受「社區一家」所帶動社會
良善的循環與感動。

長期推動計劃三：將「社區一家」精神，推廣到海外

由於多年來，信義房屋朝「世界級服務業」的努力以赴，經營版圖延伸至大陸及
日本，未來將藉由結合連鎖通路的優勢及台灣、大陸、日本網站資訊運用的便利
性，以堅持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將「社區一家」精神推廣至海外。



花蓮鄉村社區大學(五味屋)

「五味屋 – 囝仔們ㄟ店」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利用豐田火車

站前之日式閒置空間「風鼓斗」建築為空間，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

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所。

裡面充滿了許多各地捐贈的二手商品，全都由當地小孩以及志工親手整理標價上架販賣
在這裡結帳除用金錢，還可以使用對社區有貢獻的方式來購買物品，像是幫助老人送三餐等等…
營運時間：週六、週日 9:00-16:00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1



•「外婆的家」民宿&「見性工坊」衛浴等硬體

• 設備之協助

說明：

目前「外婆的家」&「見性工坊」主要接待國際志

工以及背包客居多；未來希望服務之社群主要為接

待家庭或參與五味屋的志工夥伴們，所以以目前該

空間的衛浴設備數量是不足同時供應大量人數使用。

15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1



•照片花絮分享：物資搬運

東源物流：協助磁磚搬運 宜靜優質搬家：協助衛浴設備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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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1



• 照片花絮分享：「外婆的家」施作過程

感謝 云誠實業有限公司、東亞照明/富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石鎮陶
瓷有限公司、采金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和碁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
司、東源物流、宜靜優質搬家之熱情參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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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1



• 照片花絮分享：「見性工坊」施作過程

感謝 云誠實業有限公司、東亞照明/富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石鎮
陶瓷有限公司、采金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和碁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
限公司、東源物流、宜靜優質搬家之熱情參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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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1



花蓮鳳林「北林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社區，全村僅697人，是一個典型的客家鄉村。

社區居民為了推動鳳林成為台灣第一個獲得國際慢城認證的慢活村，

正積極的且努力的推行在地生態復育、環境美學、文化產業…等，

其中推廣環境美化主要目的是希望誘使在地藝術家歸鄉，一起延續

創造更多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村內人口雖不多，但個個身懷

絕技，尤其是近年組成的社區烹飪媽媽班，更是激起了居民對於推

廣在地之美的決心。

社區彩繪一偶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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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募集
在居民們討論之後，希望透過保存鄉村景色與參與式公共創作打造一個漂亮

宜居的環境；因近幾年的的努力之下，遊客漸漸多了；但公共設施卻相對不

足，在共同努力下，社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完成了一座簡易的公廁。

但礙於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我們協助勸募了約30加侖的油漆及工具數組，於

2012/10/27送達現場並一起動手完成。

本次的募集共計17個單位共襄盛舉

當日活動花絮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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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安溪「深耕德瑪汶協會」

位於台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沿線達觀部落。成員主要由三叉坑、双崎、

達觀、雪山坑、及苗栗縣泰安鄉士林等沿線幾個部落居民所組成，目

前班員共24人。成立「部落共同廚房」的概念是學習泰雅族共食共做

傳統生活機制。希望從「部落共同廚房」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互助精

神開始，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活問題。

市民農園 傳統技藝 老人關懷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3



照護車輛勸募

透過「台北福星扶輪社」全體的分享與引介，募得一輛二手

車作為協會照護車輛使用。其所能創造出之產能是無法計算

的；轉而代之的是人與人之間想傳遞的幸福溫暖與感恩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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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大合照贈與儀式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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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農園認養
共計采金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宜靜優質搬家、總管家家事清潔有限公司、

璞城實業有限公司、明嘉工程行、喜客喜搬家等6家廠商，創造社區產值

30,000元整。

自產商品訂購
共計宜靜優質搬家、和碁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采金房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明嘉工程行、璞城實業有限公司、總管家家事清潔有限公司、御琳裝

潢設計有限公司、優克居有限公司、寶正廚具有限公司、登豐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喜客喜搬家、好鴻工程、雅士新照明、利鴻廣建材有限公司、祐豐照

明、騰笙水電、行果設計等17家廠商，創造社區產值達24,420元整。

市民農園認養區塊

五、幸福公益帄台媒合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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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與人之間最近的距離
是社區之間最溫暖的關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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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更多年輕朋友

加入社造的行列



謝謝大家
黃心宜

s231787@sinyi.com.tw

02-2755-7666-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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