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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們辦理了各式公益活動，透過東森購物平台，會員僅需要動動手指就能完成捐贈，使參與公益更簡單，一同讓
愛心散落到全台各角落，幫助偏鄉原住民學童、弱勢家庭，感謝全體會員們的大力支持與信任，才能成就如此佳績。

「企業的力量有限、社會力量無限」，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東森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捐款社會福利
團體，為聖嘉民啟智中心、弘道老人基金會等雪中送炭，並協助愛盲基金會登上東森購物台義賣，成為電視購物界創舉，
希望透過自身的作為起到拋磚引玉的影響。

東森長期力行公益，善行遍及全台各角
落，造福無數偏鄉及弱勢家庭，由中華
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舉辦的第 3 屆
「2020 華人公益節」特別以華人公益
大使美名，公開表揚東森集團總裁王令
麟送愛不落人後的義行，為近期積極拓
展事業版圖的東森集團再添殊榮。

除此之外，即使 2020 年因疫情打亂了生活秩序，但我們
仍努力化危機為轉機，透過新型態購物模式與各地農民及
醫護共同努力，我們透過東森農場多年來持續精進生鮮蔬
果配送與保存的關鍵倉儲與物流實力，攜手各縣市首長協
助創造農產品用不同管道銷售，並號召會員用新台幣下架
臺灣優質蔬果，解決因為疫情不得外銷的窘境，更為體恤
醫護人員的辛勞，我們也捐贈水果給各地醫院，讓醫護在
第一線防疫之虞，能夠充足營養，增強抵抗力。



5.1 社區投資願景與目標
東森購物致力於將公益與本業服務
結合，創造更多效益，2020 年臺灣
受疫情籠罩，東森購物支援救災與
防疫行動，捐贈前線醫護人員保健
品、保養品等物資，東森農場更在
第一時間配合農委會搶救農產品內
銷市場，公益活動不因疫情而停滯，
我們與社會一同並肩作戰。

東森購物參考社區投資評估模式，量化社會公益的投入，呈現我們社會參與累積的投入與成果。此外，我們也鼓勵員工參
與志工活動，主動關懷與回饋社會，期許在東森購物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之下，將善的力量擴及到社會各個角落之中。

5.2 疫起做公益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在全球蔓延，2020 年各國相繼採取鎖國措施，不只觀光產業受到影響，也波及臺灣的外銷農產品，致使
農民生計受到嚴重衝擊。而台灣中央政府也鼓勵民眾少外出、降低感染風險，因此東森購物義不容辭，在第一時間就與農
委會合作，透過「東森農場」力挺小農促進內銷，讓消費者不用出門，就可以買到新鮮優質且具溯源、產銷履歷、有機或
CAS 驗證的國產農漁畜產品。

除此之外，疫情之下有許多社福機構募款大幅減少，東森購物在看見社會需求之後，迅速思考可以提供協助與支持的地方，
號召有愛心的的會員一起力挺臺灣，即時送暖創造社會善的循環。

2020年東森購物社區投入型態

投入型態 投入金額
( 單位：新台幣元 )

志工投入
( 單位：人次 )

志工投入
( 單位：新台幣元 )

占總投入
費用之比例

慈善活動 37,601,500 460 1,200,200 47%

社區投資 11,207,100 360 453,900 14%

商業活動 29,387,100 2,300 3,196,000 39%

總計 78,195,700 3,120 4,850,100 100%

2020年東森購物社區投入金額與佔比

註 1：志工成本以志工投入服務時數估算。

1

實物捐贈  32%
現金捐助  41%

管理費用  23%

志工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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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面對疫情挑戰，許多農民苦於外銷受
阻影響生計，東森購物發揮「別人做生意，
東森做公益」精神，加強推動「東森農場」，
利用電視購物台與東森購物網 ETMall，來幫
助全台各地小農銷售農產。隨著時代發展，
多元平台的銷售已成為不可逆之趨勢，但傳
統農民往往苦於不擅行銷，因東森農場除協
助其順利上架販售之外，更是落實「去中間
化」，有效減少農民被層層剝削、縮短產銷
供應鏈流程。針對農產品供應商，東森購物
根據銷售狀況向產銷班回報，產銷班就能針對銷售量回推，控管農產品的採收時程與數量。

除此之外，考慮到新鮮蔬果保鮮期短、易腐性高，我們更研議出預購農產品的模式，與地方農會及產銷班簽約，避免生產
過剩造成損失，在農民採收後，秉持嚴選品質層層把關，從產地直送宅配到府，消費者更可獲得更長的蔬果保鮮期。

5.2.1 東森農場新鮮直送

東森農場官方網站

中央地方助攻在地農產創佳績

團結力量大創造銷售佳績

2020 年全民防疫避免外出，造就宅經濟發酵，也讓東森農場銷售成績亮眼，除了蔬果、漁產之外，我們也預計在 2021 年
將進一步推展銷售肉品市場，協助臺灣豬農擴大行銷市場。

「東森農場」系列節目，2020 年嚴選臺灣各地品質上選好食材，從產地把關選品直送消費者餐桌，解決農產品外銷市場受
阻問題也成功幫助穩定產地價格，銷售實績包括：台東鳳梨釋迦秒殺 3,500 組、台南東山柳丁火速完銷 36 萬顆、苗栗卓蘭
葡萄 5,000 公斤等農產，午仔魚及龍虎斑熱賣 8,000 條等漁產，東森農場系列在 2020 年總共創下 39,865,057 元銷售佳績，
保護農民免受中盤商剝削、創造更高收益。

2020 上半年受大環境影響，間接影響國內農產銷售，當民眾為了防疫而減少到傳統市場、超市時，可以改
到電商或電視購物等通路採買，東森集團長期關心地方小農，深耕「東森農場」系列商品，走訪全台鄉鎮、
蒐羅各地新鮮優質農漁產，並與中央與地方官員合作，包括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台北市長柯文哲、新北市
長侯友宜、桃園市長鄭文燦、苗栗縣長徐耀昌、台中市長盧秀燕、彰化縣長王惠美、雲林縣長張麗善、嘉
義縣長翁章梁、台南市長黃偉哲、高雄市長陳其邁、花蓮縣長徐榛蔚、台東縣長饒慶鈴、澎湖縣長賴峰偉
等共 14 位中央及地方首長都多次合作站台，盼能與大家一起支持國內農產品，度過疫情風暴。

農委會與縣市首長支持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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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東森農場銷售成果 水果 農產品 漁產品 其他

臺灣疫情成為全世界典範國家，第一線醫護人員的日夜把關功不可沒，為體恤前線醫護人員，也支持在地優質農產，董事
長王令麟提撥 100 萬元公益金，攜手農委會選購 2,500 箱、約 7.5 萬顆高雄燕巢新鮮珍珠芭樂，讓醫護吃得健康，贈予雙
和醫院、護理師公會、三軍總醫院及仁愛醫院，幫助 6,900 位醫護人員與全體會員一起助小農、挺醫護，用心守護臺灣。

5.2.2 支持公共醫療衛生體系

優化長照設備

號召社區熱血做公益

我們也關懷銀髮照護，透過提撥電視購物營收，捐贈市值逾 100 萬
元的長照專車 2 輛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北投區與中正區社區長
照機構使用，減輕照顧者攙扶長者的體力負擔，更提升乘車安全性。

疫情之下民眾紛紛避免外出，這卻使得台灣血庫嚴重缺血，捐血行動
刻不容緩，東森購物於中和總部廣場舉辦「東森捐愛・熱血常在」活
動，除東森購物同仁外，我們也邀請中和區社區鄰里共同參與，並加
碼贈送捐血民眾阿一鮑魚雞湯、專屬醫療級口罩等禮品，感謝社區鄰
里投入公益，獲得社區居民大力響應，共計 300 位善士獻上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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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其他銷售類別中的品項未統計銷售重量，故此處以 n/a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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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偏鄉傳愛
東森購物公益不間斷，我們時刻觀察社會之所需，2020 年我們結合數位科技，號召會
員與員工「為愛行動」，只要在東森購物每捐出東森幣 1 枚，我們就捐 1 元現金贈予
東森慈善基金會，讓愛傳播的更廣、更容易，提供民眾更快速簡單響應公益的模式，
邀請大眾一同把愛與溫暖送到社會各角落。

發票對於購物民眾而言可能僅有微小的影響，然而我們每年持續向購物民眾募捐發票
就可以發揮積沙成塔的力量，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東森購物長期關注偏鄉孩童，愛的早餐專案開展 14 年，能夠給予孩子快樂童年，
是我們與會員朋友共同的希望。為力求精進，2020 年我們委託專業顧問團隊為
「原住民愛的早餐」專案進行社會影響力評估，依循 Social Value UK 所發表的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社會投資回報率）指引進行計算，社會影
響力換算下來相當於 2,353,076 元，社會投資報酬率為 2.2 倍！獲得英國社會價
值協會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 正面評價，並於 2021 年 2 月取得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認證。

「原住民愛的早餐」
表示每投入 1 塊錢，就為全台偏鄉小學創造 2.2 元的社會效益！

5.3.1 點亮孩童希望

原住民愛的早餐 SROI=2.2

「原住民愛的早餐」專案資金的募得來自於東森購物會員所捐贈發票中的中獎金
額，2020 年共計投入 4,991,675 元補助 26 所學校、2,673 人次的學童。除了「愛
的早餐」之外也作為協助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童改善部落學習環境、推廣閱讀活動及
急難救助等項目之用，我們相信，教育是促使社會流動的方式之一，東森購物透過
給予釣竿的方式支持偏鄉教育，期待弱勢家庭的孩子透過良好的教育品質及營養食
品，擁有更好的童年發展。回首多年前，東森購物進入偏鄉傳遞愛與關懷，吃著「愛
的早餐」的孩子如今都已大學畢業進入職場並以行動回饋社會，成為善的循環。

補助狀況 學校 ( 所 ) 學童 ( 人次 ) 金額 ( 新台幣 )

2007~2018 年 294 16,895 31,622,060

2019 年 28 2,490 7,005,600

2020 年 26 2,673 4,991,675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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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偏鄉學童教育

東森響起部落亮起來

送愛到部落蒲公英衛生紙

東森購物自 2018 年與屏東善導書院合作後，2020 年再度協助善導書院推廣販售「愛心希望鳳梨」。善導
書院是由院長陳女士帶領一群單親媽媽發起成立，為偏鄉弱勢孩童提供課後輔導及品格教育，教導孩子手
心向下、自給自足的精神，在屏東縣高樹鄉水源保護區，帶領孩子親手耕種金鑽「愛心希望鳳梨」。我們
號召東森購物會員化愛心為行動，透過實際行動支持愛心希望鳳梨，2020 年總共銷售出 12,000 顆，同時更
加碼東森幣回饋 30％，銷售總額 1,301,196 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長照機構，花蓮富里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捐款大幅縮水，連帶影響當地族人生活困難，東森購
物特別捐贈 30 萬元現金幫助中心度過難關。當地族人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激動又開心，由衷感謝東森總裁王令麟及時伸出援
手。這次專案將優先幫助最急需幫助的富南部落，同時也會幫助到部落長輩、外籍配偶、隔代教養的孩子等獲得急難救助金。

同時，地處偏鄉的花蓮紅葉國小，有許多原住民太魯閣族孩子，正值需要許多營養的年紀，東森購物由王令麟總裁親自將奶
粉、番茄汁、小黑蚊防蚊液及東森農場合作的農特產禮盒等總價值 35 萬的物資給紅葉國小的孩子們，看見孩子開心的笑容，
東森購物不僅僅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反而從孩子身上，得到了更多的溫暖。

東森購物推出兼具環保與公益的自營 MIT 商品「送愛到部落蒲公英衛生
紙」，其 100% 使用回收紙，易溶不堵塞，有助減少 75% 的空氣污染
以及 35% 的水污染，同時我們更捐助所得的 10% 以資助「原住民愛的
早餐」專案。東森邀請消費者一起送愛到部落，讓每次消費更具意義，
獲得各界肯定，2020 年總銷售金額 10% 共 4,913,993 元捐助原住民愛
的早餐專案中，透過購買日常用品還能做公益，深受會員們的支持。

5.3.2 送愛到部落

屏東善導書院用愛灌溉孩童與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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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弱勢賦能

每個人都會犯錯，但更生人因曾經犯過嚴重的過錯，入監服刑後難以被社會接納，東森購物深刻了解其處境，希望透過我
們的報導，幫助更多更生人獲得社會支持，讓他們能夠早日重返社會。

5.4.1 更生人支持

銅聲若響 愛與重生

更生人復歸創業

東森購物王令麟董事長長期力挺更生人獄後重
生，法務部、更生保護會偕東森慈善基金會，首
度於東森購物台舉辦銅雕公益勸募活動「銅聲若
響，愛與重生」，不計利潤協助行銷，收入扣除
必要支出後專款專用，6 件義賣作品，超過 68

萬元，所得全數贈予創作的更生人，幫助其建立
自信心。

艾格諾先生手工蛋捲是由重刑犯所創業，年紀輕
輕遭判無期徒刑入監，直到 18 年後，才獲得假
釋出獄，在這期間，早年矯正署正發展「一監所
一特色」，台南監獄便以手工蛋捲打響知名度，
這也是艾格諾先生創業的起點，成立了「艾格諾
先生」手工蛋捲品牌，東森購物除了在電商平台
上販賣，在 2020 年「東森捐愛，熱血常在」活
動之際更是邀請艾格諾先生前來東森中和總部展
售，員工也大力消費給予最直接的支持與力量。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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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銀髮照護

與失智長者共度母親節

東森購物在母親節前夕，特別前往台北市萬華區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捐贈 30 萬協助基金會運作，持續關懷社區獨居及失
智老人，同時偕東森購物主持人增釗及玉雙與現場超過 60 位以上的獨居長者同歡，提前慶祝母親節，讓爺爺奶奶開心大讚：
「好久沒有這麼熱鬧過」。

重陽敬老

東森購物在 2019 年與汐止山區「翠柏新村安養中心」結下良緣，延續去年與爺爺奶奶的約定，在疫情穩定之際，前往與長
輩互動並為高齡長者歡度生日，同時邀請邀請鼓霸樂團、關懷小丑協會共襄盛舉，為安養院注入活力與歡樂時光，更希望
爺爺奶奶吃得健康，捐贈 200 包東森農場嚴選的台東池上米，透過高品質白米照顧長輩。

歲末年終澎湃辦桌

位於宜蘭南澳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目前安置長輩多為低收、遊民、無親屬的弱勢長者，東森購物準備上百包來自「東森農場」
的池上新米，希望長輩吃得美味又健康。我們也了解長輩最需要的就是陪伴，因此東森購物專家增釗與玉雙也全程配伴爺奶
歡唱卡拉 OK、手作羊毛氈皂，透過互動活絡氣氛，在歲末年終之際準備好料辦桌，希望幫爺奶加菜添飯提振元氣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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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身障就業

愛盲基金會鑑於視障者在求職上有高度困難，成立庇護工廠讓視障者能夠倚靠自身能力獲得收入，然而，2020 年受到疫情
衝擊，訂單數量不如預期，東森購物在得知後第一時間大力響應。為幫助其度過難關，無償提供銷售平台，這也是臺灣公
益團體首次與電視購物合作，給予身障青年最直接的支持，限量 700 份的「平安討洗禮盒組」公益禮盒全數賣出，金額共
525,000 元，扣除運費物流成本後全數回饋給愛盲基金會。

5.4.3 弱勢扶助

歲末年終好過年

2020 年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弱勢家庭及動保團體收到的募款金額
及毛小孩領養率都下降，因此東森購物於雙 12 當天製作特別節目
「浪愛之夜」，邀請會員一起消費做公益，讓每一筆消費都更有
意義。

2020 年雙 12 活動有別其他家電商的回饋方式，我們秉持「別人
做生意、東森做公益 ｣ 的精神推出雙 12 電視公益活動，凡消費
者購買活動商品，東森購物將提撥銷售金額 10% 做公益，共捐出
100 萬現金及 50 萬物資協助新北市社會局的弱勢家庭及新北市動
物收容中心。

年年有餘年節送暖

農曆新年是台灣重要、溫馨的節慶，但對於弱勢家庭來說，經濟上的不允許，難有過節的氛圍，東森購物特別與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合作，結合新北市特色伴手禮、觀光工廠及社會企業一同參與「新北幸福市集」活動，幫助地方產業發展外，也
將銷售所得 20％回饋予弱勢團體，並捐贈現金 50 萬元及 2,000 條白鯧魚，為弱勢家庭團圓飯桌上添道好菜，年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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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跨界串聯

東森購物為追求更好及更深化的服務，透過產學合作整合研發資源，強化青年人才的技術與實務能力，提早與市場接軌，
提升競爭力，東森購物將觸角擴及全台高等教育體系，希望透過跨領域的整合，擴大雙方量能，以成就更優質的服務及
產品。

5.5.1 產學合作

未來，將持續與學界合作，預計於 2021 年正式與臺灣大學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培育生技、生農相關領域人才，不
僅深化產學合作的機會，精進各項產品研發，提供更好的消費服務給廣大會員，更是提供未來就業機會給合作學生，早日
佈局未來職涯規劃。

臺灣大學農學院

為精進產品服務廣大會員，東森農場進一步提升規模，全
面銷售優質生鮮蔬果、農漁產品，與台大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進行產學交流，針對食品安全、追踨機制、提升銷售獨
特性等多項議題給予專業指導，2020 年雙方進行交流座
談會，透過實務經驗及學術知識的結合在農產品食用、銷
售以及如何提升販售獨特性等各方面進行交流，也包含平
台對接、產品開發、客製化服務、技術轉移，甚至是透過
區塊鏈新技術應用，期待做出 1 ＋ 1 大於 2、更具加值性
的產品來服務社會大眾。

台北醫學大學營養學院

東森購物多年來不停力求創新，唯一不變的是「東森嚴選」對
產品與服務的堅持，我們攜手臺北醫學大學營養學院，結合醫
療衛生專業基礎，投入食品安全、疾病營養、代謝與肥胖等學
術領域，以維持健康、兼顧飲食攝取與營養均衡為出發點，推
出多款銀髮友善的美味調理包，幫助其預防三高與維持體重，
讓消費者食得營養、食得安全。

2020 年東森購物與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舉辦特約
商店簽約儀式，成為「企業敬軍特約商店」，國軍
為捍衛家園盡心盡力，東森購物也積極響應敬軍活
動，持續作為國軍堅實的後盾，持續提供嚴選商品，
並以實質優惠回饋國軍官兵及軍榮眷屬。

5.5.2 支持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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