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森購物將人才視為最重要的資產，我們積極招募優秀的人才，並且對應公司未來的營運發展目標，使公司在高度競爭市場中更具優勢。此外，我們堅信和諧的勞資關係是
促進公司整體營運向上成長重要原因。

對東森購物的意義

政策與承諾
我們承諾遵循「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兩公約」等國際人權原則，確保員工就業自由，不使用壓迫、強制性條件僱用員工。我們亦致力於打造和諧的勞資關係，
透過提供優渥的薪酬福利、多元的溝通管道，使員工更具有向心力。

人力資源部
主責單位

• 共開設 137 堂實體訓練課程、400 堂數位課程，受訓人次 19,865 人
• 共開設 2 場職業安全訓練課程，受訓人次 60 人
• 員工福利受惠人次達 9,828 人次、共支出新台幣 268,978,842 元
• 執行輔導師制度成功降低新人流失率 20%
• 與 11 所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媒合 44 位學生擔任實習生， 

全年度實習總時數共約 2.88 萬小時

特定行動與績效

健康平權 幸福企業CH4
重大性議題：人才管理與員工多元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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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相信人才的「選、用、育、晉、留」是推動公司持續成長的關鍵，我們遵循「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兩公約」等國際人權原則，確保員工就業自由，
不使用壓迫、強制性條件僱用員工，並依據「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規，發展健全的人力資本管理制度，營造「打破成規、快速行動」
的企業文化，吸引優秀的人才加入。

因應近年東森購物持續擴展創新業務，我們透過各種管道網羅優秀人才加
入，使用包含 104 人力銀行、1111 人力銀行、就業服務站、獵人頭公司等徵
才平台，廣納適才適所的新血，並持續推動產學合作，每年定期至世新大
學、輔仁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及高雄科技大學等各大專院校招聘實
習生及正職人員。此外，我們亦發展出優化推薦優秀人才獎勵辦法，員工
推薦親友任職，可領最高十萬元獎金，更有靈活的內部轉調制度，促進人
員發展多樣化的職能，2021 年東森購物共招募 1,043 名新進人員。

4.1.1 人才招募與聘用

4.1 多元聘僱

建教合作

東 森 購 物 與 多 家 學 校 簽 訂 實 習 合
約，2021 年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等 11 所大專院校合
作，順利媒合 44 位學生實習，全
年度實習總時數共 28,812.4 小時。

2021年東森購物新進員工組成

項目 新進人數 新進率 新進人數 新進率

性別     男     女

30 歲以下 131 6.33% 295 14.24%

31-40 歲 134 6.47% 258 12.46%

40-50 歲 68 3.28% 132 6.37%

50 歲以上 5 0.24% 20 0.97%

總計 338 16.32% 705 34.04%

備註：上表比例的計算方式為該類別人數除以總員工人數 2,071 人。

2021年東森購物離職員工組成

備註：上表比例的計算方式為該類別人數除以總員工人數 2,071 人。

2021 年度之新進及離職員工組成如下表，此外東森購物員工 2021 年之自願離職率
為 94.59%；非自願離職率為 5.41%。

項目 離職人數 離職率 離職人數 離職率

性別     男     女

30 歲以下 132 6.37% 287 13.86%

31-40 歲 139 6.71% 281 13.57%

40-50 歲 58 2.80% 145 7.00%

50 歲以上 10 0.48% 38 1.83%

總計 339 16.37% 751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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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東森購物擁有 2,071 位員工，包括正式員工 2,059 人、非正式員工 12 人，我們秉持「平等聘僱」的原則，提供公平的競爭及發展機會，對於員工的招募與留任、薪資
福利、培訓與發展，不因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其他因素，而有差別待遇；為促進
弱勢就業及多元聘僱，2021 年共僱用原住民 22 人，身心障礙員工共 26 人，多元聘僱之員工占總員工數約 2.3%。2021 年聘用員工未發生違反人權或歧視事件。

4.1.2 人才結構概況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僱用情形

組別
     男      女

總人數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正式人員 734 35.44% 1,325 63.98% 2,059

非正式人員
(派遣 /約聘等 ) 3 0.14% 9 0.43% 12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年齡及性別分布

類別 組別
     男      女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年齡

30 歲以下 129 6.23% 292 14.10%

31-40 歲 291 14.05% 514 24.82%

40-50 歲 255 12.31% 445 21.49%

50 歲以上 62 2.99% 83 4.01%

備註 1：計算基準：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職的全職人數 ( 含正式、非正式人員 )。
備註 2：實習人員若為 7-8 月大專院校暑期配合實習生，不列入總計人數。

備註 1：計算基準：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職的全職人數 ( 含正式、非正式人員 )。
備註 2：實習人員若為 7-8 月大專院校暑期配合實習生，不列入總計人數。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多元聘用情形 (人數及比例 )

性別 / 年齡
     男      女

總計 佔總員工
人數比例 30 歲以下 30-50 歲 51 歲以上 30 歲以下 30-50 歲 51 歲以上

原住民 3 8 1 1 9 0 22 1.06%

領有身障手冊人數 2 10 3 0 7 4 26 1.26%

總計 5 18 4 1 16 4 4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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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男女薪酬比例

東森購物為員工提供尊嚴的工作環境，我們強調對性別平等與個體差異之重視，定期對所有員工宣導性別平等及性騷擾防治概念，以確保所有性別之平等工作權及消除性別
歧視，並且制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設置完整的反應管道。2021 年東森購物女性員工佔總員工的 64.4%，管理職位中亦有 58.3% 為女性，其中副總經理
以上更有 3 名是女性。公司發放員工之薪酬不因性別而有所不同。

2021年東森購物男女比例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職級及性別分布

職級
     男      女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行政職位 366 39.40% 563 60.60%

專業職位 266 29.89% 624 70.11%

管理職位 (理級以上 ) 105 41.67% 147 58.33%

備註：上表比例的計算方式為該類別人數除以該類別總人數。

備註：襄理、副理級為初階主管；經理、協理級為中階主管；副總級 ( 含 ) 以上為高階主管。

0

基層員工

初階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員工群組 1

1.13

1.11

1.07

0.97

35.59% 64.41%
男
女

4.1.3 性別平權職場

哺集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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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具多元專業的電商人才，對接公司的發展策略，東森購物綜整集團資源，制
定完整的訓練制度，以「管理訓練」、「技能訓練」、「新人訓練」、「通識訓練」
等四大模組，妥善規劃員工的發展藍圖，同時透過建置內部線上 E-Learning 課程、
提供天下創新學院課程等多元的學習管道，同仁可依需求安排自主學習計畫。
2021 年雖因疫情因素減少實體訓練與外訓次數，數位平台學習使用成效卻大幅
增加。數位學習平台 2021 年開設 179 堂員工訓練課程，且截至 2021 年已累計開
設 400 門課程、19,865 人次參與受訓，總受訓時數為 11,935 小時，支出費用新
台幣 110 萬元。相較於 2020 年，2021 年學習受訓人次成長 70%、受訓時數成長
149%，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率提升成效卓著。

4.2.1 訓練發展模組

4.2 人才培訓與發展

東森購物四大訓練模組

管理訓練 技能訓練 新人訓練 通識訓練

• 東森集團經營
戰略研習營

• 激勵領導培訓
• 管理共識營
• 巔峰領導營

• 集團新人訓練
• 法規宣導教育 

如：勞動事件法、勞資
關係處理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 防火管理人培訓
• 消防安全訓練激勵營

• 身心危機處理
• 創意視覺培訓
• 社群經營
• 行銷及銷售技巧

• 電銷 / 客服新人
訓練課程

• Office365 應用
技巧

• 商品新知

新人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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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開班次數 (堂 ) 受訓人次 總受訓時數 (小時 )

銷售技巧、業務拓展  203  8,473  4,521

 知識技術、專業領域  26  2,549  1,918

商品服務、內容說明 117 5,024 3,075

管理職能、領導統御 54  3,819  2,421

總計 400 19,865 11,935

課程類別 開班次數 (堂 ) 受訓人次 (人次 ) 總受訓時數 (小時 )

管理訓練 21 533 5,388.5

技能訓練 2 60 242 

新人訓練 111 959 38,880 

通識訓練 3 170 2,504 

總計 137 1,722 47,014.5 

2021年東森購物教育訓練受訓情形 近三年東森購物教育訓練受訓情形

總受訓時數 ( 小時 )總訓練費用 ( 元 )人均受訓時數 ( 小時 ) 總訓練人數

2019 2020 2021

29.5

128,312.5

4,350

11,508,650                   

19.3

75,898.2

3,933

11,966,720                  

27.3

47,014.5

1,722

4,453,835

2021年東森購物數位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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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員工可享有東森集團內部所有的學習資源，集團設有「十七大中心」，召集跨組織、跨職能的人才，建構全面的職涯發展支持架構，積極發展接班人計劃，確保專
業知識能在世代之間傳承，同時定期邀請外部講師授課，鼓勵員工開創「斜槓人生」，透過全面的人才培育計畫持續成長，並帶動企業達成營運目標及永續發展。

4.2.2 人才培育計畫

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說明 2021人才培育成果

東森集團
十七大中心

集團總管理處召集跨公司的研發、業
務、宣傳、法務、管理等職能專長共
400 多位人才，形成跨公司支援的
架構，提供人才更大的發展舞台與多
元的歷練機會。

2021 年 發 放 17 大 獎 勵 金 共 新 台 幣
1,064.8 萬元。

跨集團研習營
每年舉辦 3 場次戰略研習營，針對
參與之績優新進同仁給予獎金獎勵。

2021 年舉行 2 場研習營競賽，共發
放新台幣 37 萬元之獎金。

輔導人獎勵金
導入輔導員機制，並於新人試用期過
後獎勵 3,000、5,000 元，透過此計
畫增加新進員工定著率。

執行輔導師制度成功降低新人流失率
20%；2020 年任職未滿一年即離職
之人數為 860 人，2021 年降至 692
人。

專案與產學合作
透過與阿里巴巴、華碩、廣達及臺灣
大學等知名企業與學校合作，提升專
業職能與個人視野。

持續與各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
2021 年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弘光
科技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健行
科技大學…等 11 所大專院校合作，
順利媒合 44 位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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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零售市場瞬息萬變，身為電商從業人員亦需要與時俱進，東森購物為員工提供多元的發展機會，透過「獎金制度」、「績效考核」、「內部輪調」、「升遷制度」等
留才與激勵措施，提升員工專業職能、獎勵工作貢獻、留住優秀人才，特優及優等員工之工作獎金亦依季考核發放，2021 年度東森績效出色，年終獎金總計發放約新台幣 3
億元。

4.2.3 多元發展機會

東森購物於 2021 年度獲得出色的績效成果，因此亦決定大幅獎勵表現優秀的員工。該年度年終獎金基礎 5 個月，而表現績優者最高獲得 6 個月的年終獎金，公司合計發放
約新台幣 3 億元之獎金。對於薪資較低之員工，則依年資發放新台幣 1 萬元獎金，並於年底調薪。此外，為鼓勵留才與推薦員工之成果，發放 285 人次的新人輔導師獎金共
新台幣 51.1 萬元，也發放 125 人次的員工推薦獎金共新台幣 92.4 萬元。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獎金發放

各部門依據跨公司參與之專案程度，由各職能中
心主管，每季簽報獎勵，個人獎勵最高可達一個
月薪資。

每季獎勵，依據個人專案表現與跨公司支援項目，結
合主管評價與個人績效表現進行獎勵，特優者獲頒一
個月薪資，優等半個月薪資，特殊表現者可更高，不
在此限。

集團十七大中心獎勵

東森購物獎金制度

東森購物落實績效管理，定期依「績效考核實施辦法」進行績效
考核，以確保公司上下之目標與公司的發展目標一致，評核之結
果可作為員工輪調、晉升、培訓發展、員工薪酬調整之參考，未
達理想績效之員工將協助其改善與精進。2021 年接受績效考核
的正式員工比例為 91%（任職未滿三個月人員不參與年度績效考
核）。此外，我們亦自行進行「360 度評量」，針對經理至總經
理層級、96 位的中高階主管進行評核，讓管理階層瞭解人才適合
的位置，以及檢視缺乏人才的種類、接班梯隊的備齊度。

績效考核

項目 管理人員 非管理人員 男 女

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
發展檢視的員工人數

242 1,640 668 1,214

接受定期績效及職涯
發展檢視的人數 %

13% 87% 35% 65%

2021年東森購物依性別及職級進行績效評估的職員比例

備註：計算範疇為 2021 年東森購物之正式員工。

研發中心

CH4  健康平權 幸福企業
2021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61

目錄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東森購物大事紀

2021年度永續亮點績效

利害關係人議合及重大 
議題分析

永續價值與策略

CH1  穩健治理 永續經營

CH2 嚴選品質 創新體驗

CH3 綠色營運 低碳家園

CH4 健康平權 幸福企業

CH5 熱心公益 共融社會

附錄



東森購物將員工視為最重要之資本，即便新冠疫情持續蔓延，東森購物仍率先宣布調薪，針對表現優秀之員工，
依年資調薪 2% 至 7%。此外，為保護員工安全，配合新北市政府「安心企業快篩計畫」，首創業界全體員工
PCR 檢測、免費疫苗險等多項創舉。同年更調整內部獎勵辦法，每月舉辦部門激勵活動、獎勵方案、感恩餐
會等，打造「有快樂的員工，才有滿意的客戶」職場環境，2021 年榮獲 1111 人力銀行評鑑幸福企業獎之殊榮。

東森購物提供最具競爭力的薪酬，以吸引優秀的人才，非主管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為法定薪資之 1.43 倍，
並定期依據公司年度營運績效、工作職責與績效表現調整薪資，平均調薪幅度為 2.6%。

4.3.1 優渥薪酬福利

4.3 幸福職場
幸福企業獎

東森購物於 2021 年度獲得出色的績效成果，因此亦
決定大幅獎勵表現優秀的員工。2021 年七月年度調薪
時，共有 529 人獲得調薪，每人平均調加新台幣 2,305
元，平均調幅為 5.7%，調薪總額近新台幣 122 萬元。
對於薪資較低之員工，除了依年資發放獎金，亦於年
底進行調薪約 2% 至 7% 不等。

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調薪

2021年東森購物調薪資格與標準

調薪標準調薪資格

• 年資 1-3 年者，調加 2% 薪資
• 年資 3-5 年者，調加 3.5% 薪資
• 年薪 5-10 年者，調加 6% 薪資
• 年資 10 年以上，調加 7% 薪資

• 行政幕僚同仁，且月總薪 5 萬元 ( 含 ) 以下之員工
• 109 年 06 月 30 日 ( 含 ) 前到職員工，年資滿一年以上者
• 109 年終考核等第甲等以上之員工，且一年內無調整薪資者
• 非上述條件，但表現優異，經主管特殊提報之員工

項目 2019 2020 2021

非主管之全時員工薪資總額 (A) 64,546 65,937 66,375

非主管全時員工人數 (B) 1,862 1,854 1,819

非主管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A/B) 34.67 35.56 36.49

非主管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 30 32 34

東森購物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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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提供員工福利制度類型包括健康檢查、員工旅遊、節慶禮金、員工保險、活動獎勵、急難救助等，2021 年因疫情因素，雖暫時未提供員工健康檢查及員工旅遊，但
是公司替全體員工投保防疫險、提供 PCR 檢測服務，全額皆由公司負擔。2021 年員工福利使用人次達 9,828 人，支出費用合計新台幣 268,978,842 元。

東森購物的員工享有以成本優惠價購買公司商品的福利，可以非常實惠的價格購買毛寶、耐斯、台鹽、正隆等知名大廠製造生產的洗衣精、洗髮精、沐浴乳、牙膏、衛生紙
等生活日用品。此外，透過東森購物 2020 年底收購的熊媽媽買菜網，提供員工多元且價格實惠之生鮮食材與民生用品，讓員工即時購物並將商品送至公司，以減少同仁外
出之疫情接觸風險。

多元的福利制度

東森購物福利制度

類型 福利內容 人次 金額 (元 )

 

 
節慶禮金

每年端午、中秋及農曆春節與生日發放同仁慰勞禮金 7,669 7,669,000

 

 
員工保險

勞保、全民健保、團體保險 ( 涵蓋壽險、意外險、住院醫
療險、意外醫療險等 )

2,057 260,521,042　

 

 
其它補助

針對員工結婚、生育及喪葬等提供禮 ( 慰助 ) 金 99 488,800

 

 
急難救助

員工 ( 眷屬 ) 發生重大事件對家庭經濟影響至鉅者，提供
適當補助款，予以協調

3 300,000

總計 9,828 268,978,842

電銷單位年度獎勵旅遊榮譽晚宴

電銷單位年度獎勵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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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員工釋放工作壓力、激發創造力、提升工作效率，我們精心打造了如同新創公司的辦公空間。總部辦公區塊設有員工休息室、按摩室、K 歌間、淋浴間，廁所更全
面裝設免治馬桶；而在辦公大樓外廣場，我們則設置了投幣式 7-11 便利店，引入 Knock Knock 咖啡廳，讓員工可以隨時享用香濃咖啡與小點心。
此外，我們亦獨步業界提供東森獨家的「4 美服務」，包含：自然美 SPA「美容」、「美睫」、「美甲」，以及名留「美髮」等服務，員工可在上班時間使用這些服務、不需請假，
便捷貼心的服務有效提升員工的幸福感及生產力。

舒適的工作空間

東森購物為鼓勵員工生育，提供生育補助津貼、產假及陪產假，同時提供男性及女性員工生育補助津貼、產假及陪產假，育嬰留停的員工隨時可重返職場發展。此外，亦設
有由專人定期管理、清潔與維護的哺 / 集乳室。2021 年共有 27 名女性申請育嬰留停，共 32 位同仁請領生育補助，並發放 11.5 萬元的生育補助津貼。

鼓勵生育

美容

咖啡廳

會談區

美甲

便利商店

K歌間

美髮 辦公室

淋浴間

按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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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東森購物員工申請育嬰假情形

項目 男性 女性 合計 說明

2021 年符合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18 56 74
• 2021 年符合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於 2021/01/01~2021/12/31 間申請過陪產假及產假之人數
• 2021 年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於 2021/01/01~2021/12/31 間申請育嬰留停之人
• 2021 年預計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育嬰留停到期日為 2021/01/01~2021/12/31 期間之人數
• 2021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育嬰留停到期日為 2021/01/01~2021/12/31 期間且後來復職之人數
• 2020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於 2020/01/01~2020/12/31 期間育嬰留停，後來復職之人數
• 2020 年育嬰復職持續工作一年： 

於 2020/01/01~2020/12/31 期間育嬰留停，復職一年後仍在職之人數

2021 年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人數 0 27 27

申請率 (%)=B/A 0.00% 48.21% 36.49%

2021 年預計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2 26 28

2021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1 14 15

復職率 (%)=D/C 50.00% 53.85% 53.57%

2020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人數 2 17 19

2020 年育嬰復職持續工作一年 2 13 15

留任率 (%)=F/E 100.00% 76.47% 78.95%

東森依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設置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於 2017
年起實施員工優惠退休方案。

東森購物退休制度

自請退休申請資格

員工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1.  服務本公司二十五年以上者
2. 服務本公司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3. 服務本公司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放寬退休申請資格

員工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申請自願退休，但需經公司同意：
1. 服務已滿二十年以上者
2. 服務滿十年以上，年滿五十歲者
3. 服務滿十五年以上，( 年資 + 年齡 ) 達 60 者

CH4  健康平權 幸福企業
2021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65

目錄

關於本報告書

董事長的話

東森購物大事紀

2021年度永續亮點績效

利害關係人議合及重大 
議題分析

永續價值與策略

CH1  穩健治理 永續經營

CH2 嚴選品質 創新體驗

CH3 綠色營運 低碳家園

CH4 健康平權 幸福企業

CH5 熱心公益 共融社會

附錄



東森購物恪遵各項勞動法令規定，以建立優質的工作環境與氛圍，採用優於職安法規的標準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由勞、資方代表組成，定期召開會議。我們亦依法為員工安排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力求減少意外事故的發生率，將職場
健康與安全的正確觀念落實於同仁心中，2021 年共辦理 86 場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參訓人次達 1,043 人。

根據現行職安法規，東森購物屬於「第三類事業」，亦未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物質，故未設置「職安衛管理系統」。
不過，我們仍以謹慎態度面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議題，並藉由教育訓練、場地巡檢等方式，致力防範職安事故之發生。未
來隨公司營運範圍之改變進化，將適時調整職安運作能量，建置相關的「風險管控系統」，以達到更加全面的安全工作環境。

4.3.2 健康安全職場

東森購物採用優於職安法規的標準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並有各部門之勞、資方代表共計 13 位，每三個月固定召開委員會一次，就公司各類
職安相關作為與職安防護計畫，進行研討、審查，亦以簡易圖表讓員工瞭解自己身、心狀況，防範職場疾病於未然，相關會議紀錄均簽報董事長核示並據以實施各項職安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建置「安全、安心工作環境」為期許，以人力巡檢、宣導教育等方式致力達到「職安零事故」、「員工都健康」之目標。2021 年度公司未發生重大
職災事件，疫情事件為 0 件，且未發生職業病相關案件。

東森購物於公司場域中具潛在安全威脅之區域 ( 如變電室 ) 均有張貼「危險標示」；各密閉聚集場所亦有「防疫告示」。為確保全面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安排固定人力在
全區巡檢，以能夠及時發現各區域之潛在危害因子，若有發現便能儘速處理，並且透過公告宣導提醒員工避免可能發生之風險。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職安宣導

職場安全教育訓練

2021年東森購物職場安全教育訓練成果

類別 課程名稱 辦理次數 參與人次統計 

防火防災演習

員工消防安全教育訓練 2 40

員工消防逃生演練 2 全體員工 (2,071 人 )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 上半年度及下半年度各一次 ) 2 40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1 1

職安訓練

職安人員專業教育訓練 1 1

新進人員職安教育 86 1,043

在職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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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東森購物職業傷害統計結果

性別 女 男 總計

職業傷害
A 受傷人數 11 4 15

B 死亡人數 0 0 0

C 總工作員工數 1,334 737 2,071

D 工傷總數 (=A+B) 11 4 15

E 總工作時數 (=C*8*249) 2,657,328 1,468,104 4,125,432

F 工傷率 (=D/E*200,000) 0.8 0.5 0.7

G 嚴重職業傷害率 (=E/B*200,000) - - -

H 總缺勤天數 12,894.875 5,558.25 18,453.125

I 總工作人天數 (=C*249) 332,166 183,513 515,679

J 缺勤率 (=G/Hx100%) 3.88% 3.03% 3.58%

K 工傷損失天數 338.75 21 359.75

L 損失工作日比 (K/E*200,000) 25.5 2.9 17.4

備註 1：計算對象含正式與非正式的全職員工。
備註 2：損工總日數為員工因職業事故或職業疾病而不能從事日常工作的時間換算「日數」。
備註 3：2021 年以 249 天計。

員工身心靈健康照顧

東森購物按照職安法規，於公司內部設置醫護室，聘請專業護理人員
進駐，為員工提供護理協助，亦聘任專業醫師每三個月臨場實施醫療
諮詢服務，提供員工健康、保健之專業諮詢。2021 年因疫情未安排
員工體檢，但是我們持續在各方面提供員工關懷與諮詢，因應疫情時
事演變、節氣變化等因素，透過 E-mail 向同仁進行疫情期間之衛教
宣導、駐點醫生等資訊，以及以職安會電子公告信箱向員工宣導各類
防疫、防災等職安防護資訊，亦不定期提供員工健康資訊、衛教講座，
並將相關活動改以線上方式進行。

東森禱告殿維護員工身心健康

我們亦注重員工心理之健康維護，於東
森購物總部設立「東森禱告殿」，同仁
如遇瓶頸可透過專屬網頁填寫代禱事
項，由禱告志工代為禱告，禱告事項會
進行保密，為員工提供精神寄託及紓壓
管道。東森禱告殿每週做一支禱告影
片，發信告知全體員工「有人在為你禱
告」，同時接受「個人特別禱告需求」，
2021 年禱告皆以線上方式進行，視情況
用電話、line 或 Email 禱告。

2021年度員工接受關懷超過 1,140人
次，Email代禱的共計超過 20,800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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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劑檢測服務
醫護室提供員工新冠肺炎「快篩劑檢測」之服務，指導或協助同仁操作快
篩檢測，為有染疫疑慮之員工進行篩檢，藉此讓公司達到及時掌握疫情案
件並儘速隔絕傳染的能力。

保健食品發放
為全體員工發放「東森倍護膠囊」防疫保健品，提升員工健康與抗疫
能力。

定期環境消毒
每週固定實施各區域之全面性殺菌與消毒作業，為員工建置一個安
全、衛生之工作環境。

員工 PCR檢測
聘請「桃園榮民總醫院團隊」為公司全體員工實施「PCR 檢測」，並且事
先規劃若發生員工染疫情形之送醫就診照顧事宜，所有費用均由公司負擔。

防疫酒精
於公司各區域準備充足之「防疫酒精」等防疫物資，提供員工隨時使
用，保護自身安全。

防疫資訊宣導
透過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電子信箱持續向同仁宣導政府宣布及公司訂
定之最新防疫政策等相關資訊，持續提供員工防疫關心與健康叮嚀。

東森購物在疫情期間非常重視同仁健康安全，謹慎訂定防疫措施，並透過各項防疫政策宣導、防疫及健康資源的提供，讓員工受到全方位的照顧並在疫情之下安心工作。

防疫措施

在疫情期間，為確保同仁之健康安全，東森購物為全體員工舉辦北、
中、南共 5 場次之 PCR 檢測，檢測費用由公司全額支付，受檢人
數總計 4,636 人，支出費用共新台幣 1,298 萬元。

東森購物為全體員工實施 PCR檢測

職場消毒 提供酒精防疫 保健食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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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對於維護員工權益不遺餘力，重視勞資和諧，為提升員工雙向溝通的效率，我們提供包含勞資會議、福利委員會會議、員工信箱等多元的溝通管道，建立開放、和
諧的企業文化與勞資關係。我們亦遵守《勞動基準法》，當公司即將發生重大營運變化，將影響員工就業權利或各項勞務條件時，皆會進行事前預告，以確保守護員工的權利。
2021 年度無發生透過內部管道進行員工申訴之案件。

4.3.3 暢通溝通管道

2021 年，東森購物共發生五件申訴案件，其中包含三項勞資爭議類及二項勞動檢查類之案件，爭議事件包含生
理假、加班費、獎金等爭議，東森購物盡全力與利害關係人調解及溝通；一件案件由申訴人撤銷，一件調解結果
成立，一件調解結果不成立，其餘二件東森購物接受申訴之結果，支付行政罰鍰共新台幣 14 萬元 ( 含性平案件
罰鍰新台幣 2 萬元 )。

申訴案件

東森購物之勞資委員會由勞、資雙方各佔委員數之
50%，針對多項勞資相關議題舉行會議。為保障員工
權益，東森購物亦開放非勞、資代表之員工參加會議。

勞資委員會
委員組成狀況 勞工佔比 2021年討論事項

7 位資方代表
7 位勞工代表

50%
員工獎懲制度公告、彈性工時規範布達、選舉日
薪資給付辦法說明、育嬰假辦法說明、基本工資
調整、性騷擾防治懲戒辦法、勞動事件法規範

東森購物員工溝通管道

員工透過勞資會議表達需求與建議。
勞資會議

定期討論與員工福利相關事項。
福利委員會議

單位主管指派輔導員，再由輔導員
提供新人輔導回饋予人力資源部門。

新人輔導員
離職員工經由人力資源部門、管
理部長官簽核、至總經理簽核。

離職面談
隨時接受各項需求與建議。
員工信箱

公司定期舉行匿名之評核，進行上
對下、下對上及跨公司跨單位之平
行考核。

360度主管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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