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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優質產品服務

重大主題：以良好服務與商品提升生活品質

對東森的意義
透過全體同仁一起貫徹東森對服務品質的嚴格要求，為客戶帶來最良好的服
務體驗。

政策與承諾
• 持續優化穀倉設施，並要求業者提供完整品質檢驗與檢疫證明，以確保穀物
的保存品質。

• 持續推出大型選秀 IP支持台灣影視產業發展。

• 與外部產品製造商共同合作研發寵物商品，並將產品送第三方檢驗單位，提
供消費者安全有保障的產品。

未來 1年目標
• 完成四座穀倉 PLC自動化系統更新及整合，提供客戶零時差的出倉資訊
查詢。

• 每週召開一次工安會議，強化工安管理及作業安全督導。

• 深化海外發展與合作；持續發展即時新聞、活動直播與客製化影音，並拓
展影音、社群、Podcast等媒體事業的發展；挑戰日均流量 (PV)達 1,800
萬以上、營收突破 52億元。

• 擴大廣告經營規模，並且積極增加北捷的視創版位、廣告設計創意。

未來 3-5年目標
• 更新自動化進出倉作業及集塵系統，持續汰換老舊設備，改善穀倉作業以提
升整體服務滿意度至 90％以上為目標。

• 維持裝卸穀物損耗率低於千分之五之目標達成率 99％。

上一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 達成 96％穀船裝卸耗損率低於千分之五。

• 強化環保設備大幅降低粉塵外溢造成之環保問題。

• 達成 100％無客訴。

• 客戶整體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77％滿意、23％普通。

主責單位
• 東森國際倉儲事業部台中及高雄營運管理處。

• 東森新媒體總管理室、新聞部及管理部總務處。

• 東森寵物雲經營支援部、營運部及相關主責單位。

特定行動
• 提升工安管理層級，設置直屬營運處副主管督導之職安專員、要求現場各級
幹部取得丙種以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證照。

• 完成四座穀倉的自動化作業系統整合及更新，提供客戶及時查詢系統。

• 門市成立保健站，提供更多寵物健診諮詢服務。

• 開發寵物保健品，並由關企成立社團試用即將販售商品、投保產品責任險 1
億元、請廠商提供品保檢驗。

• 2026年 ETtoday新聞雲日均流量 (PV)達 2,000萬以上、挑戰營收突破 115
億元。

• 規劃「社群大數據」之應用，藉由大數據資料與個人推薦化系統，更精準預
測讀者所需之新聞。

• 將多元化的網路節目、短影音、活動串聯上架到海外數位平台並擴展「非下
載」廣告業務。

• 達成每月逾 2萬隻寵物到店美容之目標。

重大主題對應的永續目標：G SD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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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題：數據隱私與安全

對東森的意義
• 恪守法律規範，致力保護客戶、員工個人資料及財產隱私之機密性與安
全性。

• 提供最正確且完整的新聞資訊、保護所有會員的個資以及資訊安全、積
極進行相關設備升級與技術交流。

政策與承諾
攜手外部單位進行研發，做好資訊安全防護，尊重客戶隱私及遵守商業資
訊保密原則，優化自有的會員經營系統，並提供公開透明之申訴管道。

未來 1年目標
• 全體員工遵守公司制訂資訊安全管理及保密原則，每人每年至少 1小時
之教育訓練，並定期辦理資訊安全講座。

• 預防駭客外部攻擊，達成 0件資訊外洩。

未來 3-5年目標
• 倉儲事業部成立「資訊安全管理小組」管理本部門所管轄之個資，並制
訂資安事件通報流程。

• 執行員工每人每年至少 3小時資訊安全相關教育訓練。

• 定期派送網路運作環境之安全性風險及漏洞修補；設定防火牆及加密
傳輸。

主責單位
• 東森國際資訊處、稽核室、倉儲事業部台中及高雄營運管理處。

• 東森新媒體研發中心。

特定行動
• 資料庫伺服器皆安置於控制中心，並依政府規定資料皆保存超過 5年
以上。

• 設置異地備援主機，每日執行異地備份作業。

• 2021年底訂定「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政策」並納入內部控制作業。提升
資安強度，客戶端設定客戶專用 IP、專用帳號、憑證加密；公司端設定
更嚴格的防火牆及資訊交換環境、提升驗證機制、隱碼設計並與刑事警
察局合作於伺服器端加安裝「誘捕系統」，聯防網路駭客竊取會員資料。

重大主題對應的永續目標：G SD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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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來自全球農作生產與市場的劇烈變動所帶來的風險，東森以維持作業順暢和穩定獲利為主要目標。2021年
台灣整體穀物進口量為 830萬噸，其中，穀倉營運量就高達 631萬噸，佔全國進口量的 76%，高於近 5年平均
占比，營收達到 13.7億元。同時，我們秉持企業成長與生態環境共存共榮的信念，於 2021年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另亦規劃在 2022年陸續導入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01環境管理與 ISO 45001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等各項管理作業系統，並強化供應鏈管理與風險控管機制，持續朝向企業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2.1.1  創新策略與價值

倉儲事業

東森以港埠倉儲事業起家，多年秉持著「東森永續 4大核心
策略」，在拓展事業藍圖的發展過程中，持續與友善環境、
社會共榮、穩健經營、永續營運作為我們嚴格遵守的核心精
神，攜手「倉儲事業」、「媒體事業」與「寵物事業」，嚴
格把關服務與產品品質，讓東森品牌成為讓消費者最安心與
最創新的第一選擇。

國際穀物大豆、玉米和小麥價格分別上漲 2%、25%和 27%，大
宗穀物商品價格的持續走高，使市場面臨嚴峻的農作物供應風險。

影響

全球疫情蔓延、氣候異常、中國擴大進口需求，以及全球最大小
麥出口國俄羅斯考慮調整出口關稅等因素。

挑戰

國際穀物市場的挑戰與影響

東森永續
穩健經營 友善環境 永續營運 社會共榮

東森永續 4大核心策略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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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倉儲事業 2021年的創新作為如下：

創新作為

設備更新

我們的創新作法

2021年汰換 2台戶外吸穀
機，至今已完成 60％重大
卸穀設備汰舊換新

更新 2台高效率變壓器、3

台 100HP變頻式空壓機、
5台高效能馬達及更新 295

組高效率 LED燈具 (泡 )

效益

年節省用電182,190 kWh；
約91,459公斤 CO2排放

改善功率因數效率維持在 92～ 98％，低於此範圍即汰換

完成台中港 1號及高雄港 72號兩座穀倉 PLC系統更新及整合

完成高雄港 72號穀倉圖形控制系統更新

完成高雄兩座穀倉門禁管制系統及
RFID卡車口自動化出倉系統整合

年節省用電316,675 kWh；約158,971公斤 CO2排放

提升進出倉系統穩定度、避免 PLC組件停產缺料造成系統停擺

• 增加空壓系統讀表，可即時監控，避免空壓系統負壓不足設備異常
• 更新電流轉換器為數位式，電流讀值更為精確，校正及維修也更為簡易

出入車輛管控並減少卡車

等待時間，提升出倉作業

人力效率25%

2021年全年出倉車次估節省

9,351.42小時，推估節省碳排放量

43,865.63公斤 CO2

系統設置及
升級更新

汰換老舊耗能設備，具有提升作業效率、節能減碳、降低
營運成本、提升服務品質等效益。

   台中港新換吸穀機使卸船效率提升29％
   高雄港新換吸穀機使卸船效率提升13％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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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創立以來，東森媒體事業持續要求在網路新聞進行多樣化的創新。我們從 2018年起就開始拓展線下的廣告業務，建立起獨一無二的線上、線下整合新商業模
式，是為台灣家外媒體的突破之舉。不僅如此，我們更將創新策略延伸為創新專案，將平面影音和圖文內容商品化，從社群經營、直播與影音節目，以及數位創新等
多角化的管道切入，讓媒體不只是讀者接收資訊的媒介，更讓讀者成為會員，全面享受東森新媒體所提供的內容服務，也透過多元的內容呈現，吸引更多讀者來到我
們的新聞平台。

媒體事業

5大創新策略 創新專案 創新專案內容與成果

會員成就系統
為提升會員黏著度並增加新聞雲流量，設置會員成就系統。會員可透過觀看東森之新聞 APP獲得 T雲點數，該
點數可以轉換成「東森幣」，並可在關聯企業之電商平台（ 例如 ETMall ）使用。

擴大社群經營
• ETtoday新聞雲共有 33 個臉書粉絲團、17 個 Instagram 帳號、26 個 YT 頻道，以及 6 個自媒體帳號。

• 目前擁有 6 個破百萬的粉絲團，未來的重點是將「粉絲」轉化成「會員」，再將「會員」轉化成「消費者」。

透過積極招募民調雲會員，目前民調雲會員數已經突破百萬，藉由「網路」和「電話」調查，大幅提高民調和
市調準確度，藉此更了解閱聽眾的想法與需求。

民調雲

• 推出自製 Podcast，內容涵蓋社會、房產、寵物等，目前東森新媒體 Podcast 已擠進全球前百大排行榜。

• 持續製作優質 IP及影音內容，投資大型選秀節目「聲林之王」、「料理之王」，藉由建立 IP提升品牌價值，

同時藉由 IP研發相關產品。

• 自製 (短 )影音：建置影音平台及建立影音製作團隊，充實影音製作內容並針對不同網友需求、流行時事等製

作短影音內容。

直播及 
影音戰略

積極與大型活動合作，如 2021年與東京奧運合作新聞專區、參與金鐘及金馬節目直播以及影像畫面提供。大型活動
策略合作

社群化

影音化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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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創新策略 創新專案 創新專案內容與成果

創新數位整合
結合數位科技、大數據分析與讀者焦點訪談等策略，強化對閱聽者需求的了解，將相關分析作為各單位服務發
展時的參考依據。

• 線上活動：舉辦「高校畢業歌」，積極增進與年輕學子之互動。

• 線下活動：2021年於新北市政府廣場舉辦。
線上與 
線下活動

除北捷之外，2020年起新增新北三環三線、桃園捷運、台灣高鐵、台北市公車街道家具的廣告經營，藉由擴大
廣告經營規模，搭建起家外廣告的市場版圖。

線下廣告布局
線上 &線下
布局

東森媒體事業 2021年的經營實績如下：

2021年創新實績

2021年營收19.98億， 

較 2020年 14.35億同期成長39％
2021年日均流量達1,738萬、 

FB 粉絲數突破2,100萬 北捷廣告市佔超過  9成

「東森好朋友生活節」 
參加人數突破2.5萬人、主舞台直播點擊次數35萬 創下近年新高、
業務招商總營收突破 430 萬、滿意度調查97%以上受訪者表示滿意

行動化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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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東森好朋友生活節

優質 IP內容製作（聲林之王、料理之王） 線上活動―高校畢業歌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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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東森新媒體公司跨足寵物產業，朝著擴增實體店面的
目標邁進，至 2021年全台寵物門店數已達 119家，為全台寵物門
店數第一的連鎖寵物業者，突破以往侷限於寵物雲線上發展的情
況，更加親近大眾生活。「毛孩就是家人」的理念，讓東森寵物雲
有別於一般的傳統寵物店，以「為提供飼主與寵物更美好的生活」
為中心思想，廣泛運用東森媒體事業及關聯企業資源，採取線上與
線下整合，會員經營、社群活動與媒體宣傳、發展自營商品、提供
便捷的醫療知識與服務，並運用集團科技力開發品牌 APP等策略，
突破寵物產業的傳統窠臼。

寵物事業

企業化經營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建立自營品牌

集團品牌知名度高 集團資源整合

我們掌握寵物事業發展的創新機會，在 2021年的執行以下創新作為並收穫豐富的成就：

創新作為 我們的創新作法 我們的成就

 

線上與線下 
整合

將 ETtoday東森寵物雲 170萬粉絲導引至東森寵物雲實體 

門市消費，打造寵物產業的新零售通路， 

成為 寵物連鎖店 2.0

從 2018年 13家門市擴展 

到 2021年底共119家 門市

提供會員尊榮服務「寵物飼主美容雙體驗」
與東森自然美合作，讓飼主和毛孩能同時享受美容服務

打造專屬毛孩的年度盛典 

「東森寵物雲之星―金萌獎」
會員經營與 
社群活動

上連續舉辦 兩年，參與活動的人數超過10萬人
「東森寵物雲之星―金萌獎」已經在東森寵物雲及新聞雲社群

東森寵物事業創新機會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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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 我們的創新作法 我們的成就

發展自營商品
 

便捷的醫療 
知識與服務

 

持續開發自營商品及獨家代理國外優質商品

• 於東森寵物雲台中河南店打造東森寵物雲保健站，並設置
專屬寵物醫生、周末不定期於店內規劃寵物保健課程增加
飼主的保健知識

• 在 12家門市成立寵物保健專區，讓門市的寵物保健商品
趨於健全完善，方便飼主到店選購

2021年發行東森寵物雲 App，具備會員卡、消費累點折抵
消費、折價券、分批購、串接線上商城等功能

2021年與ETtoday新聞雲合作「有點毛毛的」Podcast節目、
「萌萌懂懂」寵物網路節目

媒體宣傳

獨家販售「益菌の革命 -寵物專用濕紙巾」、 
「NU PETS紐沛犬貓專用益生好罩（免疫益生菌）」

發展東森寵物雲
自有 App

2021年寵物事業亮點活動：

我們的投入
• 活動執行費用 31萬元
• 新聞、粉專宣傳，線上線下品牌宣傳
• 現場推廣自營商品及招募東森寵物雲 App
會員

活動內涵與目標

透過寵物展，推廣東森寵物雲品牌、代
理及研發商品知名度，同時在現場招募
東森寵物雲會員，導引到實體門市消費。

亮點成果

• 寵物展營收：近 100萬元

• 招募會員：超過 2,800位

參與人次

13.6萬人次

亮點活動

• 活動執行及贈品費用 16.5萬元

• 透過 ETtoday新聞雲新聞、寵物雲粉專、
有點毛毛的社團、台北捷運燈箱、東森寵
物雲全台門市、新聞雲寵物網路節目《萌
萌懂懂》進行宣傳

打造寵物界年度盛典，讓全台寵物飼主
將參與東森寵物雲之星―金萌獎活動，
當作是最佳榮耀及流行話題。

東森寵物雲粉專觸及人數
超過 54萬

• 投稿數 2,772篇

• 投票數 
42萬 7,641次東森寵物雲之星 

―金萌獎

寵物展參展

2021年 12月上線，截至 2022年 5月下載次數達77,804次

寵物保健專區搭配 3場 寵物衛教講座， 

共 60位 寵物飼主參加

總收人數2.6萬人，總訂閱數3,666人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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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品質管理

倉儲事業

東森為做好穀物進儲之品質把關，從穀物卸船進倉、存放穀倉至出倉，全程採自動化機械設備裝卸作業，避免人工造成的失誤與重量誤差，確保作業精準度，設
置以下的品質管理步驟：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均需由國內進口業者
提供完整之穀物出口
國出口品質檢驗、檢
疫合格證明文件始得
卸載。

穀物卸船進倉前
皆派遣專人目視穀物的
外觀完整性、是否有大
量混雜其他穀物、味道
是否異常等品質管控，
同時取樣留存後得以進
倉作業。

散裝穀船開艙後
作業過程中穀物全程處
於密閉管道，並存放在
溫度、濕度環境極佳及
穩定的大型鋼筋混凝土
(RC)筒倉，避免受外在
環境影響。

自船艙輸送穀物至穀倉
要求進場裝載穀物之卡
車於運輸過程全程覆蓋
帆布及強化加固裝置，
避免穀物溢散或受污染
損害。

穀物出倉時
1. 在卸載及進倉過程中
遵守一船一案、不同
穀物、不同船別均分
開存放。

2. 出倉依先進先出提供，
以維持客戶權益完整
性及穀物品質新鮮度。

存放及出倉原則

鋼筋混凝土 (RC)筒倉小檔案

東森國際穀倉為鋼筋混凝土 (RC)

結構的巨大圓型筒倉，四座穀倉總
計 33萬噸倉容，提供穀物相對穩
定的溫、濕度儲存空間。同時配合
自動化倉儲作業及先進先出管理
機制，確保穀物品質維持穩定。

品質管理原則 內涵說明

提高倉容 
周轉率

作為暫儲與轉運倉儲，應避免長時間維持高比率倉容，以應
對變化性高的散裝船期排程變動及客戶進、出倉需求。

避免穀物存
倉天數過久

穀物存倉天數過久恐導致穀物品質下降或變質，惟存倉時間
長短取決於客戶決策，與東森國際無涉，故東森國際基於維
護客戶利益考量，時時監控並依據穀物儲放時間及品質變化
進行必要之翻倉作業，以調節存放溫度保持在最佳狀態。

東森倉儲事業定位為港區散裝穀物暫儲與轉運，秉持著嚴謹的品質管理，我們將倉
儲利用率最大化，以滿足台灣穀物的進口需求運能，並設定以下倉儲品質管理原則：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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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事業

ETtoday新聞雲以媒體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為最高的報導製播準則，同時也遵循相關法規訂定媒體自律準則，包含：廣播衛星電視新聞自律執行綱要、電視學會新聞自律
公約，擬定「新聞節目製播規範」、「新聞編採守則」、「內部自律新聞倫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外部媒體自律組織配合準則」等內部章程，確保新聞和影音節目
的品質呈現，並進行合規評估與管理。

ETtoday 新聞雲設有新聞採訪內容三階段的審查流程：

新聞報導審查標準及原則

• 新聞節目製播規範

• 新聞編採守則

• 內部自律新聞倫理委員會組
織章程

• 外部媒體自律組織配合準則

• 不合格

• 不報導

• 再次查證

新聞採訪內容 
三階段審查

符合規範 /播出

• 內容製作須確認新聞採訪必須查證的對象與單位，及可能造成民
眾誤解之處；若主管認為有新聞採訪查證不實，應立刻要求採訪
記者補充查證，不可公開該則新聞。

• 內容是否符合普級標準、真實性、公眾利益、版權與多元價值等
考量；報導應保持中立，避免歧視性語彙或刺激性字句引導觀眾。

審查重點：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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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內容來自記者採訪、
內勤編輯監看各方資訊 (包
括競媒、電視、廣播、通
訊社、外電、直播訊號、
網路等 )，再與新聞部主管
討論進行篩選、整理及查
證工作。

原則一  層層把關
各中心主管在早、晚兩場編輯
會議中通報稿件內容或進度，
於編輯會議初步定調，非編輯
會議掌握的突發事件，則由各
中心主管監控文稿查證及內
容品質 (包括內文、標題及圖
片 )，若有影音則會進行驗帶。

原則二  編輯會議

• 每日專人教導新進同仁採
訪寫作、教授新聞專業知
識及如何嚴防假新聞。

• 於內部開設「進步雲」時
時就報導文稿提出檢討及
精進建議。

原則三  內部培訓
對於新聞，我們要求記者、
編輯要「勤查證、慎分享」：
• 報導內容一定要訪問消息
來源及找到原始出處。

• 多運用網路比對事件真偽。
• 文稿除非受訪者要求，否
則受訪者要在文中具名。

原則四  重視來源
為表示對新聞核實的責
任，對寫稿者實施實名制，
同時與事實查核中心建立
管道，隨時溝通及查證文
稿真偽。

原則五  責任核實

不定期對內部員工舉辦教育訓練：

講述著作權法、商標法、醫療法、化
妝品衛生管理法、食品衛生管理法等
相關法規。

視個案需求進行宣導：

於各會議、講座、專案討論會議中，
配合實際案例作為宣導教材，加強各
部門同仁正確的法律觀念。

宣導面：

針對客戶所屬產業類型之不同，宣導
相關法律觀念，尤其是可能涉及美妝、
醫療、保健等產品的客戶，並即時與
客戶溝通廣告呈現方式之合規性。

規範面：

於廣告委刊合約中清楚載明，客戶需
保證其提出之廣告素材及相關廣告內
容具有合法權利來源，且相關廣告素
材及相關廣告不得違反法令規範。

對外（客戶）對內（員工）

針對東森的廣告業務，我們也要求內部遵循管理原則與法規，並且向客戶進行宣導和要求客戶廣告內容符合規範：

東森新聞報導審查五大原則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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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寵物雲嚴格把關產品品質，要求上架產品皆須通過品質保證測試。此外，寵物雲不只作為寵物商品的通路，更積極投入相關產品的研發，我們秉持著「毛孩即家
人」的精神開發自有商品，與生技大廠共同合作，由營養師、藥師和獸醫協同開發寵物保健品，並與台大合作進行功效測試，確保自營產品的「研發保障」，並做到
產品的「投保保障」，以提供消費者安心且價格實惠的產品。

寵物事業

除了產品品質的把關，東森寵物雲也以三大售後服務，確保客戶擁有最優質的服務品質：

• 寵物美容活體狀況記錄

• 寵物美容定期電訪關心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 提供寵物照護飼養相關諮詢
諮
詢
相
關
服
務

• 寵物食品市場大宗品牌對消費者購
買後不吃包退服務

• 產品使用相關諮詢

• 特定商品保固 
送修服務

商
品
售
後
服
務

投保保障
投保產品責任險 1億元，
為東森寵物雲消費者做最
貼心的保障。

與外部產品製造商共同合作
研發寵物商品，並送第三方
檢驗單位。

研發保障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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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客戶隱私與保護

東森致力於客戶隱私的保護，我們確保客戶個人與交易資料，以及東森營運資料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同時我們也參照國際資訊安全標準，以風險管理為基礎，
發展相關的管理、作業流程與系統，完善東森資訊安全管理體系。

項目 管理與稽核重點

系統開發 自行開發系統之流程與安控要求、委外開發系統之流程與安控要求。

安全區域 門禁授權、消防設備有效性。

機房安全 環控系統之溫度及溼度管控、維護廠商維運記錄、儲存媒體攜出入及相關存取控制、消防設備有效性。

資訊服務 工作日誌結果驗證、設備異常及排除處理。

系統及網路管理 系統及網路設備之備份。

人力資源管理 人員之進用及調派之安全評估。

辦公室資訊環境 是否使用自網際網路下載或其他管道取得未經核可之共用或免費軟體。

資訊安全事件 員工是否瞭解緊急資安事件處理流程。

營運持續計畫 擬定書面測試計畫、相關演練記錄之完整性。

透過嚴謹的客戶隱私管理，2021年東森倉儲與媒體事業皆持續達成 0客戶隱私受損的目標：

2019 - 2021

2019 - 2021年客戶隱私受損件數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31



白色logo

關於本報告書

目錄

經營者的話

01 擘劃永續之路

02開創綠色服務

03穩健誠信治理

04營造友善職場

05編織共好社會

附錄

倉儲事業

我們設有客戶隱私保護專責單位，並且制定了日常管理與因應措施：

客戶隱私保護專責單位 倉儲事業部客戶資訊均屬業務機密，由台中、高雄營運管理處「控制中心（控制組）」專責保護及管理。

客戶隱私保護作為
透過不定期盤點各組使用客戶資訊之情況、客戶資料蒐集程序建立等，並制訂資訊安全事件通報流程，一旦發生或發現資安問題之
單位立即判斷問題及採取相對應措施，包含處理或通報權責主管進行後續處理。

未來規劃
配合公司資訊安全政策成立跨部門「個人資料保護專案小組」，定期執行個資盤點、風險分析、制度內評、通報修訂、資料銷毀、
教育訓練等工作。

媒體及寵物事業

我們對會員個資與資安有高度重視，尊重客戶隱私及遵守商業資訊保密原則，優化自有的會員經營系統，並提供公開透明之申訴管道。
為保障會員資訊安全，我們採取以下作為：

機房管理 會員資料存放於中華電信機房內，要求中華電信高規格嚴密管理，安全保障會員的個人隱私。

內部培訓 針對內部人員進行個資保護教育訓練，定期舉辦讀書與技術研討會、業界專家分享，並參與各資安講座進行技術交流。

資安流程設計 我們從系統初步的架構設計與規劃就導入隱私與資料安全設計審核流程，以確保服務均符合隱私保護及資訊安全要求。

資訊資產管理準則 將所有資訊資產進行分類與分級，並依其等級進行授權層級之控管，並將所有資訊加密，降低會員個資外洩的風險。

多層次網路安全機制
內部重要網站及應用系統部署多層次的網路安全機制，運用防火牆以及入侵偵測防禦、VPN存取控管等與外部網際網路隔離，建立
資料資產的多方保護。

評估與測試 不定期評估、測試網路系統安全，加強運作環境之安全性風險與漏洞修補，並積極優化自身系統保護強度。

申訴管道 東森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要求，當事人得就其個人資料依法行使相關權利，並於網站平台設立當事人權利行使與申訴之受理管道。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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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原因類別 申訴件數 因應處理作為

針對報導內容有意見 17件 經查報導內容均有查證，惟為尊重新聞當事人意見，已移除報導。

保護被害人不受二次傷害 2件 經查新聞內容並無不當，惟考量被害者及被害者家屬之心情，已移除報導。

報導內容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虞 4件 已移除報導。

2.1.4  客戶服務與回饋

東森致力於提供客戶最高品質的服務，為了持續精進我們的服務品質，透過電訪、面談、官網互動等溝通方式，傾聽客戶的心聲、貼近客戶的需求。我們每年持續進
行客戶滿意度調查與意見回饋的蒐集，確保維持客戶對東森產品與服務的期望。

2021年報導爭議事件及後續處理方式：

東森客戶回饋調查方式與成果：

倉儲事業

自 2021年開始定期透過問卷調查以瞭解客戶對於進出倉作業、作業人員
服務態度與配合度、電子化作業及整體服務品質之滿意度意見。

調查方式與內容：
2021年共發放了 84份問卷，回收 48份，回收率達 57%。
調查成果：

77%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23%

不滿意 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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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寵物事業

東森新媒體寵物粉絲調查，調查東寵門市及網路商城之
購買體驗。

調查方式與內容：

透過 ETtoday新聞雲社群及發送 EDM，調查民眾對於會
員服務及定期發送 EDM與 ETtoday品牌之看法。

調查方式與內容：
• 參加抽獎是民眾滿意度最高的會員服務。

• 受試者期待 EDM內容偏向旅遊 /美食、生活 /消費等軟性新聞。

• ETtoday是受試者最先想到、最常瀏覽的網路新聞媒體，也是網路媒體品牌首選。

• ETtoday的品牌個性，包含快速即時、創新、內容豐富、流行。

調查成果：

以年輕閱聽眾為主要對象，調查年輕人喜愛之周邊、活
動和社群內容。

調查方式與內容：
• 音樂祭為時下年輕人喜愛參加的活動，可與大專院校社團合作。

• 可多爭取知名 /熱門主流賽事轉播權，並剪輯精華版短影音增加吸睛度。

調查成果：

調查創作者的資源使用習慣，以掌握如何吸引更多創作
者使用東森資源。

調查方式與內容：
• ETtoday可提供廣宣、攝影棚等資源供創作者使用。
調查成果：

• 因商品選擇豐富多元，40%的
粉絲曾至東寵門市消費。

• 因網路商城消費便利，19%的
粉絲曾至東寵網路商城消費。

調查成果：

40%

19%

東寵粉絲消費管道

門市消費

網路商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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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疫情影響與因應

疫情應變管理措施

面對疫情持續的影響，東森以員工的健康安全為第一優先，針對全集團的防疫照顧採取以下措施：

疫情管理措施 實施情形

員工防疫健康促進
• 為全體員工免費投保疫苗險，投保人數 1,362人，總保費 $230,250元，並提供免費保健品，以
提升員工免疫力。

公司全額負擔
「全員PCR檢測計畫」

• 提供全員免費高規格 PCR篩檢，以員工的工作屬性、年齡及辦公、居住所在地等評估風險高低
次序，由台北榮總桃園分院醫事人員駐點進行 PCR檢測。

• 東森集團北、中、南共 4,636名員工已全部篩檢完成，檢測結果僅北部一名員工PCR呈陽性確診。

員工薪資保障
• 疫情期間宣布自 2021年 7月起調漲員工薪資，正職行政幕僚人員 (不含業務人員 )薪資在 4.5萬
或 5萬以下且服務年資滿 1年以上者，可依服務年資調薪 2~7%，受調薪影響者共 60人。

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港口穀物卸儲作業而致供應斷鏈發生，東森國際除配合政府及港區防疫政策之外，同時訂定「穀倉作業防疫應變計畫」，並緊盯國際疫情變
化及超前部署，多次於國內防疫升級前率先啟動四座穀倉分倉分流作業，嚴格禁止四座穀倉從業人員直接接觸。

分倉分流期間，每座碼頭卸船作業人員各自獨立，禁止交互清艙作業，
並擴及船務代理公司等相關作業人員。

訂定「穀倉作業防疫應變計畫」

針對穀倉作業相關人員之疫苗施打、PCR檢測、快篩等流程制訂管理
及處理原則，以利作業人員遵守並降低感染風險、防堵疫情入侵與傳
播，保障穀倉從業人員健康與作業順暢。

人員健康保障

風險因應作為風險辨識

2021年國際經濟發展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諸多產業面臨重大衝
擊及挑戰，其中，因疫情影響倉儲事業供應鏈之相關風險因素，包
含全球海運市場大亂、國際運輸缺工 /缺船 /缺櫃等。

1

2021年國內穀物進口量仍維持國內使用需求量，較 2020年僅略減
3％，且較過去 10年平均進口量成長 4％，顯示疫情對於國內民生
消費穀物之進口影響程度有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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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期間，媒體有持續製播新聞，提供民眾第一手疫情資訊的使命，為了維持媒體事業的穩定運作，我們針對新聞媒體人員和辦公室防疫採取了以下措施：

三分之一人員實施居家辦公、分
流上下班、暫停訪客約訪、文書
公文傳遞採線上作業。

居家辦公 /分流上班

提供第一線採訪人員充足防疫
設備，包含護目鏡、防護衣、
酒精等。

新聞媒體人員防疫措施

• 每週進行消毒作業，各會議室

桌面擺設酒精及空氣清淨機。

• 進出口架設熱影像儀監控體溫

及自動酒精機，同時搭配實名
制分流管制。

辦公室防疫措施

超前部署制定第四級警戒因應措
施，除必要人員留守公司其餘居
家遠距上班。

疫情升級因應

執行出入管制，並在出入口設置防疫設備 實施登船人員除污區檢查作業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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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綠色永續價值

重大主題：氣候變遷與能資源管理

對東森的意義
• 東森瞭解節能環保之重要性，願意共同參與及響應政府號召之相關政
策，期望為下一代留下永續的環境。

政策與承諾
• 依法採取必要之防治及管制措施，避免作業污染源影響周遭環境。

• 定期更新設備與自動化作業系統、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並減少耗能。

• 精進減廢與回收再利用、追蹤管理水資源等資源消耗情形。

• 將淨零碳排目標融入未來創新事業發展之重大投資案規劃中。

未來 1年目標
• 年碳排減量 1%以上。

• 串連四座穀倉卡車出倉作業環節系統，減少卡車等待時間。

• 安裝自動感應照明設施、更換節能與高效能設備，預計節省總用電量約
2%。

• 執行需量競價措施及改善功率因數措施，預計減少總用電量的 3％。

• 2022年第一季與第三季分別完成高雄與台中兩座穀倉 ISO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的輔導及第三方驗證。

• 2022年上半年執行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下半年完成第三方查驗。

• 2023年以前導入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第三方驗證。

• 減少 30萬張以上紙本傳單、100張折價券與 10萬張會員卡。

未來 3-5年目標
• 子公司導入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與查驗等機制。

• 2025年達到出倉作業全自動化目標。

• 推動自建或採購綠電目標。

• 年節電率 3%和年碳排減量 3％。

主責單位
• 東森國際倉儲事業部台中及高雄營運管理處。

• 東森新媒體總管理部總務處。

特定行動
• 2021年 9月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 2021年 11月制訂「辦公室綠色管理措施」、12月制
訂「廢棄物管理辦法」與「水資源管理辦法」(詳細內
容請見 QRcode連結 )。

重大主題對應的永續目標：E SDG 13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37



白色logo

關於本報告書

目錄

經營者的話

01 擘劃永續之路

02開創綠色服務

03穩健誠信治理

04營造友善職場

05編織共好社會

附錄

2.2.1  氣候變遷與行動

東森重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法規與市場巨大變化，積極規劃導入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強化我
們面對氣候變遷風險的因應能力。
TCFD四大核心要素及 11項建議揭露事項：

• 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為管理與監控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最高指導單位，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

• 委員會下設執行工作小組，由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一階主管擔任各組組長，就氣候變遷於營運面及業務面之相關事務進行日
常管理與績效追蹤，並於年度終了前向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監督情形

• 風險管理小組為導入 TCFD氣候風險評估框架之權責單位，針對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進行全面性的評估，並研擬風險因應措施。

• 於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定期會議中，向董事會與公司高階管理層進行成果與因應措施彙報，針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進
行討論，並於年度永續報告書中向相關利害關係人揭露。

管理階層的角色

治理

將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潛在衝擊納入整體營運考量，預估風險發生機率與影響程度，並制訂風險應變措施及危機處理機制。

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

2021年鑑別出對本公司重大之關鍵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清單，請參考「氣候風險類別與因應方案」。

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衝擊

• 2021年 9月開始導入能源管理系統，並訂定節能減碳措施、廢棄物管理辦法及水資源管裡辦法。

• 自 2022年起，每年定期執行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驗證作業，持續評估檢測及量化減碳成效。

策略上的韌性，以及不同氣候相關情境

策略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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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和目標

考量自身營業特性，辨識出氣候變遷風險，並依重大性原則評估氣候相關的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發生時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與
衝擊。

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以 10年為時間範疇，進行氣候風險鑑別、評估及管理程序，包含：「完成氣候風險清單、風險重大性排序、向委員會進行呈報、
擬定具體的因應措施或監控機制，並於每年的永續報告書中揭露。」

氣候相關風險整合在組織的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依循 TCFD指引之內容，建立氣候相關風險管理程序，管理流程依序為：

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完成氣候風險清單 風險重大性排序 結果與呈報 因應策略與揭露

風險管理

規劃 2022年開始每年定期執行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及第三方驗證作業。

範疇 1、範疇 2和範疇 3溫室氣體排放

• 主要追蹤之氣候關鍵指標，包括：能源、碳排放、水資源、廢棄物、再生能源等，目前追蹤管理指標均採用與前一年換算之數
值相比。

• 自 2022年起，規劃請外部專家每年定期查驗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未來基準年之指標設定為 2021年度。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202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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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類別與因應方案：

風險類別 風險構面 風險內容 因應方案

 

 

轉型風險

技術 低碳轉型成本支出
每年汰換老舊機械設備，雖為達低碳轉型目的而增加成本支出，但提升卸穀作業效率，
優化了服務品質。

政策與法規
溫室氣體相關法規導致排
放成本增加

2021年 9月起導入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成立能源管理小組並訓練專責人員，預
計於 2022年 2月通過外部驗證，未來將持續通過第三方驗證追蹤管理成效。

市場
氣候變遷影響市場供需，
導致客戶進口量減少

整合既有資源發展創新應用之其他業務，如現有空地出租以增加收益；配合國家糧食政
策，協助建置國家儲備糧庫供應鏈調控佈局及建立安全庫存機制，以維持國內大宗穀物
基本進口量之穩定需求。

 

 
 

實體風險

長期 海平面上升、海嘯
• 藉助產物保險機制分擔部份災害損失風險。
• 訂定港埠穀倉「海嘯緊急應變計劃」。

立即 颱風（颶風）與暴雨
• 藉助產物保險機制分擔部份災害損失風險。
• 制訂「穀倉作業一般安全措施及緊急應變辦法」。

2.2.2  環境與能資源管理

東森致力於降低營運所造成之環境衝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我們制訂環境管理政策，達成以下五大環境承諾：
環境管理

遵守政府環保及能源管理
法令與相關規範；配合東
森經營策略，展開環境保
護承諾。

力行節能減碳政策，持續
汰換老舊耗能設備以提升
作業效率及推動節電措施。

發展綠色營運管理，提升
能資源使用效率並減少耗
能，精進減廢與回收再利
用措施。 持續改善穀倉作業環境粉塵，

維護穀倉作業環境衛生安全。

落實溝通協調與環境教育
訓練，逐步強化綠色供應
鏈管理。

02  開創綠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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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東森在積極倉儲設施以及各事業體的辦公區域落實綠色管理措施，打造環保、節約、節能的綠色永續工作環境，2021年我們針對倉儲設施與東森辦公區域的環
境管理成果請參考下表：

區域 行動項目 行動內容

倉儲設施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 更換 LED燈管、照明設備、變頻式空壓機、高效能 IE3 馬達、高效能變壓器及線路等設備。

• 執行需量競價措施與改善功率因數措施。

• 採購紅外線熱像儀，協助提前發現異常檢修以減少能源消耗。

• 設定吸 (卸 )穀機作業效率，並逐月檢討每噸用電耗能。

• 持續取得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認證，以提升能源使用績效。

粉塵逸散管理

• 汰換作業效能較低之老舊集塵系統設備，同時定期針對吸穀機、機械塔集塵器、濾布袋，斗昇機底部、中繼儲
料槽等設備執行清潔作業。

• 增加作業廠區粉塵清理及廠區巡檢頻次及出倉作業區增設防塵網、灑水設備等措施。

• 採購粒子質量濃度計數器來輔助監控作業區之環境粉塵濃度。

優化出倉作業流程 降低卡車等待時間，減少廢氣排放量。

降低用水量 2021年四座穀倉總計用水量減 2,895公噸，較 2020年降低 14 %。

空調節能
• 實施空調運轉控制：夏季辦公室空調溫度維持 26 度，冬季開啟窗戶導入外部空氣減少空調使用增進節電。同時
增設節能循環扇，改善空調運轉效率並提升空氣品質。

• 空調冰水主機管理，於每日 07:00 前及 18:00 後的離峰時段關閉系統增進節電。

辦公區域

節約能源
• 汰換 LED 燈具，並提早關閉空調冰水主機。

• 媒體事業大樓全面使用節能標章燈管 (T8/LED)、攝影棚逐步汰換傳統鎂光燈改為 LED相關設備、汰換電腦螢幕
使用 LED節能背光之螢幕。

減少廢棄物與紙張
用量

• 辦公室全面停止提供紙杯及杯水，倡導員工自行攜帶環保杯，特此獲得臺北市政府頒發感謝狀。

• 導入電子化表單與線上簽核系統，降低紙張使用率，剩餘紙張全面使用回收紙，並降低紙張使用率。

環境政策宣導
梯廳增設電子布告欄宣導東森及政府政策，加強宣導永續環境保護政策，如節能措施及資源回收再利用，以加強
綠色生活觀念及行動。

空調節能 定期清洗空調廂、送風機之濾網，以確保空調效能維持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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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致力於落實節能與各項環境資源的管理，以成為推動環境永續的一份子。2021年，我們加強了多項在能源及資源管理上的作為，針對節能投入的經費與效益如下：

投入經費

1,022 萬元

效益

年節省
773,881度 電

年減少
388,489公斤

CO2排放

總數更換電容器，改善功率因數

投入經費 35.4萬元

效益 年節省316,675度 電
年減少158,971公斤 CO2排放

更換 2台高效能變壓器

投入經費 428萬元

效益
年節省57,856度 電
年減少29,044公斤 CO2排放

電力需量競價措施

投入經費 0元

效益 年節省275,016度 電
年減少138,058公斤 CO2排放

辦公大樓使用之照明設備採用 
高效 LED燈具 295組

投入經費 17萬元

效益
年節省39,358度 電
年減少19,758公斤 CO2排放

投入經費 470萬元

效益
年節省53,290度 電
年減少26,752公斤 CO2排放

更換 3 台 100HP 變頻式
空壓機乙台

更換 5 台 IE3 高效能馬達

投入經費 71.6萬元

效益
年節省31,686度 電
年減少15,906公斤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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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再生能源 (柴油 )

2019 2020 2021

其他非再生能源排碳量估算 (範疇一 )（公噸）

38.23

35.53

38.38

倉儲事業 (公升 )

14,620

13,590

14,680

近三年東森倉儲及媒體事業能源耗用量統計：

21,655,600

21,182,800
21,419,631

倉儲事業 (度 ) 媒體事業 (度 )

1,776,000

1,847,000 1,844,900

外購電力排碳量估算 (範疇二 )（公噸）

11,926.68

11,560.96
11,678.79

2019 2020 2021

註：

1. 2019年至 2021年倉儲及媒體事業
皆無外購綠電等再生能源。

2. 電力排放係數採用能源局公告之係
數 2019年 0.509 及 2020年 0.502 
( kgCO2e/kWh )。

3. 柴油排放係數參考溫室氣體排放係
數管理表 ( 6.0.4版 )估算之係數 
2.6146 ( KgCO2/L )。

外購電力用電量 (不含綠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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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因為氣候的變化，不可預測的缺水和暴雨越來越頻繁發生，我們也重視水資源的管理，採取多項節水措施，確保水資源的有效運用。

事業 水資源管理作為 執行成效

倉儲事業
辦公區域改善空調水塔水位浮球開關，避免不必要的溢水、定期檢查大樓管線破損漏水處、使用
省水標章設施設備 (如汰換水龍頭更新為省水裝置 ) 、定期監控用水量、實施節約用水配置及管
理、加強節水宣導及員工用水行為教育。

2021年相較去年減少 2,895公噸用水，年節
省 14％。

媒體事業 辦公區域定期檢查大樓管線破損漏水處、加裝水龍頭省水裝置。
2021年總用水量 8,308公噸，相較去年減少
324公噸用水，約下降 3.8%。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證書

ISO 50001訓練課程

第二階段稽核

能源管理

導入規劃

依 ISO 50001國際標準建立的能源管理系統之運作重
點包括：「建立完整的策略規劃」、「籌組跨部門的
管理團隊」、「制定文件化管理程序」、「展開有效
的行動計畫」及「定期實施監測與量測」。

導入目標

• 2022年第一季完成高雄兩座穀倉 ISO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的輔導及驗證。

• 2022年第三季完成台中兩座穀倉 ISO 50001能源
管理系統的輔導及驗證。

25,907

20,413
17,518

取水量（公噸）

2019

2020

2021

近三年東森倉儲事業水資源管理作為與取水量統計：

水資源取得來源

自來水（地表水）

主要用水用途

• 冷卻水塔
• 環境清潔
• 減少粉塵

• 辦公區用水
• 消防用水

排水方式與相關管理作為

港區排水，確保排水設施順
暢及維護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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