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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的話
東森集團 王令麟 總裁

東森嚴選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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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只要把事情做好，領導則是要做對的事。

面對行動Mobile、網路與AI人工智慧的新世紀，

我總是不斷思索，東森的下一個成長策略是什麼？

墊高看未來的角度，市場擴大了，視野也改變了，現有的思維與策略都面臨調

整，但機會和發展空間也無限延伸，就看我們是否有能力和膽識去迎接挑戰。

未來，我們要為臺灣、為兩岸的影視新媒體及零售事業，創造新市場、新通路

和新契機，不只做到最大，更要做到最好! 讓「東森」兩個字成為一項保證，

為客戶、供應商、合作夥伴和廣大消費者，打造共利、共享、共好的幸福指標

產業。因為，這是大家的東森。



堅持顧客導向，「東森嚴選」就是品質保證，

東森從港埠倉儲事業起家，再積極轉型，逐步

跨入頻道經營、媒體產業和虛擬通路的零售市

場。一路走來，東森總能洞燭機先，從核心產

業出發，尋找下一波成長的新動能。

經由全通路的行銷渠道，東森為臺灣無店舖零

售流通業立下一個嶄新典範。

「東森嚴選」是東森購物的核心價值，也落實

在每一個環節的企業文化中。從前端的商品開

發、品質管控、節目製作、客戶服務、金流安

全到後端的物流配送，層層管控，用心把關，

對消費者負責。準此，「東森嚴選」下的每件

商品，都要通過70項品管檢核，歷來消費者滿

意度都在95％之上。

未來的經濟是利他主義的經濟，「東森嚴選」

正是東森對每一位消費者的「承諾、責任、榮

譽」，也讓「東森」兩個字成為一項保證。

品牌力與好感度是東森最大的資產，未來將繼

續堅持「東森嚴選」精神，以客為尊，提供高

品質的商品與服務，為顧客創造全新價值，也

為企業的發展找到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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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



東森ecKare大事紀

2022正式啓動東森會員消費聯盟
線上網連通 線下商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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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0

美麗結盟 東森x自然美

東森社交電商元年

東森產品人證、物證，更力求科學做見證

成立東森ecKare 力拼超越直銷外商

4月份業績單月一舉突破4億元

2017

2018

2019

2021進入台灣直銷前10大

東森ecKare瞄準保健與美妝市場，以第一年達成一萬名傳銷商加入，20萬會員為
目標，創造至少一萬個機會。

東森與自然美雙強結盟，未來將強攻美容美妝市場，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右）、
自然美創辦人蔡燕萍（左）一起倒香檳慶賀。

2018年開創全新商模網連通，首年營業額即達2,000萬元，每年營業額及新增會
員數均呈現正成長。
2019年3月份舉辦社交電商大會，網連通的營業金額達近5億元，整體產值與去年
相比，營業額與會員數皆達15倍成長。

東森活泉精華膠囊委託台大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系幹細胞與再生醫學實驗室產學
合作，榮獲SNQ國家品質標章。

東森直消電商單月衝破4億業績，締造臺灣直銷史上新紀錄，2021年不僅創下單
月破4億營收高峰，更以30億業績表現擠身臺灣直銷前10大行列，東森總裁王令
麟帶領皇冠級經銷商及一級主管霸氣喊話：2025年要衝500億元。

2021年網連通創造21億佳績，70萬會員透過網連通自

用省錢分享賺錢。2022年商模再升級-線下商店通! 結

合東森全集團資源及挾帶1100萬會員優勢，強勢引導

會員至實體店家消費，讓店家、經銷商、消費者都可

享受到回饋! 東森要做的是不只是自用省錢分享賺錢，

更要讓您連吃飯喝咖啡都可以賺錢，共享會員經濟，

輕鬆開啟您的多元收入!

2021 



店家-您做好服務+品質，東森幫您導流顧客，協助您開創造多元收入
經銷商-擁有開發店家的資格，推薦的網連通會員進店消費皆可分享回潤
消費者- OMO線上線下串聯，讓您自用省錢分享賺錢，皆享回饋賺分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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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看得見! 
商機遍地現 商店通分潤機制

開發推薦獎金: 
超經以上(含)並參加商店通公辦說明會具備開發店家之資格。只要是您成功
開發的店家，東森全體網連通用戶前往該店家消費，每筆消費您皆可獲得1%
的現金獎勵。成為最強開發者，輕鬆成為餐飲大亨！

網連通用戶推薦人: 
不論是推薦新朋友加入網連通會員，或是既有的網連通會員，推薦人皆可獲
得所屬網連通會員，前往任一商店通店家消費的2%現金獎勵回饋。

到店消費網連通會員
網連通會員單筆消費金額皆可得到5%-15%的現金獎勵回饋活動，其折扣%
數依據店家簽訂之合約而訂:

共享共好的分潤機制

基本組:
實體商店提供10%廣告刊登暨系統維運服務報酬，到店顧客享5%消費回饋。

超值組:

優享組:

實體商店提供15%廣告刊登暨系統維運服務報酬，到店顧客享10%消費回饋。

實體商店提供20%廣告刊登暨系統維運服務報酬，到店顧客享15%消費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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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商店通5大優勢

東森協助導客潛在1100萬名東森會員至您的店裡飲食消費，成為您的忠實顧客，並提供東森幣及消費券(視東森全
球實際行銷規劃而定)，養成顧客至店消費習慣，讓您輕鬆獲得忠實顧客，有效提升本店收入。站在巨人的肩膀就
是不一樣!

開店兼斜槓，每位顧客都是您潛在的網連通會員，您可以透過東森提供的加入送500東森幣活動，輕鬆讓您的顧客
變成網連通會員，未來他們的日常生活飲食通通與您有關，讓您提升本店收入的同時，還可以額外創造店外收入、
開啓斜槓人生!

不論您本身是否有開店，透過東森會員消費聯盟，您都有機會推薦東森會員或新朋友成為網連通會員，未來您的
網連通會員購物，不論是來自於東森購物、草莓網、東森網連通、東森商店通指定商品，所有的消費金額通通與
您有關。

優勢1   增加來客數 有效提升人流及金流

優勢2  打造多元收入 開啓斜槓事業

優勢3  有開店 沒開店 都可以獲得現金獎勵

您也可以分享東森會員消費聯盟-商店通給鄰近店家，創造東森餐飲一條街! 只要您成功開發店家，東森每月回饋您，
網連通會員至該店消費的1%利潤，從知名餐廳到平民美食(夜市)，您可以是知名人氣餐廳的開發者、更可以開發
整條街，開拓您的生財來源。

優勢4  拓展生財渠道

分眾傳媒遍佈全台6大都會區。
全台超過12000棟樓宇設有分眾傳媒電梯廣告【https://www.eiptv-eips.com/Post/Post1?m=y】，根據調查97%住
戶搭乘電梯時會觀看分眾媒體廣告; 88%住戶在看完後會搜尋訊息;28%的住戶會購買或前往該店家消費。運用分眾
傳媒的廣告效益，有效提升到店的來客數!

優勢5  新媒體助攻 分眾傳媒推升商店通

※「商店通」相關活動辦法、資格認定或獎勵回饋等，應以營運事業手冊規範及東森全球之解釋及認定為準。

潛在1100萬 東森會員

來店消費的顧客

您的店家

您的店家 創造
額外收入

協助導客
培養您的忠實顧客

利用加入
送500東森幣

活動契機

讓您的顧客
加入網連通

成為會員

顧客消費
獲取收入



東森幣強勢落地! 精準真實、在地化消費的導客方案，邀請東森會員至全台商店通吃吃喝喝，創造話題
吸引東森會員前往! 以前只能在網路上用，未來線下商店通也能折抵使用！超強行銷方案規劃醞釀中。

有免費就有消費! 專為店家準備的消費券活動，東森發送消費券給網連通會員，再運用不定期的超級會
員日，將會員持續導客至店家消費。

讓顧客看見您的店
超強行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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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總裁請客

超級會員日

店家介紹資訊將刊載於ecKare APP商店通專區，當東森會員享受完您店內的美味佳餚後，可為您的店
留下美好經驗的回饋評比，除提升您的店的能見度外，並有機會於商店通『推薦版位』被刊登。

會員分享 回饋評比機制

啟動新媒體和網路力量，ET today新聞雲，每日1800萬人次點擊率! 
商店通的優良店家，將有機會接受東森ET today的專訪宣傳，讓全台
灣都看的到您的店!

媒體推播 有機會榮獲ET today的專訪宣傳

＊相關行銷方案，應以東森全球實際公告、施行活動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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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入會，即享有豐富資源，每月$4500元(一年)，即可掌握潛在
東森1100萬會員的人流、金流及媒體資源! 

推薦5個店家加入商店通，開啓斜槓收入!!

加入商店通
可以輕鬆回本

商店通申請流程

1、以超經入會，即符合商店通申請資格

推廣期間僅酌收一次性系統建置
費用$2800

2、簽訂商店通合約
       商店資訊上架ECP

您可購買專案分眾超經套組或購買其他超經套組，讓您的事業贏在起跑點！



實體店家給點操作介面 3步驟

用最簡單的方式
串起商店通

消費者累點操作介面 4步驟

OOO

OOOOO

OOO

第一次吃大名鼎鼎的ＯＯＯ牛肉麵
真的非常好吃！尤其是肉嫩鮮美吸
飽湯汁！非常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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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需要額外購買機器設備、POS機等，只要一支手機累點給點
就是這麼簡單!

OOO

OOOOOO

OOOOOO

OOOOOO

OOO

OOO

輸入消費金額1
出示QR-Code
給店家掃描

2 查詢累積點數3

商店列表1 掃描消費者QR-Code2 店家確認給點3

推薦＆評論4



服務據點

聯絡我們
客服專線：0800-013-557(週一至週五 10:00-19:00)

電子郵件：eudservice@eud.com.tw

APP聯絡方式：功能清單 >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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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培育中心

復興培育中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2:00-21:00）
客服專線：0800-013-557
地        址：10491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260號4樓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客服專線：0800-013-557
地        址：235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58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2:00-21:00）
客服專線：0800-013-557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72號7樓

台北總部 台中培育中心

高雄培育中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2:00-21:00）
客服專線：0800-013-557
地        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一段
                  88號12樓之1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2:00-21:00）
客服專線：0800-013-557
地        址：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5號
                  23樓之1

東森ecKare
FB

東森ecKare
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