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精工

微笑統一 幸福企業
文‧圖︱統一精工 台中業務部‧胡富全

我是統一精工大里二站站長胡富全，來自於生產荔枝聞名的彰
化芬園，成長於傳統嚴父慈母的家庭中，但爸媽採取民主式的
教育，加上自己熱愛打籃球等原因，因此，培養出樂觀積極開

■

選擇走出家中事業，在精工闖出自己的成績

■

帶領伙伴們展現熱情及微笑

朗的態度來面對一切。
父親的成就不等同於我的成就，所以富全選擇走出家中的事業，
2008 年，美國發生雷曼兄弟的金融風暴，這對於一個剛退伍的

在精工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成績。

年輕小夥子來說，心態上產生不少衝擊，尤其是面對未來的不
2012 年，富全憑藉自己的興趣，導入了打籃球的態度於工作上，

業，包括自家經營的塑膠射出業，很多人總會疑惑地問我說：

從工讀生的青澀、擔任領班時的摸索、一路走到站長，這段成長

「富全，你為何不直接做個現成的小開呢？」我總是會笑笑著

淬鍊的過程，讓我更深一層地體會如何領導團隊營造站體，透過

回答：「一個人的成就，就看他對人的態度、對事的抉擇。」

差異化的精緻服務，建立起以客為尊、以站為芳鄰的 Smile 速邁樂

品格

確定性，的確是一個挑戰！在這期間，富全也經歷了許多產

加油中心。

大里二站加油站位於市區，雖然有著先天上站體的局限，原本僅
提供加油服務，但自接任站長後，導入了全手工洗車、專業打蠟
的服務，加上貴賓室的建置，為開車族的民眾提供了一次到位的
生活提案。富全抱持著「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經營態度，並
帶領伙伴們展現出熱情及微笑來面對顧客！我們的「堅持」總是
能從客人嘴角揚起的 Smile 來獲得回饋，這一切是值得的。

■

4

導入多元服務，開拓大里二站的無限商機

2017 De c em b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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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統一

九年成長 感恩有你
文‧圖︱新疆統一 生管安全課‧馬小田

2017 年是自己身在統一的第 9 年，和大家一樣，日常做好自己的
分內工作，盡責盡力地去完成。雖然很平淡，但在統一的點點滴
滴讓我心裡滿滿都是感恩，是朝夕相處的同事教會我什麼是協
作，是嚴厲的主管教會我什麼是嚴謹、什麼是一絲不苟。正是身
邊一個個勤勞的統一人教會我：「跟上改變的步伐，用心就會有
收穫。」

品格

9 年成長，感恩有你；
■

我時刻做好準備，迎接每個機會

■

從單身一人，到現在找到幸福伴侶

祝福統一，生日快樂；
希望下一個 50 年更好。

2005 年，隻身一人懷揣夢想來到這個離家較遠的城市求學，開
始了「自管自」的生活。對於「90」後的我來說，自己多了份
成熟與穩重，我沒有像同齡孩子的瀟灑和父母在身邊的依靠，
因為我知道從離開家的那一刻開始，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靠自
己。

2008 年畢業後加入新疆統一這個大家庭，這一路走來就是 9
年。回顧過去的 9 年，經歷了從一個新入職員工，到現在被新
員工叫作「老員工」；從一個崗位，調崗到不同崗位；從單身
一人，到現在找到幸福伴侶。雖沒有轟轟烈烈的事情可以炫
耀，但收穫頗多。伴隨著公司變化與成長，積極主動嘗試新的
事物，從各方面提升自己更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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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再一次主導戶外拓展活動，與第一次相比，各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2017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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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資訊

精采畫面也可以隨時印成明信片，寄給親朋好友分享喜悅與保存

一起營造新關係 共創生活新價值

回憶。

ibon 便利生活站結合了 ibon mart、ibon moible，儼然又呈現出另

文‧ 圖︱安源資訊‧林宸碩

一種創新的新關係，非但融合了社交、購物、遊戲、媒體等服務
模式，同時致力於贏得顧客信任，帶來正直、尊重顧客、重視品
■

ibon 提供明
信片列印與
多語系服務

質這樣的服務質感。除此之外，具有鼓舞消費者、提供情感的連
結與支持，成為生活中的好幫手、好伙伴。

此外，統一企業集團所辦的各項活動皆秉持著與社會及顧客共創
生活新價值的理念，帶給大家濃郁的幸福感，例如：統一企業主
辦「千禧之愛‧彩繪自然‧統一獎全國兒童媽媽寫生比賽」以及
統一超商募集善心捐款支持「飢餓三十」、舉辦 7-ELEVEN 一日

品牌

小店長體驗活動，帶頭做公益，真心誠意、一步一腳印地努力耕
耘，也拉近了社會間你我的關係。

統一超商傳達給我的信念跟態度，讓我從工作中
這些年來，一路跟隨著統一企業集團一起生活與成長，雖然每

也見證了不只要具有同理心，讓自己也融入顧客

天忙忙碌碌地處理大小事，但總是能非常安心與有自信地度過

情境，更要用心去體會自己與顧客的關係，為別

每一天。統一超商引領著我們一起改變思維與行為模式，讓生

人著想，並且提供真正的服務創新。從 ibon 的

活中的不易變得更便利，帶給消費者一個值得信任、放心、和

經驗來看，它展現了消費者內在的需求，落實

善與舒適的使用環境，各項服務及商品也都是與時俱進，提供

在最方便的操作方式上，就是創新消費者的生

許多便捷和與眾不同的服務。產品的多樣化、豐富度，一站到

活型態。它是有溫度的虛實整合平台，亦是集

底，一次解決生活上的所有大小事。

體想像交互感應所形塑的心靈空間。

ibon 便利生活站的導入更加實踐了社區服務中心的理想，推出

這些突破，是創新的泉源，非常珍惜在集團

許多便利及優惠的服務，虛實的整合，不但解決了實體店面飽

工作的點點滴滴，相信在統一企業集團的大

和的問題，更透過虛擬平台創造了無限商機，連外國朋友都說

家庭裡，必能創造更多璀璨的未來！

非常好用跟方便，不只是可以購買交通票到處遊玩，出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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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 ibon 不只提供服
務，而是有溫度的待
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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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誕生，開啟高優質鮮乳時代
的來臨。挾著對產業的熱情以
及對自我的期許，瑞穗鮮乳精
選全台優質牧場乳源，從源頭
開始層層把關，如此用心，只
為讓每一滴鮮乳都香純實在。
也因為瑞穗鮮乳的用心與堅
持，至今已成為冷藏鮮乳市場
■

瑞穗鮮乳堅持每一滴鮮乳都用心製作，才能讓消費者喝到口口香純

瑞穗鮮乳

從平凡到優質的美麗蛻變

瑞穗鮮乳與酪農伙伴一起用心把關品質

為了維持市場領導品牌的優勢，也為了透過自我檢視以尋求持續
性的成長，2017 年瑞穗鮮乳參與世界知名且具公信度的「比利時
Monde Selection 世界品質大賞」及「比利時 iTQi 風味絕佳獎章」
兩項認證，並分別獲得金獎與二星獎的殊榮，代表瑞穗鮮乳不僅

品牌

文‧ 圖︱統一企業‧王郁婷

■

第一大品牌。

在台灣市場獲得消費者的肯定，同時也獲得國際的認可。

早期，台灣社會飲用冷藏鮮乳的習慣仍不普遍，一來是民眾生

未來，瑞穗鮮乳會繼續秉持『香純，來自用心』的精神，努力做

活水準不高，二來當時的冷鏈運輸系統未臻完善，但鮮乳卻是

好每一滴鮮乳，提供消費者更高優質的享受。

民眾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營養補給來源，一杯新鮮的鮮乳之於民
眾而言，那可謂奢侈的享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5 年統一以初生之犢的精神進入冷藏鮮乳
市場，希望讓『喝一瓶新鮮的鮮乳』不再是奢侈的期盼。統一
雖不是以先行者之姿進入鮮乳市場，但經過不斷的學習與努
力，生產鮮乳的新市乳品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通過 GMP 認證的乳
品工廠，對我們無疑是一大肯定。

隨著生活水準提高，消費者不再滿足於市場上既有的一般鮮
乳，而是期待更高品質的產品，於是，瑞穗鮮乳品牌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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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鮮乳於 2017 年獲得兩項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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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台中市政門市

閃耀交錯的美好咖啡時光
文‧圖︱ 統一星巴克

抬頭望向整個空間，不禁讓人發現它巧妙地利用像藝術品般的燈
飾及古銅暖色系陳列架由低至高的線條交錯，營造出層層疊疊的
空間感，光影折射其中，在眼中猶如閃耀著魔幻般的獨特效果，
讓人彷彿置身於閃耀交錯的美好咖啡時光，如同在博物館中享用
咖啡般的精緻感受！

品味

■

充滿設計感的光影變化

2016 年 2 月開幕的「市政門市」是首次進駐台中市中心的車道
門市，不僅呼應鄰近台中歌劇院的現代感與大片綠地，門市特
別以搶眼、極簡的三角幾何造型作為獨棟造型外觀，並在表面
細膩地使用白色石頭漆噴法處理，牆面切割成大大小小、不規
則的開口形狀，再透過鏡面反射，讓光芒進入門市，光影隨著
日昇日落形成自然變化，不但兼具設計感，更讓建築設計能融
入當地環境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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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眼的外觀，與台中歌劇院的現代感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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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門市後，映入眼簾的是與
清水岩營地如出一轍的入口景
觀，懸掛名為「社腳營地」的
牌坊。搭配森林風格的布景，
彷彿讓人置身其中，可以洗淨
一天的疲憊。許多住在鄰近的
居民皆讚許這樣的情境，彷彿
■

真實的營地就隱藏在門市裡。
■

總經理於今年 「 7-ELEVEN Day 」蒞臨
指導

如同旅客駛進營地入口處般的意象

統一超商‧社腳門市

熱情奔放的露營風

另一方的用餐區，則是充滿了濃濃的中南美洲野外風格，來訪的顧
客可以一邊品嚐著 CITY CAFE，彷彿身處於熱情奔放的異國情
境。

文‧圖︱統一超商‧徐慧儒

品味

本門市也為大家創造許多愉快的回憶，而每次的小商圈活動、每次
的貴賓參訪過後，會將訪客的足跡深深地烙印在門市的專屬空間
7-ELEVEN 社腳門市位於八卦台地山麓下的山腳路上。古書記

上。

載此地：「青嶂環遶，樹木陰翳，曲逕通幽，秋壑之勝，恍若
畫圖。」如此可知行經門市時，儼然進入桃花源般令人心曠神

最後，本門市希望深耕地方、融入在地，如同統一企業集團深耕臺

怡。由於鄰近知名地標「清水岩營地」，因此本門市以「露

灣半世紀一樣，與統一企業集團一起迎接下一個 50 年。

營」為主題，在總公司精心規劃下設計門市風格，打造別出心

祝福統一企業集團 50 週年生日快樂！

裁的門市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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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社腳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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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彿踏進森林般的身歷其境

用餐區充滿了熱情奔
放的中南美洲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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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雲桐門市

喝咖啡賞美景 營造慢活時光
文‧圖︱統一超商

豔麗的花朵佇立於莿桐鄉孩沙里的花海中，搖曳生姿，美不勝
收，每年吸引大批觀光客來此欣賞花海，而同樣位於莿桐鄉的
雲桐門市，不僅縈繞濃濃咖啡香，還有難得一見的仿戶外咖啡
館。

空間改變 用餐感受也改變
「喝咖啡一定要來小七喝，才有 FU 啊！」不少造訪莿桐鄉的

品味

遊客及在地居民都表示，位於住宅區裡的雲桐門市，於去年 12
月結合莿桐鄉刺桐樹的特色改裝開幕後，仿戶外咖啡店用餐空
間遂成了他們最愛的一隅，只要在這點上一杯 CITY CAFE，坐
在裡頭就有置身庭園咖啡館的慢活質感享受！

突破空間限制 增加來客互動
「雲桐門市的空間為長方形，相較於一般三角窗門市，視覺空

令人想佇留的歇息空間

來雲桐門市
來個氣質之旅吧！

間在先天上就受到限制，會被窄化！」雲桐門市店長胡雅淇指

莿桐鄉最迷人的時刻，就是位

出，「在門市進行改裝後，

於 156 縣道旁，一年一度的

讓空間增加視覺延伸效果，

「孩沙里花海季」。除了觀賞

客人喜歡坐在這裡享用咖

數大就是美的花海盛況，店長

啡，停留時間變長，自然就

及門市伙伴還建議，孩沙里還

會增加伙伴與客人互動聊天

有精美的壁畫可以欣賞。最重

的機會。」這促使即便身處

要的是，別忘了來一趟雲桐門

住宅區，雲桐門市 CITY

市，喝喝咖啡，感染美的氣

CAFE 仍能創造佳績。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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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裝後，空間感拉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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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花海之餘，別忘了來喝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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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桌，讓許多鄰近學校都當
作鄉土生態教學的集合點。瓏
馬門市同時具備了購物、遊
憩、教學的三重功能，是近期
台北市最有特色的門市。

店經理鄭伊婷是一個從南台灣
上來北部打拼的年輕加盟主，
■

台灣原生特有鳥類圖鑑

統一超商‧內湖區瓏馬門市

都市裡的一抹綠

■

塊北台灣的稀有淨土，其清靜

年，鄭店經理也相當興奮，在

的環境讓她有回家的感覺，心

此重要歷史點與母企業同步革

動後便毅然投入瓏馬門市經

新前進，除敬祝統一企業集團

營。這三年全程參與瓏馬門市

生日快樂外，也希望能站在巨

的改造蛻變，也獲得鄰近住戶

人的肩膀上，開展自己事業的

的好評，適逢統一企業五十週

一片綠原。

品味

文‧圖︱統一超商‧胡大綱

都市裡的一抹綠

一接觸五分埤濕地時就愛上這

您能想像在水泥大廈林立的台北市，有一塊能兼
具休閒、生態保育的都市淨土嗎？台北市五分埤
濕地生態園區就是這樣一個的好去處。而統一超
商內湖區瓏馬門市就坐落在園區的外圍，成為這
片綠原上最耀眼的珍珠。

五分埤濕地是台北市近年來知名的生態整治園
區，除了保有完整的親水生態，也是低海拔台灣
特有鳥類的觀賞勝地。統一超商瓏馬門市於今年
度完成革新改造，於初規劃時便融入園區設計的
概念，將座位區的牆面規劃有多種台灣常見鳥類
的圖示與解說文字，讓鄰近顧客到店休息時能更
瞭解其鄉土特色。此外，寬敞的空間配有十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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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長桌

■

全國領先導入的智取櫃

2017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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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康是美

■

圖：統一精工

■

圖：統一超商

■

圖：統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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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員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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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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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世紀

■

圖：統一多拿滋

■

圖：捷盟

■

圖：統一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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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員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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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第 12 屆的「OPEN！大氣球遊行」，已成為全台最重要的年
度親子盛會，今年遊行隊伍以 LOVE LOVE OPEN 為主題發想，
分成四大愛的主題隊伍，第一大隊為高雄的愛，第二大隊為美麗
的愛，第三大隊為溫暖的愛，第四大隊為 OPEN！的愛，並藉由
「愛‧Sharing」理念，將這四種愛分享給大家。而今年的大氣球
數量為歷屆最多，統一超商的 OPEN！家族，美麗事業的雪鈴兔
波波、統一麥香以邁向未來打造的火箭、幽浮、星球、星星，
黑貓宅急便的庫樂貓、雪樂貓，以及其他卡通角色：蛋黃哥、

第十二屆 OPEN！
大氣球遊行，LOVE LOVE OPEN！
超過 60 萬人次共同參與，「愛‧Sharing」
文‧圖︱統一超商

由統一企業集團主辦，於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時代大道舉辦的
大氣球遊行系列活動，已是每年歲末年終最受矚目的城市行銷
活動。12 月 16 日「第 12 屆 OPEN！大氣球遊行」和 12 月 17
日「OPEN！ RUN 氣球路跑」，以「LOVE LOVE OPEN！」
為主題，藉由遊行及路跑的舉辦，帶動高雄觀光的人潮，擴大
角色行銷經營規模，讓統一企業集團深根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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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遊行隊伍以 LOVE LOVE OPEN 為主題發想，統一集團美麗事業為「美麗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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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事業的雪鈴兔波波

■

Hello

Kitty、My

Melody、小小浣熊、卡

統一超商的 OPEN！家族

愛的手勢將愛分享出去，大氣球也隨之旋轉，讓 OPEN！家族與
社會創造最有愛的溝通與分享。

娜赫拉的小動物、史努
比、拉拉熊、小熊學

為將全台優秀的表演團體匯集在此，首度於遊行前舉辦表演團體

校、海綿寶寶，還有網

徵選活動，歷時兩個月，經過北高兩地 19 組團體的激烈徵選，精

路人氣插畫角色：馬來

選出 6 組團體參與演出，高校組匯集了「北一女中」、「建國中

貘、爽爽貓、奧樂雞初

學」、「啟英高中」的熱舞社團，混齡組匯集來自台北的「動手

次登場，讓活動現場的

動腳」、「逗，Jump！」、來自高雄的「Bik Family」的舞蹈教

大小朋友為之瘋狂拍照

室，分別擔任四大隊的遊行隊伍，並特別請他們於表演內融入

紀念，上傳打卡分享，

「愛‧Sharing」的舞蹈，帶動所有觀眾一起跳，創造萬人在時代

同時為增加民眾與大氣

大道齊跳「愛‧Sharing」的盛況。

球的互動，每當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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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美麗時尚的雪鈴兔波波出場

2017 De c em b er

喊出「LOVE LOVE

此屆遊行隊伍展現動員超過 1,500 人遊行團隊，彙集高雄在地演出

OPEN」，全場一起比出

團隊及學生團體，展現關懷在地生活的企業高度，第一大隊高雄

2017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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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由陳菊市長領軍，邀集高雄市府團隊、高雄捷運等團隊
組成，並在網路上號召上千名高雄民眾攜帶毛小孩一起參與遊
行，讓大家不再只是觀眾，而是有機會成為遊行團隊的一員，
讓 OPEN！大氣球更加深植觀眾心裡，而去年曾參加的高雄雙
層觀光巴士，這次載著台北世大運的中華英雄向兩旁的民眾揮
手致意，民眾也展現高雄獨特的熱情回饋給所有表演團體，真
切感受到高雄的愛。

■

美麗事業同仁隊伍與雪鈴兔帶來最有愛的舞蹈「愛‧Sharing」

第二大隊美麗的愛，則是由統一集團美麗事業的統一時代百貨、
夢時代、統一藥品、康是美、統一佳佳，以及首次亮相的雪鈴兔
波波人偶作為前導，代表美麗時尚的雪鈴兔波波出場向兩側的民
眾打招呼，與美麗事業同仁一起分送小扇子，讓美麗時尚的精神
傳遞給現場觀眾，也展現其優雅親切的身段，讓民眾紛紛拿起手
機與雪鈴兔波波合照，更讓觀眾感受到「愛‧Sharing」的精神，
美麗事業同仁並於兩大表演區，與民眾分享今年最有愛的舞蹈
「愛‧Sharing」，他們的精彩演出，不僅獲得民眾全場歡呼，更
將美麗事業大隊所展現的美麗時尚力量分享大眾。

第三大隊─溫暖的愛由統一麥香領銜，以「麥向未來」為主題，
打造一艘科技感十足的指揮艙，搭配無懼號火箭大氣球及五大行
星大氣球，帶領現場觀眾一起麥向未來，指揮艙花車上載著麥寶
及科技感扮裝的統一 UGJ 校園甜心，兩側還有特殊扮裝的街頭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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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隊美麗的愛以首次亮相的雪鈴兔波波人偶作為前導，展現優雅親切的身段

2017 De c em b er

人與觀眾互動同樂，展現麥香今年遊行的精神─歡樂、群聚，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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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更美好的每一天；參與多年的黑貓宅急便組成一支大車隊，有
吉祥物「庫樂貓‧雪樂貓」、專業的集配車隊和熱情的舞蹈表演
群，這些演出人員皆是真正的宅配員，平時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跳起舞來也相當專業充滿活力，展現黑貓宅急便身為安心、幸福
的傳遞者形象；另外，7-ELEVEN 統一獅隊也是勝於以往的規
模，吉祥物「萊恩」、球員們、UNI GIRLS 組成浩大的隊伍，並
分送小禮物，讓現場觀眾爭先恐後地索取，感受到大家對
7-ELEVEN 統一獅隊的熱烈喜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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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三大隊－溫暖的愛由統一麥香領銜，以「麥向未來」為主題，打造一
艘科技感十足的指揮艙，搭配無懼號火箭大氣球及五大行星大氣球
（下）指揮艙花車上載著麥寶，展現麥香今年遊行的精神－歡樂、群聚

2017 De c em b er

■

統一集團美麗事業大隊展現美麗時尚力量分享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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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Sharing」混搭編曲，先由 OPEN！家族與輔英科大競技啦
啦隊揭開序幕，相互競技，而到了音樂中間則以時下流行的電音
曲風轉場「愛‧Sharing」，讓初次登場的雪鈴兔波波上場帶領觀
眾一起跳「愛‧Sharing」，傳遞分享，傳遞愛。再來遊行大使─

■

OPEN！家族大氣球遊行主角群搭乘舞台車，不斷地向兩側的觀眾一起 LOVE LOVE
OPEN 愛的互動

第四大隊─OPEN！的愛，特別邀請台北汐止夢想社區參與，
由台灣設計師與國外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如來佛手花車」首次
移師高雄亮相，搭配來自屏東的泰武國中、泰安國小、大嘴鳥
森巴鼓隊、高雄鎮陽社區的大小朋友，用高昂的鼓聲及舞蹈，
圍繞在如來佛手花車周圍，展現森巴的熱情活力；大氣球遊行
主角群 OPEN！家族攜手遊行大使─曾沛慈、好朋友─吳若瑄
Ella 與統一 UGJ 校園甜心搭乘舞台車，不斷地向兩側的觀眾一
起 LOVE LOVE OPEN 愛的互動，最後，一如往年，在 OPEN 小將
與小桃大氣球的 Kiss 下，搭配漫天的彩色紙花特效，掀起遊行
高潮，帶給大家前所未有的歡樂與感動。
今年舞台的開場表演特別將 OPEN YOUR DR EA M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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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集團美麗事業同仁於表演區與民眾分享今年最有愛的舞蹈「愛‧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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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沛慈帶來精彩的演唱外，還與 OPEN 小將、LOCK 小醬進行

下的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再來是由曾沛慈、BOXING 樂團、宇

一場趣味的互動，逗得底下的小朋友非常開心，緊接著

宙人、旺福輪番上場熱力開唱，即使今年高雄晚上的氣溫有點

OPEN！家族與穿著溜冰鞋的好朋友─吳若瑄 ELLA、UGJ 校園

低，但仍不減現場觀眾的熱情，氣氛 High 到最高點，讓所有人期

甜心一起唱跳最新歌曲 LOVE LOVE OPEN！，最後再邀請雪

待明年星光魔幻演唱會的再次舉辦。

鈴兔波波上台，與 OPEN！家族帶領台下的觀眾齊跳
「愛‧Sharing」，為此屆的 OPEN！大氣球遊行畫下完美的句

而統一原味本舖為了讓現場民眾在大氣球遊行玩得更盡興，於遊

點。

行前三個小時開始安排小天使沿著時代大道發送冰棒給所有參與
的民眾，至遊行結束共發送出 12,000 支冰棒，讓大家不只看到精

為吸引更多觀眾參與，特別規劃在遊行結束後，舉辦星光魔幻

彩的遊行表演，還能提前收到由原味本舖分享的聖誕小禮物，讓

演唱會，搭配大氣球夜間展示同時進行，暖場演出由咖啡廣場

所有民眾都十分讚賞，更加期待明年 OPEN！大氣球的到來。

特別邀請兩組冠軍學生創作樂團表演，OPEN 小將也特別加碼
首次端出大型魔術秀與觀眾同樂，精彩緊湊的魔幻表演，讓台

今年亦為在高雄舉辦的第十年，活動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注入許
多行銷資源，包含電視廣告、電台廣告、高雄捷運跑馬燈、網路
行銷等，共同傾力推廣此次大氣球遊行，讓整體活動除了吸引超
過 60 萬觀眾聚集觀看以及各家媒體爭相報導以外，遊行實況由
7-ELEVEN FB、7-ELEVEN LINE、LINE TV、udn ulive 四個網路
平台同步直播，吸引超過 150 萬人次收看。不論是 OPEN！家族
與雪鈴兔波波的精采表演，或是統一關係企業的活力演出，或是
現場觀眾的歡笑畫面，都藉由網路直播分享，讓 OPEN！大氣球
的品牌影響力不只有現場，更是擴及全世界，更加確切建立亞洲
唯一最盛大的大氣球遊行品牌，同步展現統一企業對社會的愛與
關懷，讓「愛‧Sharing」的精神感染全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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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家族與雪鈴兔波波為星光魔幻演唱會帶來精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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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全新組別，挑戰更長距離，活動路線上更安排了 OPEN！家族
攜手 UGJ 校園甜心沿途熱情加油打氣；不只如此，沿途還有多處
OPEN！家族裝置拍照點，全程吸睛亮眼，一路從賽道回到主會場
捕捉精彩畫面的手完全停不下來，跑者開心熱鬧的氛圍彌漫整個
高雄夢時代！

全台年度最歡樂路跑盛會的『OPEN！ RUN 氣球路跑』，邁入第
5 年之際，除了如往年的 3K 與 11K 之外，更加開 6K 組別，加開

第五屆 OPEN！RUN
路跑，萬名民眾齊力動起來
文‧圖︱統一超商

每年適逢聖誕前夕舉行的『OPEN！ RUN 氣球路跑』，今年以
聖誕主題再度於高雄夢時代開跑了！邁入第 5 屆的『OPEN！
RUN 氣球路跑』，參與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近 1 萬 2 千名跑者
齊聚這場歡樂盛會。今年除了延續氣球主題外，特別加開 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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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聖誕主題再度於高雄夢時代開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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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年度最歡樂的路跑盛會！

的全新組別在開放報名後的一週內也立即額滿。在今年路線上設
計多處驚喜讓跑者與 OPEN！家族歡樂相遇，包括最有活力的
LOCK 小醬、條碼貓還有小肉粽將偕同最有活力的 UGJ 校園甜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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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OPEN！家族沿途熱情加油打氣
（下）第5屆『OPEN！RUN氣球路跑』，參與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近1萬2千名跑
者齊聚這場歡樂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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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RUN氣球路跑』已成為全台最重要的年度親子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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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道上為跑者加油之外，更以 OPEN 小將代表幸福的三色頭
冠打造了充滿夢想的 OPEN 隧道，在健康跑步的過程還留下難
忘的歡樂回憶；今年的賽道更有另一項亮點，即是 11K 的跑友
都開心地沿著開闊的星光碼頭並伴隨著輕軌的叮咚進站聲響體
驗高雄最美的天際線，還行經高聳的 85 大樓、壯觀的高雄展
覽館以及優雅的高雄市立圖書館，讓參與的跑友一睹了高雄地
標的風采，更為高雄帶來一次印象深刻的城市行銷。

今年 OPEN！ RUN 更別開生面首度於活動前一晚舉辦了限量
100 組跑友加價參與的『星光夜宿夢時代』活動，第一年的星
■

活動前一晚，限量100組跑友加價參與
『星光夜宿夢時代』活動

■

舞台活動吸引眾多大小朋友的目光

光夜宿夢時代共有 400 位大小朋友參加，在 OPEN！ 家族所安排
的 OPEN！ 睡衣派對、OPEN！ 床邊故事中進入甜蜜夢鄉，當小
朋友們熟睡時，主辦單位更用心安排 OPEN！ 家族為營友們的聖
誕帳篷裝飾打分數，起床後每一組帳篷都收到了 OPEN小將帶著
聖誕老公公放在聖誕襪中的驚喜禮物，所有營友都驚呼：謝謝
OPEN！家族，陪伴大家提前渡過了難忘的聖誕節！
OPEN！ RUN 氣球路跑一年比一年受到更多消費者的支持，今年
更結合集團瑞穗鮮乳、新感覺、統一超商、BEING sport 等品牌資
源，希望能讓每一位跑友創造最幸福的感受，留下最感動的記
憶，而今年活動時間適逢聖誕節前夕，更將集團「愛‧Sharing」
的精神放進活動當中，希望參與 OPEN！ RUN 的好朋友，在高雄
這個城市裡，為夢想創造更多可能，每一位朋友也都能成為這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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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家族全程吸睛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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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耀眼最幸福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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