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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永齡健康基金會 聯手做公益

百家7-ELEVEN智慧健康小站
引進永齡「H2U健康ATM」
開啟「門市量 手機查」智慧健康生活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2018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各大媒體所形容的「強強聯手做
公益」，就在鴻海科技集團郭台銘董事長與統一集團羅智先
董事長一起為旗下的「永齡健康基金會」與「千禧之愛健康基
金會」站台，共同宣布攜手合作下揭開。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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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小站系統即日起於全台 19 個縣市 100 家 7-ELEVEN 採

應邀出席的觀禮貴賓

用永齡健康基金會的「H2U 健康 ATM」設立智慧健康小站，
讓鄰近的社區及民眾皆可享受永齡健康基金會所提供的智能量測
設備，展開「門市量，手機查」的雲端智慧健康管理生活。

除了兩位董事長親臨現場外，統一集團美麗事業高董事長、郭夫人
曾馨瑩女士也都出席本公益發表會，以行動支持兩集團的健康公
益事業合作，形成難得的畫面。郭夫人本次還親自擔任健康公益
大使，於台上推廣與示範「H2U 健康 ATM」多項功能，同時也於
發表會前赴 7-ELEVEN 門市拍攝公益廣告「健康，請坐！」，於
本公益發表會上首播，邀請民眾未來多到這 100 家 7-ELEVEN 千
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使用機台，每天幫健康把關。此外，兩邊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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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科技集團
郭台銘董事長
以及統一集團
羅智先董事長
宣布強強聯手
做公益

邀出席的觀禮貴賓也都是與本案最相關的重要長官，如千禧之愛
健康基金會蔡克嵩董事長（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孫璐西常務董
事（台大食科所名譽教授）、統一超商陳總經理、黃副總經理；
統一企業黃副總經理等貴賓。永齡健康基金會則邀請到鴻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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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呂芳銘副總裁、永齡健康基金會吳良襄副董事長、尹彙文
執行長等貴賓。

本次公益發表會上兩基金會一起送給國人的健康好禮—千禧智
慧健康小站「H2U 健康 ATM」，是台有複合量測功能的健康
智能設備，軟硬體由永齡健康基金會設計，再合力開發使用介
面，兩年來雙方皆投入了大量集團資源。於千禧之愛健康基金
會這端，除了最重要的統一超商情報系統部，數位服務部、
統一資訊公司、整合行銷部，乃至於營運企劃部、工程科技部、
安源資訊公司等皆有相當的參與。因為機台是放置在
7-ELEVEN 裡，故特別串接了 OPENPOINT 會員系統，民眾可
作不記名量測，亦可以 icash 2.0 卡或手機號碼登入及儲存。若

■

機台放置在 7-ELEVEN 裡，
特別串接了 OPENPOINT 會員
系統，民眾可作不記名量測

■

民眾體驗「H2U 健康 ATM 」，這是一台有複合量
測功能的健康智能設備

食、運動、就醫個人化健康建議報告，讓民眾無論是居家自我健

健康數據傳輸儲存於雲端，省去手抄紀錄的麻煩，且紀錄還可

康管理或就診時與醫師討論皆非常方便。

新聞焦點

用手機下載並登入「ibon APP -千禧 i 健康單元」，還能將個人
完整保存，用手機就可隨時查詢。目前機台開放量測的功能有
血壓、心跳（脈搏）、

公益發表會上，郭董事長表示：「我們首先要感謝千禧之愛健康

體重、額溫，搭配民眾

基金會常務董事、台大食科所孫璐西名譽教授的牽線，促成雙方

觸控輸入的腰圍與身

的合作。現代人總是把一年一度的健康檢查當作是自己唯一的健

高，系統還會自動演算

康管理工具，但卻忘了健康其實是每天的事情。人總是在失去健

BMI（身體質量指

康後才知道寶貴，沒有健康，一切歸零。這次的合作，最主要是

數），可協助民眾判定

因為統一集團自高創辦人創立開始，即長久堅持正派誠信與『三

自己的體位是否屬於正

好一公道』的經營理念，且統一超商深入全台社區，因此希望透

常範圍。

過這次合作，讓民眾的健康服務不打烊。」羅董事長則特別表
示：「我們都會說健康最重要，但很慚愧的是我們忙到忘了把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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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孫璐西常務董事
（台大食科所名譽教授）上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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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功能外，還可

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沒有好好照顧自己，更沒有照顧我們

透過 7-ELEVEN 的雲端

的親人朋友。基於這個信念，統一在 15 年前就成立千禧之愛健康

列印功能列印出歷史紀

基金會，並在 10 年前陸續於 7-ELEVEN 設置了 676 家千禧健康小

錄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站，為國人代謝症候群、腰圍健康努力。或許也因為我們的努

醫學專家團所設計的飲

力，讓鴻海選擇我們做為公益夥伴，這次還給了我們機關槍和大

2018 Ma r c h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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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讓我們在健康管理上如虎添翼，使民眾能以最方便的方式
照顧自己和親友的健康，並在壽命越來越長的情況下保有更好
的生活品質。這次非常榮幸能得到鴻海的肯定和支持，雙方花
了兩年的時間一起開發這個平台，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合作接觸

2018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

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 8 大名師聯手
獻藝烘焙四季饗宴

到更多的民眾。」
文‧圖︱統清股份有限公司‧麵粉部

本次公益發表會由統一企業公共事務室及統一超商公共事務部
協助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舉辦，主持人由統一企業糕點事業組
林政璋經理及永齡健康基金會媒體公關室沈佩君經理共同擔

2018 年 3 月 15 日到 3 月 18 日統一集團於台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

任。在兩位主持人穩健詼諧的帶領下，生硬的雲端智慧科技及

隆重登場，精心打造占地約 540 平方米的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

健康量測設備也變為輕鬆有趣的話題，特別是在白色情人節的

館。天津、上海、越南的統一麵粉及張家港統清烘焙油脂也回台

這一天，郭董事長與羅董事長竟發現兩人皆不約而同選擇了由

展示海外成果，展現『台灣出發、海外服務』的企圖心；此外，

愛妻挑選的同品牌同款式球鞋，不但帶給全場甜蜜的氛圍，也
新聞焦點

顯現兩位董事長對美好事物的品味及健康公益都有相同的默
契。最後兩位主持人還共同宣布 3 月 24 日（六）上午 9 點至
12 點，百家 7-ELEVEN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將舉辦「智慧量健
康」活動，當日除了教民眾如何使用機台並免費列印贈送個人
化健康建議外，只要來量就送永齡及千禧準備的精美小贈品，
完成流程者還可獲 CITY CAFE 中杯熱拿鐵一杯。此外，為了
鼓勵民眾培養量測習慣，統一超商自 2 月 1 日起也大方地送出
OPENPOINT 點數，只要民眾用 icash 2.0 卡量就送 100 點，
OPENPOINT VIP 更送 300 點，且響應醫界及高血壓學會的呼
籲，早晚來量一次都可贈點，最快 18 天即可兌換一杯 CITY
CAFE。
3月24日智慧量健康公益活動：https://www.1000-love.org.tw/contents/news_ct?id=65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查詢：https://www.1000-love.org.tw/activity/ret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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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健康小站
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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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網活動訊息

QR Code

■

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八大烘焙名師， 左起：吳振平、游東運、郭錦溪、曹志雄、
文世成、陳有鋕、廖銘政、許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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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的麵包蛋糕應用，提供整合式的服務，攜手與台灣烘焙產業
的夥伴們實踐更多無可取代的夢想。

「統一麵粉」除了主打獨家配粉技術之外，2018 年更向日本、歐
洲看齊，領先同業將全產品更新為紙袋包裝，讓產品內、外在美
都不斷升級；專為家庭手作烘焙族所開發的「麥典實作工坊」，
則是進行「9 分鐘超省力揉麵法」示範，現場烘友們都興致勃勃地
爭相學習，體驗親手揉麵帶來的療癒感；「統清烘焙油脂」現場
傳授量產機製化職人四季的商機；「統一冷凍麵糰」展示丹麥片
■

「統一冷凍麵糰」展示丹麥片
應用創意，現場分割冷凍麵糰
之丹麥片，有效率地製作出一
顆顆酥脆蓬鬆多層次的可頌

■

四季麵包展演，結合烘焙美食與藝術美學

應用創意，期望能在烘焙人力短缺的業界現況中，為客戶提供短
時間、高效率的提案參考；另外，在現場悠揚的小提琴弦樂節奏
中，「貝洛邦」麵包呈現出了細膩的口感與優雅的風貌，飽受好
評；統一麵包與統一蛋糕屋各自展出目前最受民眾歡迎的暢銷麵

神，提供給業者世界級的烘焙技術服務團隊，從原料到烘焙成

包與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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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見 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秉持著「專業」與「傳承」的精
品的全方位整合技術服務。

由吳諒豐副總引領 8 位烘焙名師：文世成、曹志雄、
陳有鋕、許明輝、游東運、廖銘政、郭錦溪、吳振平等共同開
幕。以【四季麵包】為主題
進行創作發表，發表作品分
別為春之櫻、夏之頌、秋之
楓、冬之雪，呈現烘焙工藝
的技術與創意；現場在韋瓦
第的「四季」交響樂聲中，
由四季精靈優雅地呈上烘焙
師傅們匠心獨具的四季饗
宴，展現出統一集團靈活、
多樣的配方提案能力，能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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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 - 四季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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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上游的原料把關，到最

■

「統清烘焙油脂」
現場傳授量產機製
化職人四季的商
機，舉最吸睛的是
一杯春日咖啡，將
餅乾製成濃縮咖啡
杯的形狀，再倒入
現場蒸萃的濃縮咖
啡，先品嚐一杯香
醇後，搭配著口腔
的餘韻，一口口咀
嚼咖啡杯香酥餅乾
的樂趣滋味

2018 Ma r c h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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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分鐘超省力
揉麵法示範

同時，廣為人知的「Semeur 聖娜」，以「麵包生活」主題為
發想，推出多款人氣熱賣商品，還有夯到極點的髒熱潮－
【髒嘻嘻】於現場限量銷售，邀請消費者一同體驗及品味「新

■

Semeur 聖娜的麵包生活提案

於展期間，專業的 8 大烘焙名師秉持傳承精神，輪番上陣在

店，並以現烤直送的方式讓現場朋友購買到美味新鮮又零時差

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現場傳授各種烘焙觀念與技術，對於民眾

的烘焙點心；「星巴克」的咖啡車則於現場提供試喝服務與販

踴躍的提問，亦是毫不藏私地回答，讓與會的業者與消費者們皆

售特選咖啡；而於市面上一推出旋即引起熱烈討論的「統一

能滿載而歸。本次也特別展示本屆「烘焙王新銳賽」學生組的得

超商現萃茶」，更化身為本次烘焙展首度公開“展場限定”的

獎作品，為 3 月 21 日開賽的「UniBread 烘焙王麵包大賽」暖身！

現萃茶飲車，後續將於全台巡迴推廣。

本屆烘焙展參觀人次

新聞焦點

奇、好吃、感動的麵包生活」；「昂舒巴黎」設置了形象快閃

超過 16 萬人次，集團
的夥伴們齊心協力共
同完成了一次圓滿的
展出，帶給現場客戶
與民眾一場烘焙美學
與生活品味的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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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統一與張家港統清所共同技術服務的酵墅
連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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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統一積極推動當地麵粉銷
售，以「越式法國麵包」用麵
粉為主打商品

■

昂舒巴黎現烤直送，新鮮
零時差，民眾相爭購買

2018 Ma r c h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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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星巴克在台 20 週年
深耕在地打造「幸福咖啡島」
文‧圖︱統一超商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從
1998 年在台灣端出第一杯咖啡開始，在台滿 20 週年的今年，
星巴克在台灣滿 20 週年大事記，紀錄了每一年的里程碑

■

為主軸，透過「服務創新」、「展店多元」、「品牌體驗」三

今年除了是星巴克在台灣 20 週年，星禮程也正式邁入兩週年，從

個面向，持續為台灣咖啡市場注入新活力，將台灣咖啡產業帶

隨行卡到電子卡的創新數位星禮程，擴大「第四生活空間」（4th

入另一全新領域。除此之外，更將於 3 月 17 日起，於華山藝

Place）的巨大商機。自 2002 年發行第一代隨行卡，取代紙本的熟

文特區舉辦「星巴克台灣 20 年 幸福咖啡島特展」，除了回顧

客券，到 2016 年結合隨行卡的全新會員回饋系統「星禮程」上

這 20 年的時光，現場還有讓星巴克迷超興奮的特展限定復刻

線，提供專屬且更多元化的回饋。近期再度突破創新，只要下載

版咖啡，以及超過 40 款周邊商品，邀請消費者一起細數這段

台灣星巴克行動 APP 3.2 以上

溫暖美好的時光，一同持續探索美好的咖啡體驗。

版本，註冊會員就能獲得專屬

新聞焦點

更迎接全新扉頁，以「Exploring Starbucks Taiwan 幸福咖啡島」

電子卡，並使用行動支付，由
實體到數位，把星巴克門市從
街角搬到指尖之上，快速簡便
地享受星禮程集星樂趣，目前
會員數已達 150 萬，預估今年
將達到 180 萬會員。
不僅如此，星巴克打造的第三
生活空間一直是消費者引頸期
待的盛事，2006 年，第一家以
藝文空間為主題的形象門市
「重慶門市」開幕、2014 年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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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 20 週年特展入口處，還原西雅圖派克市場第一家星巴克場景

2018 Ma r c h

一間車道型的台南「永康中正

特展中也有照相區，可讓顧客在此拍
照

2018 Ma r c h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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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細數星巴克迷人的咖啡飲品，每每一推出皆造成話題，從全球
星巴克均一標準化提供的咖啡飲品，到結合了台灣在地食材與口
味，期間陸續開發出「紫甜薯奶霜星冰樂」、「臺玖號花生仙草
星冰樂」等叫好叫座的台灣限定飲品。邁入 20 週年的這一個重要
的年度，星巴克將全新推出由台灣市場研發及限定販售，亞太區
2017 Barista Championship 第二名台灣夥伴開發出的創意飲料「紅
玉紅茶瓜地馬拉冰咖啡」，中西合併帶來清新典雅的好滋味，同
■

「星巴克台灣 20 年 幸福咖啡島」特展限量推
出的「首賣歡慶 20 Giant Abbey」巨型馬克杯，
高度達成人小腿肚，重達 3.25 公斤

■

消費者逛星巴克 A to Z 區，得
知星巴克密碼的不同意義

時傳達台灣在地情感。

除此之外，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星巴克每年 3 至 4 月的「GMoS
全球服務月」，除了社區志工服務不間斷外，今年更將以咖啡渣

畫下特色店的新里程碑，包括將於三月底開幕，位於雲門劇場

回收利用為主題，透過兩場門市義賣活動，呼籲消費者回收環保

旁的淡水「雲門門市」，以及年初因極具特色的貨櫃屋建築，

與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另外，星巴克更導入綠色咖啡講座活動，

而造成討論熱潮的「洄瀾門市」也將於今年度開幕，讓消費者

邀請消費者從一杯有意義的道德採購咖啡開始，體認隨手做環保

體驗到星巴克門市非但充滿各式特色，創新豐富度更令人嘖嘖

的重要性，持續號召夥伴及消費者參與，匯集星力量攜手愛地

稱奇。預計今年三月底，全台星巴克門市數將達 435 家門市。

球。走過 20 個年頭，星巴克將貫徹全球性企業的使命，並接納在

新聞焦點

門市」開幕，多元化的門市屢屢備受矚目。今年度星巴克也將

地的刺激與創新反饋，步步打造幸福咖啡島。

■

16

「星巴克收藏家區」特邀星巴克粉絲提供歷年經典的星巴克商品

2018 Ma r c h

■

星巴克夥伴圍裙服儀的祕密也在星巴克 20 週年特展中全數大公開

2018 Ma r c h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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