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
視野

統一企業舉行 107 年度股東常會
文︱行政服務部

統一企業 6 月 20 日於總公司舉行 107 年股東常會，羅董事長

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成果揭曉

統一企業、統一超商、統一實業、
台灣神隆榮獲評鑑成績前 5％ 殊榮
文︱行銷企劃室

感謝股東長年來的支持與愛護，統一 106 年憑著經驗豐富的經
營團隊、穩定的獲利模式及風險控管機制，創造營業額新台幣
393 億元，稅後淨利達到新台幣 398.4 億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統一企業集團經營績效再度獲肯定。由台灣證券交易所協同櫃買

174.3％，合併營業額新台幣 3,999 億元。會中並通過史上最高

中心共同舉辦的「第四屆公司治理評鑑」，日前公布得獎名單，

股利分配案，每股發放現金股利 5.5 元。

統一企業、統一超商、統一實業、台灣神隆榮獲評鑑成績前 5％
的殊榮。

羅董事長強調，「食品安全」是民眾最關心的議題，更是統一
主辦單位於 5 月 29 日下午在台灣證券交易所 9 樓會議大廳舉辦頒

「食品安全中心大樓」，強化價值鏈的風險控管，針對供應

獎典禮，公開表揚排名前百分之五之上市及上櫃公司。統一企業

商、原物料、製程、產品進行更嚴格的把關。在食安的議題上

集團分別由統一企業蘇崇銘副總經理、統一超商吳國軒副總

始終戒慎恐懼，守護食安已然成為全體員工日常的工作習慣及

經理、統一實業張祐信副總經理、台灣神隆陳勇發總經理代表出

態度，未來將繼續投入經費，強化食品安全機制、提升員工專

席，並接受大會頒獎。

新聞焦點

絕不踩踏的紅線，去年正式啟用了耗資 10 億元打造的國家級

業檢驗能力，將食品安全的維護提升至國際級水準。
第四屆（106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共有上市公司 861 家及上櫃公司
106 年在所有員工努力下，統一企業市值持續保持在新台幣

675 家受評，合計 1,536 家，證交所已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布全

3,000 億元俱樂部及市值前 20 大公司名單中，羅董事長指出，

部受評公司排名級距，其中排名前 5％ 者列名最優等僅 77 家（上

統一將持續調整結構、穩定成長、價值營銷的公司政策，因應

市、上櫃公司家數分別為 43 家及 34 家），統一企業本次再獲評

新零售時代的挑戰，強化價盤控管、導入鮮度管理政策，並將

鑑成績前 5％ 佳績，仍是唯一進榜的食品業，已連 4 年擠進前 5％

「進步」列為公司最重視的管理指標。未來將持續抱持登高思

級距，統一超商亦再度名列前 5％ 名單，且台灣神隆及統一實業

危的謙遜態度，有信心能完成 107 年度國內市場銷售目標再成

皆首度擠進前 5％ 的級距，而統一證券、太子建設、大統益也排

長，今年的營運表現還是可望繳出佳績。

入前 20％ 名單內，顯示集團在公司治理領域持續深耕之努力，也
獲得評鑑制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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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國際爭相角逐歐洲食品金獎
瑞穗鮮乳連兩年拿下金獎

遵循歐洲嚴謹法規
Monde Selection 獎章成國際高品質指標
Monde Selection 評審團隊
主席 Prof. Joseph Bessemans

文‧圖︱乳品部

強調，對於消費者來說，
產品口味、安全性與整體
一年一度的 Monde Selection-世界品質評鑑大賞結果出爐！今年

感是重要的，越來越多人

來自國際間共九十二個國家參賽，瑞穗鮮乳連續兩年拿下金

都會看產品標示。他繼續

獎，再次向國際展示臺灣生產高品質鮮乳的超強實力！

說明，因此

Monde

Selection 在口感、健康、

國際爭相報名參賽！

標示、包裝等，也都以歐

世界各國共數千項產品爭相角逐獎章認可

洲法律作為基礎及相關檢
■

視標準，若有需求也會將

與品質深受國際肯定。Monde Selection 主席 Mr. Patrick de

產品寄送給實驗室進行檢測。

瑞穗鮮乳連續兩年拿下 Monde Selection 世界
品質評鑑大賞，品質連評審主席都說讚

新聞焦點

Monde Selection 是國際食品界每年盛事之一，獲獎即代表口感
Ha lleu x 指出，該獎章已經有五十七年的歷史，從 1961 年開
始，Monde Selection 的使命就是品評、分析更多類別的產品，

瑞穗鮮乳連續兩年奪金獎！連評審主席也誇讚的好實力！

從酒類商品、乳製品到營養食品都有涵蓋，他指出，這些分析

瑞穗鮮乳連續兩年奪金獎，不僅是證明臺灣生產鮮乳的好實力，

結果，都能作為品牌改進產品的指標。

來自副熱帶的臺灣能產出高品質鮮乳，也讓主辦單位誇讚！看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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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鮮乳備受國際讚賞，不僅是對
瑞穗鮮乳從牧場到餐桌用心把關的
肯定，更為臺灣鮮乳帶來了新標
準，讓臺灣鮮乳邁入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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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頒獎典禮現場中，可見來

瑞穗鮮乳的好品質，也同時看見瑞穗鮮乳在生產鮮乳上，花費許

自世界各國品牌齊聚一堂，

多努力維持品質穩定！

一名在場參與盛事的日本記

提供消費者美味、營養與安心的鮮乳，是瑞穗鮮乳向來努力不懈

者也強調，Monde Selection

的目標。除了精選全臺優質牧場之外，從乳源端開始就有堅強的

獎章在日本不僅非常有名，

酪農輔導團隊，協助酪農產出優質生乳；製程端結合現代化品管

對於日本大眾有相當高的影

技術，引進國外先進科學製程，從殺菌冷卻到充填包裝等環節，

響力。同樣是今年獲獎者的

都有專業的人員對每一個細節嚴格把關，最後以先進物流系統將

葡萄牙品牌也認為，該獎章

鮮乳送到貨架上，讓消費者安心購買與飲用。

對他們的重要性非常高，品

瑞穗鮮乳備受國際讚賞，不僅是對瑞穗鮮乳從牧場到餐桌用心把

牌能藉由該獎章向消費者證

關的肯定，更為臺灣鮮乳帶來了新標準，讓臺灣鮮乳邁入了新的

實產品品質。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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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持續打造安心購物環境
夢時代全員併肩大作戰
文‧圖｜夢時代購物中心‧賴慧如

2007 年 6 月 7 日夢時代盛大開幕迄今，11 年以來與逾千家進
駐廠商共同奮鬥努力，已成為高雄市民休閒、娛樂、購物、用
餐的首選之地，為了提供消費大眾更入心的感動服務，特別將
6 月 7 日訂為「Dream Day 併肩工作日」，由統正開發張國光
同仁及眷屬共同體驗製作糕點的樂趣

總經理親率近 170 位後勤夥伴擔任一日店員，協助清潔貨架、

■

整理商品、補貨，在體會一線工作人員的辛勞之餘，更重要的

需要輪班，部份同仁陪伴家人的時間因而有所壓縮，為體恤事業

是近距離聆聽顧客及進駐廠商的需求。

夥伴的辛勞並以實際行動表達感謝，特別邀請一線同仁及其家人
集團現場

們至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的 B1F「動手玩」專櫃體驗製作糕點的
除此之外，Dream Day 併肩工作日亦是感謝進駐廠商、協力廠

樂趣，除了創造事業夥伴與家人在夢時代的互動回憶外，也代表

商及統正同仁們共同齊力打拚的日子，鑒於商場服務業的工作

了夢時代對打造友善工作環境的努力。

此外，有感於近期陸續出現血荒的新聞，因此特別於「Dream Day
併肩工作日」這天發起「捐血獻愛 健康無礙」捐血活動，在各級
主管帶頭挽袖拋磚引玉下，凝聚公司同仁、進駐廠商與協力廠商
的力量，當日捐血量高達 2 萬 5 千 c.c.，協助充實了血庫的安全庫
存，此舉除了呼應 Dream Day 併肩工作日的意涵，更是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之體現。

第二屆 Dream Day 併肩工作日的活動規劃有別以往，除了安排一
日店員實習以外，特別再加入主題觀察訪談及賣場值勤巡檢，落
實現場主義，共獲得反饋 256 項寶貴的問題點、機會點與建議提
案，夢時代團隊後續將深入研議並落實執行，以提供內部顧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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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夥伴與店櫃夥伴一起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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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端）與外部顧客（消費者）更即時、入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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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迷你超商亮相！
7-ELEVEN「智能自販機門市」
複數店最夯新選擇
文‧圖｜統一超商

為滿足各商圈中的分眾化消費需求，7-ELEVEN 新店型再創新
做法，繼年初發表「X-STORE」未來超商後，再度運用創新科
技，日前推出 7-ELEVEN「智能自販機門市」，可設置三種不
同溫層（常溫／4°
C ／18°
C）、多達 120 種商品，機台皆設置
溫度計及標示食品業者登錄字號，確保鮮度，讓安心看得見，

■

7-ELEVEN「智能自販機門市」介接 OPENPOINT 會員系統，未來會推播客製化的商品及
優惠等訊息

時段的觀察裡，發現民眾多利用早餐或會議間休息時段，達到就

費，亦可累積 OPENPOINT

近、快速且便利地購買與補充的需求，另外像宵夜時段，就以機

點數，預計將帶動一波關注

能飲料、滷味類受歡迎。7-ELEVEN 藉由新店型深入各商圈，並

及話題。

且打破時間與空間限制，就此成為消費者生活中的好夥伴，拉近

集團現場

並以 icash2.0（含聯名卡可自動加值）支付，如同在門市內消

和消費者的距離。
7-ELEVEN 自去年起即同步規
劃 X-STORE 及智能自販機門

此店型亦開發多種模式，幫助門市省力化，包括以母子店運作概

市，皆以最創新的 AI 科技結

念及開發遠端控制作業模式，一位店長可同時掌管兩家以上的門

合便利商店運作模式，改變

市（一般門市＋自販機門市），而導入的 IOT 系統，在商品缺

國人對 7-ELEVEN 的想像。

貨、溫度、帳務及設備異常時，會即時以簡訊及 APP 推播通知；

其中智能自販機門市已測試

店長更可透過門市電腦掌握每日進貨／銷售／存貨管理、銷售情

多時，從消費觀察中發現，

報分析、輔助以 APP 調整商品結構等，並測試多種補貨工具，像

以辦公商圈為例，三明治、

是選定全新機能型門市補貨工具推車，讓補貨縮短時間，更增時

滷味、巧克力、堅果零食、
咖啡、茶飲類、瓶裝水等商
品最受到歡迎，而在於購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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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母店的後端系統，讓加盟主可
透過每日的存貨銷量以及情報分
析，即時利用 APP 進行商品及貨架
的調整，滿足不同商圈、不同時段
的消費需求

效性，另外如輕便耐重、防水保冰的折疊車，具有多功能，不僅
可當成手推車，更有承載 90 公斤的耐重功能，可讓門市人員站立
其上，補充高貨架的商品，兼具安全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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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

7-ELEV EN
「智能自販
機門市」可
因應不同商
圈的商品結
構需求，去
調整機台的
溫層組合，
更貼近消費
者需求

千禧健康小站 第十屆全國健康日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高血壓被稱為「沉默殺手」，通常沒有症狀，但卻可能默默引起
心臟病、中風、腎臟病等併發症，根據統計，有 1／3 高血壓患者
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而會定期量血壓者竟不到半數！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長期呼籲國人防治代謝症候群，2008 年起與
因與鄰近的大店格門市為母子店搭配，因此店長可根據商圈型

統一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於 7-ELEVEN 成立千禧健康小站，提供免

態、時段銷售調整自販機商品結構，機動性高，還可運用遠端

費血壓計、腰圍量尺及衛教單張，方便民眾 24 小時隨時監測自己

控制作業系統，隨時掌握智能自販機門市動態，達到以科技省

的健康，遠離三高慢性病。而 2018 年更採用與永齡健康基金會合
千禧之愛

力的目的。此外，更有許多加盟主表達希望經營智能自販機門
市，做為經營複數店的模式，在不增加更多的投資及人力成本
前提下，既可滿足更多消費需求，又能減少顧客等待時間，創
造更多業績及來客，一舉兩得。

不僅如此，7 -ELEVEN「智能自販機門市」已有許多知名企業
主動接觸、表達合作意願，除既有統一超商總部大樓外，玉山
銀行創業界先例，率先導入自販機門市於玉山金控希望大樓，
未來將陸續進駐友達光電龍科廠及國泰世華銀行總行大樓。上
述各業者也不約而同地表示，由於企業所在位置部分是位在封
閉型商圈，或工作型態屬 24 小時輪班制，因此 7-ELEVEN 所
提供的全新智能型自販機門市，可滿足辦公大樓及廠內員工即
食即飲需求，未來也不排除導入更多台，打造企業完整且舒適
的上班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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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健康日活動協助民眾量血壓及腰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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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作建置的「H2U 健康 ATM」成立「千禧智慧健康小站」，提
供民眾便利又多元的服務。並每年舉辦「全國健康日」血壓、
腰圍健檢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到小站免費量測，定期關心代謝
症候群。

全國健康日活動今年邁入第十屆，6 月 2 日於全台 570 家
「7-ELEVEN 千禧健康小站」、99 家「7-ELEVEN 千禧智慧健
康小站」門市及 200 家
康是美指定門市共同舉辦。
基金會動員各縣市衛生局所
及醫療院所共近 600 位護理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人員協助民
眾操作 H2U 健康 ATM

■

藥師為民眾量測及衛教，並

康」平台紀錄腰圍血壓值，若完成數據上傳者還有加碼贈品；而

提醒大家熟記「腰圍八九十

智慧型小站志工則協助民眾用手機註冊 OPENPOINT VIP 會員，

健康常維持」及「120／80 血

成為智慧健康小站會員享受門市量、手機查的便利性，完成還可

壓健康贏」等抗代謝症候群

獲得中杯熱拿鐵！讓參加民眾直呼量健康還可領好康，實在很開

口號，並落實定期量測的好

心！

千禧之愛

■

康是美衛教長輩肌少症防治觀念

師，康是美也出動了 200 位

習慣，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特別感謝統一企業集團同仁及家屬、耕莘健康管理學校、中原大
民眾在健康小站量測完後可

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以及各行業、各級學校的學生以行動

獲得健康飲品，此外，為推

支持本活動，以熱血行動幫助民眾更健康！

廣雲端紀錄的便利性，今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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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邀請 15 歲至 45 歲熟

康是美部分，除了量測血壓腰圍之外，也因台灣今年正式邁入高

悉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民眾至

齡社會，增設關懷長輩健康的關卡，與基金會一同提醒長者預防

一般型及智慧型小站門市擔

肌少症，遠離肌肉不足所容易造成的跌倒風險。於活動當日，藥

任志工。一般型小站志工教

師們會教導 65 歲以上民眾遠離肌少症的飲食和運動要點，只要民

導參加民眾使用「千禧 i 健

眾記住要點還可獲得加碼贈品面紙一盒！

志工協助民眾使用千禧 i 健康

2018 Ju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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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感。早晨七點半，依照
慣例，到了國六埔里交流
道下的 7-ELEVEN 進行整
補及解決私人問題後，繼
續往登山口前進啦！
依著蜿蜒的山路，經霧
社、清境、翠峰、鳶峰、
武嶺，於早上九點半到達
了滑雪山莊旁的奇萊登山
口，天氣依舊晴朗。在登
■

小奇萊翠綠色的短箭竹坡一路綿延往遠方灑去

奇萊主北峰行

■

在奇萊山登山口石碑前拍照留念

大嬸問起「你們去那兒啊？」「背那麼重的裝備好厲害喔！」雖
然口中回應著沒什麼，大家心中還是偷偷燃起一絲絲得意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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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乳飲群‧陳信淇

山口整裝時，一群大爺、

裝後，大家在奇萊山登山口石碑前拍照留念。早上十點，大家開
始移動，心裡吶喊著：黑色奇萊，我們又來囉！

幾年前，在淒風苦雨下，我們登頂奇萊北峰後，為了家裡心愛

一開始就在涼爽的好天氣下，走得輕輕鬆鬆，約 50 分鐘後來到

的家人，忍痛放棄奇萊主峰，而直奔登山口。多年後的一天，

1.2 公里處小奇萊，小奇萊翠綠色的短箭竹坡綿延地往遠方灑去，

大叔們又燃起再次拜訪黑色奇萊的雄心壯志。既然山在等我
們，那麼，我們就走向它吧！
5 月 31 日

星期四

天氣晴，氣溫 15 度∼ 17 度。
路程：自登山口至成功山屋（宿），長 4.8 km。
人員：黑熊爸爸、5 隻小熊、1 隻外星狗（OPEN 小將），共
7 隻。
清晨五點，從台南出發，一路上是個好天氣，一夥大小黑熊望
著東方的日出與遠方清晰無比的山脈，內心更加燃起登山的興

54

2018 Ju l y

■

嬌豔的紅毛杜鵑大開，在陽光下更顯得奔
放熱情

■

OPEN 小將遠征奇萊山，享受五月杜鵑
花開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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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想躺著曬太陽發呆，無奈黑熊爸爸催促著我們快往 4.8 公

上，轉身才要跟熊爸打個

里處的成功山屋前進。之後就是一路的下坡，算是今天最輕鬆

招呼加油一下，語未出

的一段了，大家吹著口哨往今日午餐預定地黑水塘山屋前進。

口，卻聽見熊爸說：「會
喘喔？」，熊弟 2、30 年

「哇！」大家聽到一路往前衝的黑熊爸爸尖叫連連，莫非遇見

登山的信心頓時徹底被消

美女也來爬山了嗎？大家趕緊奔向前，看個究竟。原來是比美

滅。收起破碎一地的心，

女還嬌豔的紅毛杜鵑，在陽光下盛開得奔放熱情。越往裡面

面帶笑容的說：「熊爸，

走，左、右山坡上，路旁都是盛開的紅毛杜鵑，根本就是個高

我喝口水等後面的熊哥熊

山花園。一路上，這群黑熊們像是天真的小孩子般雀躍地叫

妹，您不會喘齁，您就先

著，盡情地享受著陽光，享受著五月花盛開的驚喜。

行吧！」話一說完，便望

■

抵達成功山屋，結束今日的行程

著熊爸咻一下的從眼前消失，果然是厲害的熊爸！走完陡坡，再
過一小段下坡後，成功山屋到了，已見熊爸早在山屋前自拍閒

天，早把黑熊爸爸給忘了，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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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路上興奮地拍照、聊

等走到 3.8 公里處的黑水塘山
屋時，已見黑熊爸爸悠閒地

中午一點半，熊哥熊妹陸續到齊成功山屋，結束今日的行程。抵

坐在裡頭享用午餐了。

達成功山屋後，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啟手機找訊號熱點，在
訊號時強時弱下開始收信、聯絡同事、處理公事。（老闆，我們

約莫十一點五十分，其他黑

即使身在山上，還是心繫山下的公事喔！）

熊陸續到齊了，大家就在山
屋裡吃午餐補充體力。用完

公事處理告一段落，大家陸續將背包帶進山屋，依今日分配到的

午餐後，在黑熊爸爸吆喝

床號就定位。山屋可申請 34 位，今日申請入住 28 位，應該可睡

下，眾黑熊們再度背起背包

得滿舒服的，等一下還會有其他山友入住，那就可以排解山中無

繼續前進。從黑水塘山屋到

聊的漫漫長夜囉！裝備整理好才三點，這時天氣也開始轉變，雲

成功山屋只有約 1 公里，但

變多且厚了，遇到幾位登完奇萊主北峰在山屋旁休息的山友，他

前段是個陡坡，看時間還

們原本今晚也住山屋，但決定繼續趕下山，看來今晚山屋裡的人

早，大家就慢慢地走，享受

變得更少了。

陽光灑落林間的美感及汗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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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行走，享受陽光灑落林間的
美感及汗水不斷滴下的快感

2018 Ju l y

不斷滴下的快感。就在走完

下午四點半，竟然開始飄起雨，看了氣象報告，也開始為明後天

一個陡坡後，見熊爸從後跟

的天氣擔心起來。傍晚五點，大家開始準備晚餐，六點前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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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天色依然明亮。到了六點半，還是沒半個山友來，大夥兒
決定熄燈早早休息，養足精神，明天清晨三點半還要繼續登山
呢！

六月一日

星期五

天氣陰，氣溫 10 度∼12 度。
清晨兩點半起床，赫然發現昨晚真的由我們包棟耶！成功山屋
算是熱門，真是難得的經驗。清晨三點半，用完早餐後，大家
準時出發前往稜線，今日預計先登主峰再走北峰。望著天空，
抵達登山口時回望奇萊連峰，已然烏雲罩頂

■

旁的溪床走一小段後進入林間，出林間再沿溪床走一小段後右

好玩的，那就再次忍痛止步了，決定後就開始往回走。此時天也

切，開始一路陡上直至稜線。眾熊們點著頭燈一路悶著頭往上

漸漸亮了。約莫六點二十分，大家回到成功山屋。既然決定撤回

爬呀爬，偶爾可透過林間看見遠處的燈火。

了，今晚還住成功山屋嗎？看大家到處找訊號熱點，又心繫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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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原本該有的皎潔月娘，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厚雲。沿山屋

下，決定稍做休息後，打包下山啦！
到了四點四十五分，爬呀爬呀，爬到 5.8 公里處快接近主北峰
上稜線三叉路口，此時卻開始下起雨來，望著遠方厚實的雲

從成功山屋再走回登山口，約十點十分，也真的開始下起雨來，

層，擔心至稜線上之天氣，

回望奇萊連峰已被烏雲罩頂了，那就速速整理好下山「慶功」去

剛好此處有訊號，連上中央

囉！

氣象局之即時天氣氣象圖，
近海有一片雷雨胞正往南投

後記：

飄來。難道又遇到幾年前的

（1） 原本安排 3 天 2 夜奇萊主北行，沒想到連二次都因風雨而

苦境嗎？昨天的太陽跑去那

未竟。但在第一天看到了花團錦簇的高山花園，索性變成

兒了？

了 2 天 1 夜高山賞花行。此次雖沒完成登頂有些小小的遺
憾，但是遺憾不就是為了成就下次的完美嗎？奇萊，等著

這時，眾熊們立即開起緊急
會議決定是否繼續往前進，
最後眾熊們決定既然登頂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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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萊，等著我們下次再來拜訪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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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次再來拜訪您囉！
（2） 住在山屋的半夜裡，真的感覺有人在煮食，還有飄來飯菜
香，你們真的沒聞到嗎？噓！這段故事，我們下回分曉！

景且如上稜線遇雷雨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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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臺灣的鏡子
文‧圖︱乳品部‧朱俊宇

過去這幾年來，台灣可說完全被韓流滲透，一波波的韓劇、韓

滅百濟後亡高句麗，一統朝鮮半

團襲來，像《屍速列車》、《鬼怪》、《來自星星的你》、

島。那這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

《太陽的後裔》等無不引起風潮，更別說李敏鎬、宋慧喬、孔

機》有何關係呢？關係可大了，

劉、宋仲基、全智賢、少女時代、TWICE 等，只要來台灣辦

後來百濟試圖復興，也曾建立短

活動，都會颳起一陣旋風，而去年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

暫的後百濟王朝，但又被高麗王

機》雖然只是個小品，但背景為 1980 年南韓民主化的「光州

朝征服，征服者宣布百濟是個紛

事件」，劇情催淚，讓我感觸甚深。

亂之地，禁止該地人民任官。當

其實不只中國，在朝鮮半島上也曾有過三國時代，分別是百

南北道加上光州，執政者把全羅

濟、新羅與高句麗，彼此攻伐，後來新羅於唐朝的幫助下，先

道視為叛亂之地，新羅地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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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百濟的領土大約是現在的全羅

慶尚南北道，即使過了千年至
今，全羅道仍跟慶尚道相互對
立。

■

LINE 起源地南韓，圖為知名專賣店
Line Friends Store

全羅道長期反對軍政府獨裁，故當慶尚道出身的總統朴正熙推動
「漢江奇蹟」政策時，無論造船、鋼鐵、鐵路等都刻意忽略全羅
道，這也讓地域發展長期不均，「光州事件」死了數百人，就是
出身慶尚道的全斗煥採鎮壓方式造成，歷史因素加上軍人專政也
讓韓國政治徹底分裂，受地域主義影響很深，如果你覺得台灣的
南綠北藍很明顯，看看韓國總統選舉結果就知道什麼叫極端了，
以下這些數字絕對遠勝台灣的濁水溪兩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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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韓分界處，此處為北韓端的 38 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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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盧泰愚（全斗煥接班人）於光州僅拿到 4.8％ 選票

戰後南韓的獨裁統治，歷經李承晚、

1997 年：金大中在故鄉全羅道獲得近 95％ 選票，慶尚道僅約

朴正熙到全斗煥，個個皆不下早年蔣

10％
2002 年：盧武鉉（金大中接班人）在光州與全羅道分別拿下
95.18％ 與 92％ 得票
2007 年：保守派的李明博在每個地區都勝過對手，但在全羅道
的得票率僅 9％

氏的獨裁，首任總統李承晚制訂「國
家保安法」，亂扣紅色帽子，藉此處
刑不少政敵，首年因此法遭捕的就有
三萬人，這也是為何《我只是個計程
車司機》中士兵們狂罵反抗者是共產
黨的原因，李承晚為了持續強人統

其實南韓跟台灣可說是難兄難弟，近百年來的遭遇很像，首

治，戒嚴、廢除總統連任制、暗殺政

先，都遭到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只是被清朝割讓，韓國則

敵、開槍射殺抗議學生都曾幹過。後

是整個國家被鯨吞蠶食掉，所以日韓的恩怨纏繞至今，可比藍

來的朴正熙同樣也透過戒嚴、解散國會等方式集權，當時的軍隊

色蜘蛛網，時至今天日本人最愛酸的對象還是韓國。

甚至還可進入校園抓人。1980 年全斗煥如法炮製，「光州事件」

■

北韓處處可見的金氏父子肖像

再來就是戰後都受到美國的支援，特別是韓戰後的南韓，GDP

馬上引發學生抗議，才有了後來的一連串鎮壓。以上事件對比白

不到 100 美元，經濟百廢待興，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跟當時的

色恐怖時代的台灣，是不是既視感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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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還只是個剛政變上台的將軍，尚未成為總統，一宣布戒嚴

台灣一樣，很難走得下去，這也是為何二戰後至今，南韓與台
灣跟美國關係這麼密切的一個原因。

經濟方面，韓國在朴正熙領導時，造就了「漢江奇蹟」，台灣則
有蔣氏的經濟奇蹟，兩國同時成為「亞洲四小龍」！

其實本文無非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只一味的哈韓或是反韓，看
到韓國女團或是帥氣歐巴就眼睛發亮，一提到了體育、經濟等卻
又徹底反韓，記得幾年前還在就學時，常常會有一些媒體報導指
南韓聲稱孔子、孫文、李白等都是韓國人，事後發現都是偽造的
文章，其實我們更應該好好張開雙眼看看這個國家，不要每次政
客提到我們要努力超越南韓就跟著吶喊。南韓雖然經濟已遠遠把
我們甩在後頭，但南韓有一個詞叫做「地獄朝鮮」，就是描寫南
韓生活壓力大、自殺率高的地獄景象，在那兒 15 到 29 歲的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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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北韓參訪時的地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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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也創新高達到 10％。多看多聽多想，或許這個曾經的兄弟
之邦會是我們的一片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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