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元旦文告

不要留下
我本可以的人生遺憾

董事長

時

所有這一年成就的榮耀皆歸屬於支持我們的社會大眾、股東、董

們即將告別 2018。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相對穩定平靜

事會成員及戮力打拼的所有同仁，然而無論有多少成績，也即將

的一年，當然這也是我們所最期盼的業務本質及情境。然而在

變成五十一年光輝歷史中的一頁，明天開始，太陽升起，我們又

這看似平靜的一年中，我們卻也在持續進步。5 月 14 日是我

將面對一個全新的一年。

統一視野

光的巨輪並沒有因為不自覺而停止運轉，眨眼之間，我

們集團十家上市公司的合併總市值突破台幣兆元的里程碑。
7 月 18 日，我們單一公司市值更創下新台幣 4,681 億元的新

所有的發展及現象都在提醒我們即將面對一個非常晃搖及不穩定

高峰，得以讓我們名列十大價值企業之林。一個數字勝過千言

的時代。地緣政治的動盪衝突、經濟景氣的循環週期、全球貿易

萬語，無需多言我們的團隊有多麼努力，因為這些數字說明了

的頻繁爭端、創新科技的不斷翻轉、人口老化的持續及普世所導

大家的默默耕耘，在這個動盪的年代裡，沉靜地見證了歷史的

致消費動能遲滯，都已是我們已經感受的趨勢演變。我們在未來

新頁。

肯定會面臨更多的挑戰與問題，所習以為常及所熟悉的營運經驗
都可能在一夜之間顛覆，我們將如何因應並轉適於未來的環境，

秉持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承諾，在這一年裡，更欣慰的是在

將是每天生活的必然試煉。然不管環境如何艱辛，我們堅信永遠

對社會大眾的食安維護上，又持續的堅守了我們的專業，顯示

擁有比問題多一分的解決能力，這正是我們的價值。

食安在大家努力守護下是可以取得更好的保障。這本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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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職，雖然深知要圓滿這個職責是多麼不容易，但即使如此，

更要再一次提醒在食安維護的持續努力，觀乎社會食安的疏失案

我們只能責無旁貸。

例，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事件皆是來自不經意的行為，例如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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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視野
並未能依照標準流程作業、違反良好製造規範的粗心等等，在
在提醒我們維護食安其實並不困難，只要勿以惡小而失心，隨

統一企業、統一超商名列企業典範
榮獲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文‧圖｜行銷企劃室

時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永遠強化正向的心理建設，那就是面
對食安絕無退讓妥協，對每一項產品的處理流程都要以同理心
對待，如同關懷家人般一樣用心。

有台灣企業永續奧斯卡之稱
的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於

品牌經營永遠是價值營銷的核心，也是不斷要強化的組織能

11 月 17 日揭曉「台灣企業

力。雖然我們在實踐的過程裡，往往會遭遇到許多困難、挫折

永續綜合績效類」獲獎名

和失敗，但是卻也因為累積經驗與智慧而體驗在品牌經營能力

單！2018 年第十一屆「台灣

上的不斷優化。例如連續第四年的集團品牌活動愛‧Sharing

企業永續綜合績效類」分為

充分見證我們對於價值的努力正持續為消費者所肯定及讚賞。

「十大永續典範台灣企業

礎上更進一步的提昇，讓品牌引導我們的行為並彰顯我們的品

續獎」。本屆「十大永續典範台灣公司獎」仍由台積電拔得頭

味，讓我們的產品及服務不但提供社會更高的生活品質，更能

籌。統一企業集團共有統一企業榮獲企業永續報告獎－傳統製

激勵社會整體品格的發揚。

造業金獎，統一超商榮獲企業永續報告獎－服務業銀獎。

一個人一生最遺憾的事情不是失敗，而是我本可以的沒有行

今年中英文報告書共有 148 家企業參獎，參與企業數與行業別持

動。我們每人心中都有充滿希望的夢想，但是如果我們不主動

續攀升，報告書揭露公司治理、社會共融及環境永續各面向資訊

實現，沒有人可以幫忙圓夢。不穩定的動盪勢必成為未來的新

豐富，永續績效與 SDGs 連結，獲獎企業均為透明的好公司，並

常態，顯眼卻不礙眼，亮眼卻不刺眼，這就是我們的品牌精

深獲利害關係人及員工信任，係邁向企業永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石。

新聞焦點

統一企業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金獎

展望未來，我們期許我們的組織能力將能在品牌經營的主軸基

■

獎」及「TOP50 台灣企業永

神。承本此心，讓我們熱烈擁抱 2019 年的來臨，因為我們知
道在這一年裡又將締造新猷！

本次評選要項包括環境永續（E）、社會共融（S）與公司治理
（G）等 ESG 三大面向，並經過 343 位志工初選、9 位核心委員
複選及 7 位決選委員簡報審查等公正嚴謹的評選過程，每家獲獎
企業在 ESG 等工作都有不凡表現，乃國內企業典範。TCSA 歷年
報名企業已累計達 236 家，其年總營業額與我國 2017 年 GDP 比
值為 82%，每屆頒獎典禮堪稱為企業巨擘相聚交流的絕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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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都請出最具話題性的表演團體，首次參與的「國軍人型氣偶
軍團」和「陸戰樂儀隊」，他們整齊活力的演出，讓遊行活動增
添更多討論熱度。活動開場表演由「國軍人型氣偶軍團」擔綱，
原本他們就在國慶活動上備受媒體矚目，而這次來到 OPEN! 大氣
球遊行，除了出動 30 名氣偶演出以外，還一口氣準備長達五分鐘
的國內外流行歌曲串燒表演，可愛的造型配上十分動感的律動，
讓現場所有觀眾不停歡呼及拍照，馬上為活動帶來第一個高潮。
接著開場表演之後，主持人馬上宣佈遊行正式開始，「陸戰樂儀
隊」立刻在舞台前方帶來表演，整齊精湛的操槍表演，再配上隊
形變化，讓現場觀眾看得目不轉睛，成為今年大氣球遊行頗受好
評的表演團體之一。

第十三屆 2018 OPEN! 大氣球遊行 OPEN! THE WORLD

十萬人現場共襄盛舉，愛‧Sharing
文‧圖｜統一超商

由統一超商主辦的全台最大氣球盛會－「OPEN! 大氣球遊
行」於 12 月 15 日在高雄時代大道上舉辦，今年邁入第 13
屆，以「OPEN! THE WORLD」為活動主題，匯集四大國際城
市風格的表演團體，以及來自全台各地極具特色的表演團體，
超過 1,500 名表演人員共同演出，整個活動在晴朗溫暖的天氣
下成功舉辦，吸引十萬人次到場觀賞，已成為高雄最重要的親
子活動。

8

2019 Ja nu a r y

■

首次參與的「國軍人型氣偶運團」，可愛的造型配上十分動感的律動，讓現場所有觀
眾不停歡呼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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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EN 小將讓現場觀眾不停歡呼及拍照

■

八名身穿亮麗森巴舞服裝的國外舞者們，帶來熱情的巴西森巴舞演出

美麗事業雪鈴兔波波時尚登場

今年所邀請表演團體總人數再度超過千人，讓整條時代大道充
滿各式各樣的表演身影，首先出發的第一大隊裡，由高雄市政
府所組成的高雄隊帶頭出發，沿途發送小禮物給兩側的觀眾。
今年以聖誕親子裝扮作為主題號召，沒想到報名十分踴躍，現
場超過 300 名親子共同參與，讓大家提前感受聖誕的佳節氣
氛。而依今年活動主題「OPEN! THE WORLD」安排了四組不
同國際城市風格的表演團體，首先登場的是代表巴西的森巴舞
團，八名身穿亮麗森巴舞服裝的國外舞者們，帶來熱情的森巴
舞演出，讓現場頓時像是來到了巴西，周圍的大小朋友皆忍不
住隨著音樂搖擺，最後是環保新科技的象徵 gogoro 車隊，共召
集來自全台各地的 100 名車主，整齊劃一地行駛出發，十分吸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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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隊由高秀玲董事長帶領統一企業集團美麗事業－ 統一
時代百貨、夢時代、統一藥品、康是美、統一佳佳，以及雪鈴兔
波波人偶共同出發，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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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雪鈴兔波波以一身時尚新造
型登場，頭戴皇冠、身穿金黃色洋裝及寶藍色長靴搭乘限量黃色
法拉利十分美麗時尚。董事長與美麗事業同仁遊行至兩大表演區
時，向民眾分享並帶動大家一起跳今年最有愛的舞蹈
「愛‧Sharing」，展現美麗事業大隊的美麗時尚力量，不僅獲得
民眾全場歡呼，更讓觀眾感受到愛‧Sharing 的精神，最後完成遊
行的同時，董事長與美麗事業同仁在時代大道上進行大合照，為
本次大氣球遊行增添完美的一幕。
■

黑貓宅急便派出第一線服務人員組成一支集配車隊，可愛的吉祥物「庫樂貓‧
雪樂貓」也隨車遊行

接在統一企業集團美麗事業後方的遊行團隊有今年 5 月代表台灣
參加亞洲青少年啦啦舞蹈錦標賽，拿下亞洲盃金牌冠軍的五福國
小舞蹈班、徵選混齡組季軍舞團－ 童手童腳、徵選人氣舞
團－京舞門，還有以新造型登場的 HELLO KITTY 大氣球，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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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鈴兔波波一身新造型登場，頭帶皇冠、身穿金黃色洋裝及寶藍色長靴，十分美
麗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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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企業集團美麗事業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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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顆蘋果飛天登場，
讓現場觀眾一邊拍照一
邊驚呼：「好可愛！」

第三大隊則由統一麥香
領銜出發，今年麥香以
「麥向未來」的海洋元
素為主題，把時代大道
變成偉大夢想航道，特
地打造一艘鯨魚造型大
帆船「麥香友情號」，
船上及船身兩側是由
■

第三大隊關懷的愛，由麥香領銜，打造雙星造型、海洋章魚大氣球，趣味十足

Uni - Girl Junior 及義守
大學競技啦啦隊共同扮
■

裝成水手，與「麥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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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麥香以「麥向未來」的海洋元素為主題，把時代大道變成偉大夢想航道，特
地打造一艘鯨魚造型大帆船「麥香友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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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香品牌區各種有趣創意的手勢板讓大家一起打
卡曬友情

美麗事業品牌區現場活動吸引人潮駐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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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奶及麥綠」三隻麥寶們一起守護船上的寶藏，象徵一起勇往直
前，將夢想及友情護送到終點，跟麥香一起麥向未來，迎接更歡
樂美好的每一天。統一獅棒球隊則由總教練黃甘霖帶領球員們發
送扇子給大家，民眾簇擁著球員們索取統一獅紀念扇，好不熱
鬧。黑貓宅急便派出第一線的服務人員親自演出，組成一支集配
車隊，可愛的吉祥物「庫樂貓」及「雪樂貓」也隨車遊行，展現
黑貓宅急便是安心、幸福的傳遞者，令大家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同時，今年特別請統一企業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安排所支持的偏
鄉學校參與遊行，邀請到七股國小創意電音三太子，以及屏東縣
原住民文教協會 VUSAM 課輔班，各自帶來孩子們練習已久的表
演，果然不負眾望，孩
子們努力練習的成果奪
■

「Romeo&Juliet」的石牆前，坐在金黃花朵圍繞的鞦韆下，用相機留下這最美的
一刻

得現場觀眾滿堂喝采，
讓兩組隊伍的孩子們都
非常開心，皆留下美好
的回憶，之後大氣球遊
行將繼續扶持偏鄉學校
的孩童，成為一個讓孩
子們開心演出、完成夢
想的活動平台。

第四大隊的領銜隊伍亦
是每年國慶重要演出之
一的樹德家商舞旗隊，
這次他們帶來國慶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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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Romeo&Juliet」的私語陽台，浪漫的玫瑰恣意地綻放，感受一下戀人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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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完整表演，每位表

■

充飽氣就能上升的熱氣球「飛之想望」，就像永
遠懷抱夢想的人們，帶著滿滿的自信達到更高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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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人員身穿國旗服裝再配上舞動大旗，專業又有活力的演出，

與 OPEN 小將一起頒獎

果然是每次接待外賓時的御用表演團體，名不虛傳。今年新登場

給統一超商百萬發票得

的 RODY 跳跳馬大氣球，鮮豔黃色的經典外觀，在時代大道上

主，讓得主留下一個難

轉圈時特別吸引小朋友注目，而遊行主角群－OPEN! 家族，

忘的回憶。舞台上還帶

與活動遊行大使－LULU（黃路梓茵）一起搭乘舞台車，UGJ

來了 OPEN 小將今年的

校園甜心則是在舞台車兩側陪同遊行，不斷地向兩側的觀眾一

新歌「OPEN! THE

起進行 OPEN! THE WORLD 的手勢互動。最後，OPEN 小將

WOR LD」，搭配特別

與小桃大氣球維持傳統，兩顆大氣球在路口進行的 Kiss，在夕

規劃升降舞台，讓

陽的照映下，搭配漫天的彩色紙花，再次掀起遊行高潮。

OPEN 小將帶著新造
型，十分有氣勢地登台

今年舞台的開場表演

演出，這段精彩表演之

先由 OPEN! 家族與

後將會剪輯成新歌

徵選混齡組冠軍舞

MV，讓全台的小朋友

團－Mini DSDJ 一

可以跟著唱唱跳跳；最

起揭開序幕，特別安

後主持人再邀請雪鈴兔

排小朋友舞者與

波波上台，與 OPEN! 家族帶領台下的觀眾齊跳愛‧Sharing，為此

OPEN 小將、LOCK

屆的 OPEN! 大氣球遊行畫下完美的句點。

■

Purple Wish 展現出米蘭大教堂的古典優雅

小醬進行舞蹈 Bat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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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迴廊」在現代建築的剛硬中，融入柔美
細膩的元素，將剛與柔的表現完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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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的尾聲再邀請

今年的舞台夜間表演以 OPEN! 家族為主，搭配徵選舞團及高雄在

雪鈴兔波波一起帶領

地舞團演出，為的是打造大氣球遊行的舞台成為一個讓小朋友實

觀眾跳愛‧Sharing，

現夢想的表演平台，首先開場表演將新歌「OPEN! THE WORLD」

讓大家感受這支最有

改編成極限運動電音版本，由 OPEN 小將、LOCK 小醬、小桃

愛的舞蹈精神。而遊

共同演出，還搭配滑板及以往參與運動活動的畫面，呈現出

行大使－ LULU

OPEN! 家族運動風貌，未來也將朝親子運動持續發展。延續去年的

（黃路梓茵）除了帶

OPEN! 大型魔術秀，OPEN 小將再次端出不同戲碼，與魔術師一

來精彩的演唱外，還

起跟大家同歡。最後由雪鈴兔波波、小桃、Please 美眉、條碼貓、

2019 J a nu a r y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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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肉粽所組成的「女子大天團」壓軸登場，帶領大家一起跳
愛‧Sharing，展現女子的美麗力量，分享最有愛的舞蹈給現場
每位觀眾。

今年將活動主題設定為「OPEN! THE WORLD」，就是希望可
以藉由活動帶領現場觀眾看到這個世界美好的一面，並充滿熱
情地展現給大家，相對藉由 7-ELEVEN FB、7-ELEVEN LINE、
7-ELEVEN Youtube、OPEN! Channel 四個平台同步直播，吸引
超過 150 萬人次收看。將此理念分享出去，讓更多人感受
OPEN! 大氣球遊行的活動理念，讓其影響力不只是現場而已，
還能透過網路擴及全世界，確切奠定全台最大氣球盛會的品牌
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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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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米蘭，劇光滿漢」結合米蘭的兩大經典建築－艾曼紐二世迴廊及斯卡拉
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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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小將與小桃大氣球 Kiss 了！在夕照下再次掀起活動高潮

■

主持人再度邀請雪鈴兔波波上台，與 OPEN ! 家族一起帶領台下觀眾齊跳「愛‧Sharing」
，
為此屆 OPEN ! 大氣球遊行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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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LEVEN 全新未來超商

「Big7」亮相 打造第五消費空間
文‧圖｜統一超商

今年是統一超商 40 周年，在邁向下一個嶄新年度之前，
7-ELEVEN 於 12 月 25 日發表全新店型「Big7」，首創精品咖
啡品牌「!＋? CAFE RESERVE」、超商獨創「糖果屋」，並加
入「博客來」選書複合專區，為第一家與 7-ELEVEN 複合的實
體書店，再加上美妝「K‧Seren」及麵包「烘焙概念」，是目
前業界複合種類最多、商品規劃精緻度最高的全新店型，也是
7-ELEVEN 從生活提案為思考的新營運模式，成為消費者在住
新聞焦點

家、辦公室、咖啡廳與網路世界以外，最便利、可近的「第五
消費空間」。

■

7-ELEVEN 全新未來超商「Big7」亮相！打造「第五消費空間」

過去 40 年，消費者走入 7-ELEVEN 滿足生活所需，未來
7-ELEVEN 則化被動為主動，以多元複合生活提案的好鄰居，進
入消費者的日常中，建構未來超商的新樣貌。7-ELEVEN 從年初
科技店型 X-STORE，開出美妝、健身、烘焙等 1＋1 型態的複合
店，緊接著更將烤雞、烘焙、健身 3 合 1 的複合店型搬到南台
灣，都是依據商圈特性、消費者日常需求設計的生活提案複合
店，將實體通路不可取代的消費者體驗持續升級。

全新發表店型「Big7」為台大公館商圈的博源門市重新改裝，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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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7」是將位於台大公館商圈的博源門市重新改裝，營業面積約 130 坪，佇立
於捷運公館站的交通樞紐帶，是結合社區、文教、購物、休憩等多重元素複合型
商圈

2019 Ja nu a r y

業面積約 130 坪，門市周圍有 outlet、電影院、台大校園，以及自
來水公園等，更佇立於捷運公館站的交通樞紐帶，結合社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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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購物、休憩等多重元素複合型商圈。集結六種不同的複合

咖啡館，品牌概念以

型態詮釋生活日常中的「五感」，分別代表視、聽、嗅、味、

驚嘆號＋問號，傳遞

觸覺，有創新空間的視覺設計、聽

「一杯令你驚訝且好

得到現磨咖啡豆的聲音、充滿咖啡

喝到找不到文字形容

香、書香與麵包香、吃得到異國風

的不思議咖啡，每一

味的糖果，還能親身體驗美妝產

杯都是值得珍藏的咖

品，是 7-ELEVEN 複合店型的新

啡體驗」。咖啡品項

定位。

數多達 22 種，分為
「義式咖啡、精品手

■

「!＋? CAFE RESERVE」精品咖啡，由專業咖啡團隊親
自前往國外知名產區及莊園挑選特色精品咖啡豆，
挑選當季最具特色、得獎、分數高的精品咖啡豆限
量販售

「Big7」將咖啡、烘焙、閱讀、糖

沖、風味飲品、其他

果、美妝與超商六大業種整合在單

飲品」四大結構。更

一門市內，其中更特別耗時一年

耗資近 200 萬採購咖啡設備，導入義大利頂級精品品牌「Modbar

多，打造全新精品咖啡品牌

「 Ripples 照片拉花機」使用
咖啡萃取液噴墨，照片隨傳
隨印

擬真咖啡大師手沖機」，模擬咖啡大師的沖煮模式，讓每支精品
新聞焦點

「!＋? CAFE RESERVE」不可思議

■

咖啡豆充分展現其獨特的風味特色。研磨方式更是保留咖啡豆風
味的關鍵，特別引進「世界上最好的研磨機」稱號的「德國
Mahlkoning 磨豆機」，能均勻研磨及萃取咖啡豆。
還有「Ripples 照片拉花機」使用咖啡萃取液噴墨，照片隨傳隨
印。並且結合集團烘焙 know-how 打造烘焙複合店，有包裝麵包、
現烤麵包、Mister Donut 及冷藏甜點專櫃，共超過 70 種商品選
擇。亦有全台獨家販售的冷藏切片蛋糕、日本進口甜點，提供多
樣化的選擇。

此外，「Big7」更為第一家 7-ELEVEN 與博客來複合的實體書店，
結合 32 席座位，是超商業界首次規劃完整閱讀氛圍的書香空間，
書區內所有的書籍來自博客來的專業選書，全區共分成「博客來
排行榜暢銷書」、「博客來當期新書與選書」，以及「博客來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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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LEVEN 耗時一年多，打造全新精品咖啡品牌「!＋? CAFE RESERVE」不可思議咖
啡館，品牌概念以驚嘆號＋問號，傳遞「一杯令你驚訝且好喝到找不到文字形容
的不思議咖啡」

2019 Ja nu a r y

展」三大專區，精選商業、小說等 8 個暢銷書分類，多達近 200
本書籍，成為全台最便利的購書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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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主題為博客來年度銷售 100 大書籍，搭配中央的檯燈設計更添
增書香文青氣息。

不僅如此，7-ELEVEN 瞄準網美商機，開創業界先例推出「糖果
■ 第一家與

7-ELEVEN 複

合的實體書店，緊鄰
咖啡及烘焙專區，同
時更結合 32 席座位，
是超商業界首次規劃
完整閱讀氛圍的書香
空間

屋」，全區以粉色系少女風格打造，從天花板延伸到兩側牆面有
大面積的圓點設計，地板則使用花瓣造型的地磚相為呼應，以 3
台馬車造型作為陳列設計的專櫃，將糖果當成飾品，分別擺設
「歐美熱銷」、「不敗肖像」，以及「日韓獨家」三種商品類
別，共有 18 個歐美日韓的經典品牌、63 支全新商品，強烈的品牌

其中「博客來當期新書與選書專區」設計在桌面垂直處，與座

性以及獨特性將吸引許多民眾嘗鮮、打卡。

位區一體成形，每周將定期更新排行榜熱銷品項；「博客來排
而「Big7」的 K‧Seren 則是今年開出的第 3 家美妝複合店，品項

單，大面積的書架牆面搭配後方的落地窗，陳列上更有豐富的

數高達 2 千種，考量商圈屬性，推出全新的「洗沐專區」，提供

視覺效果；利用中島櫃體設計的「博客來策展專區」，開幕首

出差旅行的民眾有多達近 30 種洗沐商品選擇，也引進全新「HQ

新聞焦點

行榜暢銷書」則是每月提供當期熱門新書以及推薦的精選書

保養品系列」，主打迷你包裝擁有完美合適的容量，補足
7-ELEVEN 門市中既有的商品結構及品項。

■

7-ELEVEN 瞄準網美商機，開創業界先例推出「糖果屋」，全區以粉色系少女風格
打造，從天花板延伸到兩側牆面有大面積的圓點設計，地板則使用花瓣造型的地
磚相為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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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 Big7 」多元的商圈屬性，許多住宿、遊客等臨時性需求
多，推出全新的「洗沐專區」，提供出差旅行的民眾有多達近
30 種洗沐商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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