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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驚豔時尚
台北國際烘焙展 四天展期 17 萬參觀人潮創新高
文‧圖｜統一麵粉、統清公司

於 3 月 15 日至 18 日舉行的 2019 台北國際烘焙展中，由高董事長
親自帶領集團創意中心設計「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以
極具現代感的亮麗色彩：知更鳥蛋藍綠（Robin egg）為 540 平
方公尺場域捎來幸福的生活感，放眼望去是南港展覽館中最具
氣勢又吸睛亮眼的主題場館，讓展場主辦與同業們讚嘆我們都
得跟著升級了！
新聞焦點

烘焙金三角的視覺角度與空間互動，是為 VIP 客戶精心規劃的迎賓大門

今年由統一麵粉、麥典、統清烘焙油脂、冷凍麵糰、統一麵包、

■

統一蛋糕屋、Semeu r 聖娜、現萃茶與專為烘焙業者規劃的

Cophi 專業咖啡經營等事業單位共同參展。展現品牌精神又各具特
色的內容設計與體驗，不僅現場來賓手機自拍打卡踴躍，同時也
是新聞媒體朋友捕捉動態畫面的焦點。

主舞台以當代烘焙工藝作品為展演主軸，由食糧群吳副總召集集
團內外具國際級賽事歷練名師：文世成、曹志雄、廖銘政、陳有鋕、
許明輝、游東運、吳振平等以經典美食、在地農產、茶飲咖啡等
三大味蕾記憶，透過法式手藝詮釋出屬於當代烘焙潮流，提案作
品總計達 52 項，陳列在 9 公尺寬的作品展示大廳，吸引各路烘焙
名家與愛好者為提案作品留影，厚植創意靈感資料庫。展期四
天，師傅輪番上陣的主舞台現場展演，是全場人潮聚集最多的地
方，台上不藏私公開配方置入品牌原物料，不只白色吐司椅近五
十個座位座無虛席一位難求，更有超過等量的站立圍觀聽眾來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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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大廳展示從原物料到作品的商品化整合提案力，統一麵粉、麥典、統清烘焙
油脂置入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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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具體展現集團能夠整合麵粉、油脂從原物料到引領市場潮流
的提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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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清烘焙油脂」傳授量產機制獨門商機，展場規劃以能夠多與來訪業者互動為
目的

■

「統一蛋糕屋」的粉紅幸福感，不僅呈現各式各樣美味蛋糕的精緻工藝，更吸引網紅
打卡拍照

■

別具巧思的貴賓室以季節花卉妝點，呈現植栽空間與優雅氛圍流動下的生活美學

■

「統一冷凍麵糰」主飾條以三角幾何排列，呼應產品能高效率又變化豐富的製作多款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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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聞
焦點
「Semeur 聖娜」以鹽之花捲 Butter Roll 可頌捲系列呈現精緻的麵包概念店

■

「統一麵包」以菱格香菠蘿與海鹽羅宋為主題視覺，搭配展場限定商品與活動

■

「Cophi」呈現精通全球咖啡生豆、烘焙、萃取等三大領域的國際咖啡品質鑑定師
的專業

■

「現萃茶」品牌視覺與動線規劃明確，讓逛展試吃麵包後的民眾能立即購買

2019 Apr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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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示大廳旁為 VIP 客戶所精心規劃的貴賓室更是別具巧思，
以季節花卉妝點，呈現植栽空間與優雅氛圍流動下的生活美
學，貴賓室大廳大門設計烘焙金三角，除了能夠呼應企業文
化、當代烘焙三大潮流，金三角的視覺角度與空間互動，更能
讓初次接洽的貴賓開啟一段輕鬆的聊天話題，為緊跟而來的訂
單，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本屆烘焙展參觀人潮再創 17 萬人次新高，較去年成長 1 成，
不僅家庭 DIY 烘焙族群加速興起，特別是展期的最後一天，眾
家餐飲烘焙職業學校都熱心地包車前來，課外學習的景況較往
年更是熱絡。從展前籌備到展期圓滿結束，各事業部動員與投
入心血人力，攜手完成一場空前的集團烘焙生活美學演出。

10

現場烤焙飄香，引起大量民眾聞香試吃，讓人忍不住一買再買

2019 Apr i l

體驗與品嚐到 Cophi 團隊提供客製的藝伎精品咖啡以及沖煮展演的國際級功力

■

吸引眾多味蕾挑剔的麵包愛好者，四天展期達 17 萬人次參觀，人潮創新高，較去年
成長 1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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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來襲 南台灣唯一粉紅野餐派對

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
打造「浪漫」商機

「粉紅色」為主題，除了有專屬女孩的粉紅市集、互動體驗攤
位，還有「美研社」超夢幻人氣自拍熱點，兩日活動吸引近萬名
顧客熱情參與。

活動當日，在統一時代百貨時代廣場的野餐地點，每個女孩皆秀
文‧圖｜夢時代購物中心

出自己最 In 的粉紅穿搭，打造獨特的時尚 Style，共同參與這場專
屬女孩夢幻野餐盛
會。大家或坐或躺
的在擺滿精美茶具
與小巧甜點的野餐
墊上，一同在草地
上享受悠閒的音樂
時光、享用美食、
集團現場

盡情拍照，感受這
■

充滿朝氣的春天。
■

週末午後與美研社玫瑰花果茶共同度過一個最輕鬆浪
漫、專屬女孩的夢幻野餐假期

夢時代與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以「粉紅泡泡」為主題，與時尚雜誌 Choc 恰女生
共同舉辦第三屆粉紅野餐日

三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這風和日麗的日子裡出遊野餐，
和家人、朋友一起在草地鋪上一塊舒適的野餐墊，恣意享受著
陽光微風輕拂，迎接春日暖陽，這就是一種生活的小確幸！與
我們一同前往統一時代百貨前廣場，進行一場粉紅泡泡的夢幻
野餐派對吧！

夢時代與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推行「Lifestyle，in style！」的美
好生活理念，自 2015 年開始，為女性消費者打造專屬的野餐
活動，今年以「粉紅泡泡」為主題，與時尚雜誌 Choc 恰女生
共同盛大舉辦第三屆粉紅野餐日，規劃一連串精采的舞台活動
「Live 音樂時光」、「野餐露天廚房」、「粉紅泡泡時光」等
多項豐富的舞台活動，這場專屬於女孩的夢幻野餐活動，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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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浪漫粉色的夢幻拍照裝置令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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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南台灣唯一的戶外粉紅野餐派對，除了野餐靜態活動與舞台
動態活動外，還有花漾市集，邀請女孩喜愛的品牌我的美麗日記、
恆隆行等品牌共同參與，各品牌專區皆吸引大批民眾參與駐足。
在週末的午後一起度過一個最輕鬆浪漫，專屬女孩夢幻的野餐假
期。

集團現場

■

主辦單位規劃了一系列精采的舞台活動，包括「Live 音樂時光」、「野餐露天廚
房」、「粉紅泡泡時光」等

除了靜態野餐活動之外，午後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舞台動態活
動，可以隨興的躺在草地上聆聽蕭秉治、白安、朱俐靜等實力

■

國民冰品「原味本舖」號召活力少女於現場互動拍照，完成任務即可品嚐

■

花漾市集內的各品牌專區吸引了大批民眾參觀

派歌手帶來的「Live 音樂演出」，享受無拘無束的春日時光；
亦或是參加「UCOM 粉紅露天廚房」，由 UCOM 主廚示範少
女系甜點粉紅銅鑼燒及粉紅泡泡飲；「品牌遊戲時光」由港都
電台 DJ 與現場民眾一起進行小遊戲，炒熱現場歡樂氣氛。野
餐現場除了好吃好玩更好拍，華麗回歸的「美研社」推出最新
商品「玫瑰花果茶」，於現場精心設計一座滿滿浪漫粉色的夢
幻拍照裝置，讓前來體驗拍照的女性能感受生活中片刻的美
好！活動期間完成美研社指定任務即可搶先試飲；國民冰品
「原味本舖」也推出粉紅商品紅豆冰棒，並號召活力少女於現
場互動拍照，完成任務即可品嚐冰棒消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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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LEVEN 史上最狂聯名！

全球首創「品牌聯名店」誕生
文‧圖｜統一超商

7-ELEVEN「品牌聯名店」再次顛覆國人對便利商店的想像，將
「可口可樂」、「海尼根」及「瑪莎拉蒂」品牌概念與便利商店融為
一體，讓便利商店搖身一變成為美式餐廳、時髦餐酒館，更成為
難得一見的超跑精品店，7-ELEVEN 複合店跨界模式不僅順應消
費趨勢，更是引領潮流的零售流通業先行者。

7-ELEVEN 創新店型再創新！7-ELEVEN 耗時一年多，攜手與

7-ELEVEN 表示，因應消費趨勢轉變，自 2008 年起開始發展大店

國外領導品牌－「可口可樂」、「海尼根」及「瑪莎拉蒂」跨業

格、特色門市及店中店，去年更接力發表未來形象店、科技概念

態合作，四強聯手打造全球獨一無二與便利商店異業結合的

店及多元跨業態品牌複合店，整合集團內品牌出發，再向外聯名

「品牌聯名店」，從店外延伸到店內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品牌精

擴展，目前已有 21 種複合型態，均是針對不同商圈、消費者需求

神與氛圍，並販售獨家限定商品，塑造全新型態的消費場域，

設計規劃，不僅滿足生活便利所需，更讓街角門市成為消費者休

期望帶給國人 3E（體驗性 Experience、娛樂性 Entertainment、

憩放鬆的體驗場域。

教育性 Education）美好的消費體驗。
集團現場

即日起於台北威京門市（「可口可樂」聯名店）、南京門市（「海
尼根」聯名店）及日內瓦門市（「瑪莎拉蒂」聯名店）打造三間
「品牌聯名店」，是 7-ELEVEN 與飲料、啤酒、超跑三大業態的
領導品牌共同操刀策畫，充分融合各自品牌精神、創意風格及生
活型態等元素，在店內全面具體展現，創造截然不同的購物氛圍
與遊逛性。

7-ELEVEN 補充說明，「品牌聯名店」為長期性合作，將定期推
出不同的限定販售商品及陳設布置，預估將帶動單店業績及來客
數成長 2 至 3 成以上。7-ELEVEN 與國外領導品牌－「可口可
樂」、「海尼根」及「瑪莎拉蒂」合作規劃的「品牌聯名店」，從體
驗、娛樂與教育三方著手規劃，「可口可樂」與「海尼根」將品牌博
物館內的展品移師至 7-ELEVEN 門市中陳列展出。「瑪莎拉蒂」
在門市中的展示品價值更逾百萬元，讓一般消費者能親近體會頂
級超跑的魅力，以下為詳細說明：
■

16

威京門市（7-ELEVENＸ「可口可樂」聯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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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驗性（Experience）：從 7-ELEVEN 門市設計就能看出品
牌的巧思，進一步帶給消費者獨一無二的感動體驗。像是「可口可
樂」將 7-ELEVEN 門市外牆及樓梯設計成巨大的「可口可樂曲線
瓶」造型，座位區還有整面的「可口可樂曲線瓶」造型展示牆，彷
彿進入「可口可樂」博物館；「海尼根」在門市設有「海尼根鮮封生
啤太空機」、室內酒吧區與戶外 Lounge 沙發區，打造出輕奢華的
啤酒體驗空間；「瑪莎拉蒂」在空間中主色調除了藍、白品牌代表
色之外，地板採用的賽車格圖案為引喻瑪莎拉蒂曾叱吒賽道上的
輝煌歷史，整體設計同時延伸到整間超商，包括櫃體、商品陳列
等，營造出歐洲百年精品汽車品牌的氛圍。

二、娛樂性（Entertainment）：品牌聯名店有許多可共同拍照的
展品和互動設計，創造出娛樂感。舉例來說，「可口可樂」以上百
南京門市（7-ELEVENＸ「海尼根」聯名店）

集團現場

■

個瓶蓋製作出富有特色的可樂長桌，還有高 180 公分，由天后
張惠妹設計的「可口可樂」瓶與專屬拍照機；「海尼根」也以 180
個海尼根啤酒瓶打造出一整面的啤酒牆，吸睛指數爆表，適合網
美拍照打卡；「瑪莎拉蒂」在門市中央打造一座 8 人用餐長桌，內
置精緻的賽道模型，還有 46 台 1：43 的瑪莎拉蒂合金模型車的模
型車牆，展現壯觀氣勢。

三、教育性（Education）：7-ELEVEN 合作的品牌都具有深度
的歷史，因此在門市設計上有大量的展示品及品牌歷史，讓消費
者感受到不同的品牌教育。特別的是，「可口可樂」設有四大主題
區，包括「台灣主題區」、「運動主題區」、「聯名主題區」及「北極
熊與聖誕老人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可口可樂紀念瓶及絕版品；
「海尼根」也特別將荷蘭阿姆斯特丹海尼根博物館特有元素空運來
台，設置專屬空間，展示逾 40 款荷蘭海尼根博物館獨家限定紀念
商品；「瑪莎拉蒂」將座位區牆面設計為特色車圖及歷史大事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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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門市（7-ELEVENＸ「瑪莎拉蒂」聯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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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除了空間風格獨具，也兼具傳遞品牌資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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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界奧斯卡獎出爐

統一企業契約酪農 吳振村
榮獲「全國模範農民獎」殊榮

選拔活動的意義是予以那些
致力於農業產銷技術創新及
對農業、農村永續發展有具
體貢獻之農民加以表揚，藉
此提升農業人力素質及農民

文．圖︱乳品開發部乳源管理組．林家弘

社經地位，達到「傳承、創
新、新農業」的劃時代意
義，並彰顯獲獎人員之卓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新農業運動選拔活動，目標為提升農業

成就與傑出事蹟，作為農民

競爭力，帶動農業整體發展，並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盛大舉辦

學習的標竿與典範。

■

振村教導員工修護牛隻蹄部時的認真神
情

「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典禮」。典禮當日，
原來要改變任何習氣，倒不是刻意去消除，而是反過來，去培養

各得獎人對農業的努力與貢獻。該獎項的選拔工作自 2018 年

一個新的迴路，也就是新的習慣。這新的習慣，最好是一樣有樂

初展開，參選農民來自農、林、漁、牧各產業，經由鄉鎮、縣

趣，甚至更有樂趣。該場自 1986 年起開啟了酪農事業迄今，無論

市、區域逐級評選推薦後，由農委會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全國評

是管理或飼養等方面皆相當有心得。台灣北部地區由於氣候、地

選委員會，再評選出 10 位經典神農及 12 位模範農民。而本公

形及環境的種種限制，飼養乳牛的規模向來都不如中南部地區來

司位於桃園市的契約牧場酪農吳振村先生獲選「模範農民」殊

得蓬勃發展，但吳振村本身是「弘勝畜牧場」第二代，血液裡存

榮肯定，並獲頒 10 萬元獎金及獎狀。

在著不願屈服的毅力與勇往直前的競爭力，逐步克服困難。該場

幸福職場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蒞臨頒獎典禮致詞表達祝賀之意，肯定

從人力飼養方式邁向自動化設備生產管理，以科技化與自動化設
備取代勞力，打造更符合現代化經營模式的農場。振村整個人所
散發出的活力及熱忱，推動著該場朝向欣欣向榮的盛況邁進。

「經營團隊的完整性」及「工作默契」始終是他所堅持的，振村
的掌上明珠惠婷是國立大學動科系畢業的高材生，對於牧場經營
亦有高度興趣，惠婷回自家牧場投入所學後，對於牧場來說更是
如虎添翼。整個牧場團隊成員囊括營養師、獸醫師及許多擁有高
度熱情的年輕人。振村不但積極著力於飼養空間及環境的改善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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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村自種
品質優良
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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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環保牛床，使牛隻能在舒適的環境下進行反芻，另外，增加
自動刮糞機之後，確實地減少了廢水用量，為環境永續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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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提供良方，以及導入懸臂式乳杯自動脫落器，避免集乳過程過

2017 年，他積極配合政府推動沼液沼渣做為農田肥份利用計劃，

榨造成牛隻乳房的傷害，同時也是提供更優質的鮮乳供國人食

將原本廢棄物轉為有機液體肥料後，成就了牧草種植品質並增加

用。牧場亦與澳洲修蹄專家合作引進新式有效用的乳牛蹄部保

地力，同時減少化學肥料使用，對於土地更加友善。他與在地農

養觀念及實作，使每頭牛行走時更顯怡然自在。

會結合，成立中壢區牧草產銷第一班，藉由整合在地畜牧產業資
源以增加效益，未來更將嘗試打造有機友善的自家生產肥料等創

此外，經營團隊會定期分析並善用 DHI「牛乳品質檢驗報告

新品牌，朝向農業六級產業➊ 的目標邁進。

表」與「乳牛群性能改良月報表」，精準掌握牛乳品質及牛隻
產量。不只如此，也積極參與產銷班的課程，精進相關知識與

有句話是「擺渡擺到江邊，造塔造到塔尖」，彷彿形容著振村的

飼養技術。振村對於未來有一幅理想的藍圖，認為面對現今養

這一路走來始終堅持信念。行百里者半九十，只能算是走了一半

牛事業的窘境，酪農應積極改變經營策略，在台灣應透過觀察

路程，然而不是因為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能看見希望。

經營元素質量的成長曲線來調整管理策略，走向規模經濟水平

雖然振村帶領著全家人及牧場曾經走了很多彎路、吃過很多苦，

的酪農企業是未來願景。除了有計劃性的擴大牛群，振村長期

卻從來都沒想過要放棄，始終心中懷著希望走下去。

對於生態保護及友善環境懷有熱忱，非但改善傳統的全年無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

入酪農產業，而這也是他邁向企業化經營的初心動念。

高。」對於乳業經營，振村投入許多夢想，並且具體實踐。縱然

幸福職場

休、辛苦的就業環境，更提供實習機會，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投

未來有時彷彿波濤萬頃、氣象萬千的大海，有時又像布滿曖曖微
光的晨星、夏蟲朝露的草原，振村於不同時間點的人生體驗，正
是為牧場發展提供重要的養分與資糧，而他的智慧，使他在面對
各種情境時更有抉擇能力。

振村與家人團隊間的互動充滿著熱情與興奮的色彩與空氣，從
「過去的深呼吸」到現在的「深印象」，再銜接成「未來的深文
化」，自然成為弘勝牧場影響深遠的企業精神基底，生生不息。

文末恭喜他更上一層樓，統一企業亦同霑榮光。

備註：
➊

六級產業：結合一級產業（農業）的生態保育、二級產業（工業）的生產效率、三級產業
（服務業）的生活便利等優勢組合，從 1＋2＋3 與 1×2×3 的跨界思維中，融匯科技、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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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頒獎，肯定振村的成就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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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盛事最終回
第十二屆府城拜年馬拉松
文‧圖｜統一新市廠乳品二廠‧張福元

人潮伴著斑駁且歷史悠久的廟宇讓人身心靈瞬間淨化。很快地，
來到第一站補給站「江家古厝」，該站提供了蔥油餅、牛奶等食
物，體恤可能有人尚未吃早餐，讓大家填飽肚子，待精力充沛後
繼續出發，隨後的補給站提供的食物種類更是應有盡有，不輸年
節大餐，有煎餅、綠豆湯、烏魚子、水果等等，讓大家大快朵頤
一番。其實以往跑馬拉松時，我不太吃補給食物，因怕增加跑步

今年為第十二屆的府城拜年馬拉松，其

時的腸胃不適，但是這一回美食當前，加上我已經飢腸轆轆，在

由來得從 2008 年說起，當年是發起人

禁不住美食的誘惑下，味蕾已被擄獲。

因一場百馬落馬所被激起的動力，於是

■

■

獎牌正面為十二生肖紀
念轉盤

獎牌反面為第十二屆拜
年馬路線

後續舉辦連續十二年的拜年馬拉松。以

在行經玄空法寺時，可看

往的我大多都是擔任志工，想說今年豬

到雄偉又壯觀的景色；來

年是最後一場拜年馬拉松，且地理位置

到永興吊橋，那蔥鬱的景

絕佳，剛好落在家鄉舉辦，路線為台南

致美得令人窒息。在永興

玉井至關子嶺大仙寺，整個賽程 54.4

吊橋前我們還能吃吃喝

公里，所以信誓旦旦一定要參與這場賽

喝、開開心心拍照，但後

事！如今再度回想起當天的路線行經

面的賽道沿途有好幾段都

「175 咖啡公路」，那景致仍讓人繚繞

是山路，尤其是崁仔頂仙

於腦海中久久揮之不去，也不知道是否

公廟、福安宮和碧雲寺水

與這是最後一屆有關，今年的路線卻是

火同源那幾段路程，簡直

往年以來最艱辛的。如何艱辛？待我娓

是魔王等級的路線啊！賽

娓道來路跑心得吧！

道不但有很多緩升坡，也

■

完賽便會獲得的過年伴手禮「豬寶寶布偶」

■

抵達永興吊橋

有不少陡坡，真的會讓人

56

大年初一那天，凌晨三點左右，與家人驅車前往玉井綜合體育

筋疲力竭啊！綿延無盡的

場集合，眾多跑友齊聚一堂，拜年道賀聲此起彼落。拜年馬與

上坡讓人大嘆為什麼不好

一般賽事有所不同的是沒有競賽性質，而是以豐沛的補給站聞

好在家休息就好，非得要

名遐邇。起跑時，大家踩著歡樂的腳步一步一步向前邁進，沿

出來找罪受，還好前面吃

途經過大大小小的廟宇，看著老幼婦童手持著香，虔誠地膜拜

了不少食物、補充了不少

著且口中唸唸有詞，香爐上的香火四溢，飄散著信徒及香客們

熱量來面對這些艱困的路

的期許，待這些願望能伴隨著香火升騰並實現，這人山人海的

程。然而，經過 175 咖啡

2019 Apr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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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公園

■

終點站為白河
大仙寺，在此
拍下紀念性的
一刻

一直以來很喜歡拜年馬拉松帶來的氛圍，大家講求的是歡樂的氣
氛。謝謝如此細心的主辦單位，在主辦單位的用心規劃下，每年
的拜年馬拉松各有特色且路線不同，加上志工的協助，總是能讓
跑者熱情且開心地參與每一場賽事。雖未每年參加，但仍衷心感
謝這幾年一起拜過年的跑友們，跑步帶給我不一樣的嶄新生活，
這次故事落幕了，緣份也到此結束，雖然不捨得離別，但也許會
再相遇，就讓我們一起繼續跑下去吧！

公路，視野隨之開闊，映入眼簾的美景盡在不言中，果然名不
虛傳。沿途，不時瀰漫著濃郁的咖啡香，只見熙來攘往的遊客
對跑者綻放燦爛無比的笑容，給予一句加油鼓勵聲都能讓我們
振奮起來。經過補給站時，有此起彼落的加油聲及新年賀詞，
和平時有競賽性質的跑馬來說相差甚大，雖然後半段路程艱
辛，但仍順利完賽！沿途大家用新年快樂取代加油，穿梭在大
街小巷跟居民及工作人員互道恭喜，親自用雙腳踏遍台南，一
覽在地美景。大家在大年初一開開心心地跑步，大概只有拜年
馬拉松才能夠營造出這樣充滿歡樂的氣氛吧！

對我來說，跑步已佔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跑也將近三十
年，即使隨著時間流逝，有些人已不在跑步這條道路上，但在
我心中，拜年馬拉松有著許多抹滅不去的歡樂與記憶，更別說
這場第十二屆府城拜年馬拉松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連續舉辦十
二年的拜年馬拉松今年真的進入尾聲，在殘酷的考驗與美麗的
交織下畫出完美句點，是不捨也是象徵著一個里程碑的到達。

58

2019 Apr i l

■

大家於終點站的拱門前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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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用熱血暖化科技溫度 以實際行動關心健康

活動即將開跑！

5 月 25 日全國健康日
7-ELEVEN 一日乖孫志工招募中

邀您與家人一起來量測，也歡迎一同加入志工！
20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將舉辦第十一屆全國健康日，今年更廣招
高中以上志工，期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與長輩互動，增加青銀世
代的交流，並讓青壯年世代能運用自己平日所長，以行動關心家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人和國人的健康！
基金會將提供高中生服
務學習時數認證，若選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於 2009 年起與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擇至偏鄉門市服務還另

於全台 7-ELEVEN 擇點佈建「千禧健康小站」門市，至今共

有加碼回饋！只要您是

674 家，提供免費血壓計、腰圍量尺及衛教單張，提供全年 24

16 至 45 歲，熟悉手機操

小時不打烊的健康照護，鼓勵民眾到鄰近健康小站門市關心自

作之民眾皆可參加，歡

身健康，將三高慢性病防治觀念帶入社區。

迎集團員工及子女響應
千禧之愛

參加，讓我們一起為長
基金會為提醒民眾定期關心健康，每年舉辦「全國健康日」免

輩健康盡一份心力吧！

■

志工協助民眾使用千禧 i 健康

費血壓、腰圍健檢活動，參加民眾都有機會獲得健康餐點與贈
品，每年參與人數皆達萬人以上，深受民眾喜愛與支持。基金
會並鼓勵將量測數據同步使用「千禧 i 健康」紀錄，除了能將
多筆數值轉換成曲線圖，還可至 7-ELEVEN 列印歷史紀錄與個
人化健康建議，就診時供醫師作診斷參考，運用雲端科技做好
健康管理！

科技×健康，串接彼此距離
隨著科技發達，許多長輩也希望學習使用手機管理健康，但操
作上卻較難以得心應手。因此基金會連續 3 年號召熱血志工，
今年亦持續並擴大招募，希望更多人一同來協助長輩學習將血
壓、腰圍等健康量測值上傳雲端，讓長輩回家也可以自行操
作，利用科技的便利性維持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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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智慧健康小站舉辦活動，吸引許多排隊人潮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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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

使用 ibon APP「千禧 i 健康」單元，輕鬆紀錄量測值管理健康

2019 年千禧健康小站「全國健康日」志工招募資訊
‧服務時間：2019 年 5 月 25 日上午 9：00∼12：00
‧服務地點：全台 7-ELEVEN 千禧健康小站門市擇點服務，可
自行選擇服務門市，每家門市 1∼3 位
‧招募對象：16∼45 歲，熟悉手機使用者
‧錄取資格：完成線上教育訓練課程及測驗及格即可
‧服務項目：協助參加全國健康日活動，並有意將健康數據上
傳至千禧 i 健康之民眾，操作手機以完成以下步
驟：
1. 協助下載 ibon APP 及會員註冊
2. 教導如何於千禧 i 健康平台輸入或上傳資料及
量測數據
有意者請掃描左側 QR Code 完成報名資料
如有問題歡迎電洽（02）8786-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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