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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
108 年度模範員工表揚大會

其次，在工作的過程裡面，我們還是重申一件事情，就是「安全
第一」。不管是個人自身的問題，還有工作環境的安全，公司也
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措施，但是最後還是要仰賴各位養成一個好
的工作習慣，各位要知道對於自己的安全不僅僅是對公司的負

文‧圖｜統一企業工會‧張慧誠

責，更是對我們自己，也是對家人最大的責任。

2019 年 4 月 17 日早上

最後董事長希望各位同仁要秉持此信念，所有事情都能多一分小

11 點於永康總公司 C

心、多一分平安，高高興興來上班，平平安安地回家，這是對我

棟 601 會議室舉辦模

們家人、自己與父母最起碼的一個交代。致詞尾聲，董事長再次

範員工表揚大會，10

恭喜模範員工得獎同仁，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點起模範員工陸續辦

象徵至高榮耀的獎座

羅董事長致詞結束後，大會一一介紹今年度 41 名模範員工的優良

時刻來臨，來賓們欣

得獎事蹟，從簡介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當選者的優良事蹟都來

喜之情溢於言表。

自於積極參與改善提案，進而取得極佳的工作效益，這些事蹟和

新聞焦點

■

理報到，隨著榮耀的

數據值得大家一起學習。隨後，羅董事長親自頒獎給每一位模範
大會首先恭請主席羅董事長致詞，董事長一一向理事長、各位

員工並照相留念，這些相片亦同步發布在工會網站，供同仁們觀

工會代表、所有模範員工道早安。他說：今天非常高興，時間

摩學習。

過得很快，又是一年一度的模範員工表揚。首先恭喜各位從非
常激烈的甄選過程中脫穎而出，還有更多數的優秀員工未能來
這裡參加表揚，未來都還有機會來此，我謹代表公司在此致上
最大敬意和謝意。

羅董事長表示，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的大環境並不是很理想，
在嚴峻的經營環境之下，很幸運的是我們員工同仁都能在各自
崗位上盡忠職守，公司每一年還能繳出進步的成績單，這一切
成績都是在座各位及今年未能前來參加今天典禮的全體員工所
共同努力打拼，希望在這個基礎之下，讓我們繼續保持進步，
才能持續讓我們的家人過著更好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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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 4 月 17 日於永康總公司舉辦「108 年度模範員工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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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全體人員移師至 B 棟大門口，大會安排羅董事長與全體模
範員工大合照，不僅如此，面對各模範員工的熱情邀約合照，
羅董事長也一一欣然接受，為模範員工留下難忘的榮耀！
統一企業 108 年模範員工表揚大會名單：

冷調廠

蔡義欽

20

食品一廠

陳思蓉

21

畜產研究部

王琳菁

22

食品三廠

侯雅雯

23

中壢麵包廠

周淑美

序

單位

姓名

24

新市乳品一廠

梁嘉洲

1

中壢麵包廠

楊志斌

25

烘焙開發部

林雅筑

2

特販暨傳統冷藏通路行銷組（臺北）

楊鍾涵

26

楊梅乳品一廠

詹勳銓

3

新市乳品一廠

洪英宗

27

工程部

尤信勛

4

冰品廠

賴怡均

28

食品二廠

黃惠珠

5

中壢蛋糕廠

王瑋琳

29

楊梅礦泉水廠

林美華

6

採購部

林永琮

30

新市乳品二廠

吳岷駿

7

湖口烘焙廠

梁碧玉

31

楊梅電務課

葉治傑

8

食品四廠

陳麗芳

32

財務企劃部

陳淑芬

9

飼料部

劉乙叡

33

飲料成品課

李宥蓁

10

湖口品管課

朱安婕

34

中壢人資輔導課

范玉萍

11

食品一廠

林心瑜

35

楊梅飲料二廠

鄭志雲

12

麻豆麵包廠

謝佳珉

36

物流部

李素禎

13

肉品廠

洪明毅

37

行政服務部

洪婉菁

14

國際事業組

陳怡伶

38

新市電務課

謝仁和

15

麻豆麵包廠

林宜瑩

39

新市飲料一廠

李明郎

16

楊梅乳品二廠

邱秀月

40

臺中行政服務課

蔡艾惠

17

湖口食品廠

鄭玉蘭

41

臺北人資輔導課

周佩蓉

18

中壢蛋糕廠

紀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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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菁英 100 表揚大會」

頂尖加盟主共創美好的零售體驗
文‧圖｜統一超商

今年唯一獲得尊榮獎的鑫杭門市加盟主惠雯，從 16 歲打工至今，
已經在超商 20 個年頭，不但改善家裡的經濟環境，還有能力提供
工作機會給身障者與高年級生，甚至間接完成自己開咖啡店、麵
包店的心願，加盟主表示，只要願意努力不放棄，一定可以在
7-ELEVEN 達成自己的心願。菁英獎致詞代表的彰興門市加盟主
鳳慧，原本是紡織廠的老闆，她表示剛開始也遇到過許多經營上

統一超商年度盛事第二十一屆「菁英 100 表揚大會」，4 月 17 日

的困難，逐步地克服改善後，培育出一群熱情又優秀的夥伴，如

於臺中福容飯店盛大舉行，藉此感謝加盟夥伴與公司一起茁壯

今已經擁有三家店的她，未來更期許自己可以在 7-ELEVEN 開創

成長，會中表揚尊榮獎、菁英獎、2018 年 TCFA 全國傑出店長

更輝煌的事業版圖。

及咖啡大師共 117 間門市獲獎，加盟主偕同最親密的家人或門
市夥伴，共享榮耀時刻，也促進門市經營的良質擴散！

為讓獲獎加盟主有難忘回憶，現場設計拍照互動區，提供拍照
框、手拿板等道具，並設立菁英牆輪播展示菁英團隊的照片與介
紹，更有客製專屬愛金卡作為紀念，留下榮耀歡樂的回憶。晚宴

效、內部管理等指標進行評鑑，全年不得有任何客訴、違規事

中更由黃總經理帶領群主管們，向菁英夥伴敬酒，與大家盡興交

件，另外，要具備「尊榮獎」資格更必須連續 3 年獲得菁英獎

流，主辦單位也精心準備伴手禮，讓獲獎加盟主能夠滿載而歸。

集團現場

脫穎而出的菁英獎得主，須歷經為期 1 年的評選，依經營績

肯定，若能夠脫穎而出，實屬榮耀！

會中黃瑞典總經理特別感謝加盟主的付出與努力，表示獲獎菁
英能在全國 5,400 多家門市中脫穎而出，絕對是全國最傑出的
佼佼者。2018 年獲獎菁英所創造出來的優秀成績，PSD 比全國
平均高出許多，但利潤也較全國平均高，顯示菁英加盟主除了
擁有卓越的銷售能力外，也懂得聚焦在更賺錢的商品。近年
來，由於實體零售業因為受到網路交易不斷翻升的影響，但便
利商店卻逆勢成長 4.18%，這驗證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零售
不死，死的是平庸的零售體驗。」期勉得獎者除了提供消費者
需要的商品結構外，也要滿足消費者的 3E 需求（體驗、娛
樂、教育），打造讓消費者依賴的便利商店，用創新的思維和
做法，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創造門市業績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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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年度盛事第二十一屆「菁英 100 表揚大會」，黃瑞典總經理（中）帶領群
主管們感謝加盟主的付出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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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裏王單細胞生茶萃取技術再進化

新亮相！單細胞生茶萃取技術升級

文‧圖｜茶飲部茶裏王組

黑網覆蓋栽種＋自然酵素 兩大技術全面釋放茶葉甘甜

茶裏王最高 9% 回甘提升更有感
新升級的茶裏王，除了
經專業品評員進行口感

陪伴無數上班族打拼與奮鬥的即飲包裝茶品牌「茶裏王」，自

測試，在茶感、甘味

2001 年上市以來，在臺不斷創造銷售佳績，穩站即飲包裝茶市

上，與上一代相比均有

場領先地位。18 年來，茶裏王秉持「回甘就像現泡」的精神，

進化。在實證數據上，

持續引領市場潮流。今年度，茶裏王更進行全系列口感升級，

整體甘味物質（如總胺

將「單細胞生茶萃取技術」融合黑網覆蓋栽植的優質茶葉與自

基酸、茶胺酸與甘味胺

然酵素組合，達到最高 9% 的有感回甘升級，開啟即飲包裝茶

基酸）也都有顯著提

感官新體驗！

升，最高可達 9%。
茶裏王指出，新一代單

回甘實力獲「食品界的米其林 iTQi」評審高度讚賞

細胞生茶萃取技術，在

■

回甘增量的狀態下，平

集團現場

茶裏王回甘好茶 勇奪國際大獎

今年度再升級單細胞生茶萃取技術，最高達到

9% 回甘

除了不斷創造銷售佳績，2018 年茶裏王全系列多項產品勇奪擁

衡了茶湯中兒茶素成分微微的苦澀感，讓消費者品茶時能更加感

有「食品界米其林」之稱的 iTQi 比利時風味絕佳獎，是臺灣包

受到茶湯入喉後的回甘餘韻。

裝即飲純茶市場中唯一奪下此殊榮之品牌。iTQi 為全球指標性
的風味認證機構，評

而讓茶裏王回甘力提升的關鍵，便在於今年首度升級的單細胞生

審皆為頂尖味蕾的專

茶萃取技術，其中包含黑網覆蓋種植、全新自然酵素組合等兩大

家，除了以盲測方式

技術突破。黑網覆蓋突破傳統種植概念，阻絕茶葉直接曝曬到陽

執行確保公正性，評

光的機會，避免茶葉甘味胺基酸分解成苦味物質，同時產生更多

分的項目更涵括產品

甘味茶胺酸。全新自然酵素組合，在茶葉萃取過程中提升茶葉回

外觀、嗅覺、質地、

甘物質的釋出，完整保留甘甜。

味道到回溯嗅覺（後
味）等項目。能在嚴

全系列改版升級 茶裏王即將改寫茶飲市場回甘新標準

格品評標準中脫穎而

炎熱的夏日即將來臨，茶裏王單細胞生茶萃取技術 2.0 全新升級系

出，顯見茶裏王驚人
■

的口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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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茶裏王全系列多項產品勇奪「食品界
米其林」之稱的 iTQi 比利時風味絕佳獎

列即日起於全通路與消費者見面。回甘有感提升新體驗，讓你喝
出即飲包裝茶口感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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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千人參與 歌聲、美味凝聚合一

第 38 屆南區烹飪比賽圓滿落幕
文‧圖｜統一企業工會‧張慧誠

3 月 16 日星期六，天氣涼爽舒適，第 38 屆南區烹飪比賽在環
境優美、鳥語花香的新化虎頭埤園區盛大展開。今年參賽隊伍
共 48 隊，包括眷屬，約千人一起同樂。
活動當天早上七點，幹事長、秘書長、理事長、理監事等工會
幹部陸續抵達會場，準備前置作業，整理桌椅供各隊會員領
用。到了七點二十分，滿載食材的採買車也就定位，由林海田
幸福職場

理事拿麥克風廣播，請各隊來領取食材，整個過程十分融洽，
可見大家向來和樂相處的氣氛。領取食材後，每一隊開始施展
廚藝，除了享用自己隊上烹煮的佳餚，大夥兒一邊聊天、分享
生活的點滴，爭取好成績反而成了其次。

到了八點二十分，開始「KALAOK 麥克風」活動，由統一企業
南區歌唱冠軍林海田理事主持，口才逗趣又接地氣的他，使現
場氣氛更添詼諧與歡笑。喜愛唱歌的同事們陸續登台歡唱與現
場的親朋好友們同歡。技術群陳群總、工會王幹事長、李理事長、
蕭宏偉副理事長、洪川裕常務理事、張榮裕常務理事、江萬潭
副理事長等也上台高歌，場面歡樂。

歡樂的時間過得好快，大會請各隊將比賽菜餚送到評審桌時，
已經接近十點半了。各隊掌廚的夥伴無不盡力把食材料理成隊
友們喜歡吃的美食，整個烹飪過程裡，大家分工、分享，感受
到一起做菜很辛苦但也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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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 屆南區烹飪比賽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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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季軍組

評審的評分是以色 20%、香 20%、味 20%、技巧 30%、洗滌整
理 10% 做為依據。除了個人獎外，還有公司獎、福利會獎、工
會獎各 2 名，獎品是提貨券 3,600 元。評審由技術群總陳春福
經理、管理群鄭景元經理、環安室謝清樹經理、永康第一總廠長
吳承澤、永康第二總廠長黃榮家、新市總廠長董倏亝等六位擔
任。
此次南區第 38 屆烹飪比賽得獎隊伍名單如下：

殿軍組

冠軍 45 組 冷調廠 A 黃芳農 隊長
亞軍 46 組 冷調廠 B 劉復仁 隊長
14 組 永康機務課 B 莊清如 隊長
冠軍組

幸福職場

季軍 42 組 新市行政服務課 A 洪正益 隊長
44 組 冰品廠 謝日勃 隊長
17 組 福利課 B 陳耀煌 隊長
殿軍 43 組 新市行政服務課 B 黃德勝 隊長
32 組 飲料一廠 B 廖安穗 隊長

亞軍組

22 組 食三廠 A 謝明元 隊長
41 組 南區環保資源課 簡志賢 隊長
統一企業工會舉辦烹飪比賽的宗旨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期盼透
過假日活動調劑員工身心，增加生活趣味，養成敬業樂群的融洽
精神。活動尾聲李理事長提醒統一人務必把環境整理好，垃圾袋
集中放好，最後請大家在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整個活動圓
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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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5 月 25 日全國健康日
邀您帶家人一起來量健康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血壓多少才算高？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與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05 月

邀請您上午一同帶家人來千禧健康小站

25 日

量血壓及腰圍，關心健康！

‧邀請對象：18 歲以上國人

18 歲以上民眾，最理想血壓應控制在 120／80mmHg 以下，雖
超過 140／90mmHg 才是高血壓，但高血壓前期者，約有 1／3

‧時

上午 9 點～12 點

至 1／2 的人會在四年內變成真正的高血壓，因此仍需經常監
控。國民健康署建議，有高血壓風險的民眾更應維持量血壓的

間：2019 年 5 月 25 日

‧地

點：全國 7-ELEVEN 千禧健康小站

千禧健康小站
門市查詢 QR
Code

舉辦活動之門市（可掃描 QR Code 查詢）

習慣，每日早晚固定量測血壓，並長期監控血壓變化。
‧活動流程：

千禧之愛

‧注意事項：
■

1. 活動時間及地點以主

血壓標準值

辦單位公佈為主。

我的腰圍標準嗎？

2. 各門市活動贈品為限

腰圍過大，代表內臟脂肪過多，容易引起胰島素阻抗性，如果
持續無法改善胰島素阻抗性問題，最後將導致肥胖、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壓等症狀及疾病。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自 2006
年提出「腰圍八九十

健康常維持」口號，期望民眾記住男性

量發送，贈完為止。
3. 實際贈品依門市提供
為主，主辦單位保有
變更權利。

■

民眾於全國健康日免費量血壓

健康腰圍小於 90 公分、女性小於 80 公分之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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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來趟鳳凰古城的文青遊

景，駐足於此看沱江南岸用紫紅砂石砌成的古城牆，雄偉而典雅，
亦看北門跳岩遊人如織，東、北兩座城樓，久經滄桑依然壯觀。

文‧圖∣溫燕雪

離船上岸，我們來到又稱為江西會館的萬壽宮，它建於 1755 年，
是江西商人來鳳凰經商後捐資興建的。萬壽宮面臨沱江，背靠青
鳳凰古城，位於湖南省

龍山，占地 4,000 平方米。以前江西人到此做生意，對於風水取向

西北部，距今有一千多

有一定的講究。因此若您站在萬壽宮正中間的位置往外看，會發

年歷史，古城原名「鎮

現萬壽宮的三個大門剛好對著虹橋下方三個橋孔，有著財源似江

竿」。來到這裡，可見

水，滾滾奔流不息的寓意。另外，位於沱江沙灣岸邊的「萬名

巨大的「鳳凰雕塑」矗

塔」，塔高七層，於古時它是一座用來燒廢紙的「惜字亭」，同

立於鳳凰廣場上，展翅

樣帶有鳳凰人文蔚起的深遠意義。

的模樣，甚是壯觀。當
地有句廣告詞為「千年

■

古城巷弄間，紅傘高掛，寓意著「鴻運當頭」

相傳明朝皇帝朱元璋聽說鳳凰當地有朝一日會有真命天子崛起，

的等待，只為你」，意

害怕皇位不保的朱皇帝於是硃砂筆一勾，在地圖的一條山脈上一

謂著期待遠方的旅人親

劃，象徵性地斬斷龍頭，而沒想到隨之而來的是鳳凰連年水患，

臨古城，一揭鳳凰古城

當地於是建了虹橋，以便於行走。這麼一來，鳳凰當地的風水遭

神祕撩人的面紗。

到毀滅性破壞，再也出不了皇帝，倒是城內文人雅士輩出。

鳳凰古城堪稱中國最美
的古城，沱江貫穿其
■

中，她是鳳凰古城的母
親河，緩緩流淌，世世
代代哺育著鳳凰這座古
城裡的人們。我們坐上
烏篷船，隨著水流緩緩
移動著，欣賞著沱江兩
岸百年歷史的土家吊腳
樓。穿過虹橋，宛如置
身江南水鄉畫卷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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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沱江沙灣岸邊的「萬名塔」，塔高七
層，古時它是一座用來燒廢紙的「惜字亭」

虹橋下方三個橋孔，剛好對著萬壽
宮三個大門，意思是財源似江水，
滾滾奔流不息

飛行
夢公園

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童年、少年時期都是在鳳凰度過，十五歲時
因為家道中落，被迫離開鳳凰，之後曾從軍，二十歲受到五四運
動新思想影響，隻身闖入北京開始他的文學生涯，並在好友徐志
摩引薦下，在上海任教。任教期間，沈從文有幸認識夫人張照和
女士，張照和是有名的大家閨秀，人長得漂亮但是皮膚有點黝
黑，朋友戲稱為黑鳳，沈從文所寫的《黑鳳集》一書，就是寫給
夫人的，1933 年沈從文愛情事業雙豐收，開始寫《邊城》，此書
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

沈從文故居不遠處，便是熊希齡故居。熊希齡是中國著名教育
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熊先生從小聰明，被稱之為湖南神
童，受皇帝賞賜，1913 年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聯合總理，
■

夜晚的鳳凰金碧輝煌

古城內唯一的祠堂「楊家祠堂」，是清朝時期鎮竿總兵楊芳於

方木質結構四合院，始建於 1868 年，至今一百多年歷史，是典型

道光十六年出資興建，祠堂大門側開，正對著沱江上游，希望

的苗族古代建築格式，極富苗族情調。而內部仍擺放著熊希齡先

楊氏祖業像江河那般源源不斷，門上寫著「慎行」兩字，告訴

生用過的家具、工作用品，足以一窺他質樸簡單的生活風格。

飛行夢公園

1920 年在北京創立了馳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齡故居亦屬南

楊氏族人，走出去便是大千世界，所以要謹言慎行，今日則是
政府的辦公所在地。

崇德堂是江西豐城人裴守祿於 1884 年修建。十六歲來到鳳凰
經商的裴守祿，以經營布匹、煤油起家，憑著自己的聰明才
智，十七歲遂成了當地首富。這座宅院屬於南方典型結構四合
院，屋前有水缸，名為太平缸，意為保佑一方太平，主要的作
用是蓄水、防火。這裡的水缸是方型水缸，有四方聚財之意，
院中有兩棵桂花樹，象徵富貴滿堂，處處可見這位當地首富修
建時的用心。

再來，我們來到鄉土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居，沈從文原名沈岳
煥，是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文物考古專家，曾經兩次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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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鎮竿的鳳凰古城，於街頭可見大大的
石碑上有朱鎔基題字

■

崇德堂屬於南方典型結構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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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老屋好型
臺南消防史料館
美不勝收的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下）
臺南「火見樓」
■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2 之 1 號
■ 開館日期：週二至週日

文‧圖｜統一生機‧范韻妮

（每週一固定休館）

文‧圖︱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

■ 開館時間：9：00 ∼18：00

臺中花博的外埔園區內不只有美妙的花圃，還有劇場正在表演著
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合同廳舍」歷經
花漾繽紛的舞蹈，大家都坐了下來欣賞舞者們曼妙的舞姿。除了
多時建物整修，於 4 月 15 日落成啟用。
花卉的美，這裡還充滿著許多很不錯的文化藝術活動，讓大家的
座落於中西區湯德章紀念公園圓環旁，臺
身心也接受了人文的薰陶啊！如果您留意劇場外觀，會發現到它
南市消防局、警察局共同使用的「原臺南
有著蜂巢造型的園藝，又美又有意境，最可愛的是上面也停有蜜
■

陳寶箴世家的百年老宅

合同廳舍」（意即聯合辦公廳舍），其建
蜂的模型，太可愛啦！其實走在園區內，處處充滿了有設計感又
築中最為吸引目光的高塔於 1930 年落
有文化意涵的裝置藝術，很特別，在外面也很難看到，所以來臺

老宅的鳳竹堂，內有一院三館（鳳凰古城博物館、陳寶箴世

成，昔稱為「火見樓」，當時可是臺南市
中花博走一走踏踏青，賞花之餘，不僅能夠抒發壓力，還能感受

家、雷雨田藝術館）。陳寶箴是位傑出的政治革新家、詩人，

區中最高的建築物，制高點建築設計就是
藝術的洗滌，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長子陳三立是近代詩壇泰斗，擅長詩詞古文，長孫陳師曾是中

為了可隨時監控著市區內四周火災的發生

國著名畫家，一代畫壇領袖，年少博才，素有神童之稱，是齊

狀況，這樣一棟富有臺南在地意涵的地標
園區內，處處都是拍照的好地

白石的恩師。陳師曾的二弟陳隆恪是中國著名詩人，陳師曾三

建築在消防史上更深具歷史意義。
點，所以大家都是不停地拍

弟陳寅恪是中國著名大國學家、一代史學宗師、教育家，陳師

照，無論是相當詩情畫意的小

曾的兒子陳封懷，則是中國著名植物園之父，陳氏一門四代五

「原臺南合同廳舍」整

橋流水，或是各種美輪美奐的

傑，燦爛家世成就陳氏門庭輝煌，被稱為中國文化貴族、文人

修後，建物一部分作為

花卉，隨手一拍都是超美場

世家。而鳳凰古城也是著名畫家黃永玉的故鄉。

「臺南市消防局第七救

景。美得讓我猛拍的孔雀草，

災救護大隊中正分隊」

它是菊科萬壽菊屬，是菊花的

夜晚的鳳凰古城金碧輝煌，金黃燈光下的沱江兩岸，商店熱鬧

使用，一部分空間規劃

一種，有著這麼美的名字的孔

登場，在這裡點一杯咖啡啜飲著，悠然享受心靈靜謐的富足，

整合為「臺南市消防史

雀草花瓣很多，綻放的花邊有

別有雅致風情。

料館」，館內展示消防

點皺皺的，讓整朵花顯得更有

隊沿革簡介，包含消防

立體感。這裡還有讓人拍得很

走一趟人文薈萃、才人輩出的鳳凰古城，領受她文人風雅的氣
韻，這時候相信你會說：鳳凰就在沈從文的書裡、陳氏五傑的
詩詞裡、在黃永玉的畫裡。那樣優雅迷人，令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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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來到中國鳳凰古城博物館，原為陳寶箴世家的百年

相關文物及照片、救護勤務介紹、消防英雄、天搖地動及
VR
沉迷的「射干」，它是鳶尾科
■

地震搜救任務體驗等，讓民眾實際了解臺南消防文史，配合體
射干屬，果實長得很像藍莓，

著名的建築物「竹穹惜水」，展現了臺
灣精湛的竹藝跟環保概念
驗展覽，進而教育民眾正確的應變防災防範措施。
小巧可愛。看到這些花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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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來去金門

造、同時參與過二次大戰

文‧圖｜統一超食代 花蓮廠‧趙毓謙

砲彈從準備到發射的實際

的大砲，由演員示範整個

過程，當時砲管面對的是
約 16 公里外的廈門海灘，
號稱金門三寶的高梁酒、鋼彈菜刀、竹葉貢糖，充滿著滿滿的

參與民眾可感受戰時緊張

在地特色。遠近馳名的金門高粱酒廠，彷彿 1 公里外就可以聞

危險的程度。

到陣陣酒糟的特有風味，旅遊除了吃吃喝喝外，了解酒的製
作，聽著懂酒的人介紹年分對酒風味的影響，一邊嘗試著品評

許多來遊玩的中國遊客，

出高粱酒因為年分關係而產生更香醇的口感，也是很有趣的事

並不太理解在八二三砲戰

情。這次我們一行 6 人，選在這不冷不熱的四月天，展開一次

時，為什麼無法攻下這小

美食暨歷史文化之旅。

小的島嶼，很重要的是金

■

總兵署及百年榕樹

金門由於戰略位置特殊，在國共對峙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隨

時的人民自衛隊建造而成，很高興我們也跟著下民防通道，在不

著戒嚴結束至今，已轉型為觀光為主的新形態，許多當時重要

寬的地道裡迂迴前進，途中很多可以往地面的部分分別通往當時

的據點，現在也都成為打卡拍照之處，一下飛機我們就趕往獅

的重要設施，如學校、政府機構等等，重新回到地面時，彷彿真

山砲陣地參觀砲操。在彎曲的石洞裡，看著一間間展館介紹砲

有重獲新生的感覺。

飛行夢公園

門地底下有 10 多條民防通道，據導覽人員介紹，這些通道皆由當

彈種類、當時備戰人員狀態等等，重要的是一座當時有美軍製
總兵署為金城鎮上文化中心，地下一樓有很逼真的蠟像，模擬著
古時候犯人關押大牢的場景，旁邊的腳鐐、刑具等，讓整個空間
更有監獄的感覺。總兵署的後院，種著一棵極為高大的木棉樹，
光看那超過一公尺的樹徑，和頂上蔓延的樹枝，就知道樹齡不
小，據傳這棵木棉樹已有百年歷史，經過無數次風雨的考驗，每
到 4∼6 月，依然綻放那浪漫的花朵，可惜這次時間貌似稍早了
點，幾乎都還是含苞待放的狀態。

每次到金門看到整街的砲彈菜刀，總讓我一次次想著，有那麼多
砲彈可以製作菜刀嗎？跟著民宿主人泡茶聊天講歷史，老闆介紹
■

48

八二三抗戰紀念碑是著名的小金門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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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造型的風獅爺

在八二三砲戰中，估算四天內朝金門發射了 47 萬枚榴彈，你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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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約 150 平方公里左右的小
島，在當時危險的程度，轟天
震響的爆炸聲，四處瀰漫的煙
硝味，以及不知道下一刻砲彈
要落在那裡的恐懼。以每顆砲
彈約可製作成 40 把菜刀計
算，好像還真的可以一直賣到
現在還有剩的樣子（此時老闆

■

參觀昔日捍衛臺海安全的機槍砲

■

總兵署內的百年木棉樹

露出一個有趣的表情），說到
這我們一行人不禁莞爾。

藍眼淚為近幾年各地爭相報導

■

令人百看不厭的金門夕陽

飛行夢公園

的景觀，通常在漲潮及月光不
是太明亮的條件下，有可能出
現在海岸邊，我們花了兩個晚
上時間，沿著金門海岸線尋
找，想見識一下那神奇的自然
現象，終於在第二晚的深夜，
看到點點的亮光散布海灘，沒
有親自體驗過的人，還真無法
形容那種興奮的感覺。

走訪金門，看似不大的地方，可放慢步調享受那難得的時刻，天
亮前爬太武山，在森林裡吸收芬多精，看著「毋忘在莒」的大石
頭令人肅然起敬；在山后民俗文化村，整個區域都是古厝，一層
樓高的磚瓦房，刻劃著時間的流逝；相傳宋代文學家朱熹建造的
燕南書院，寧靜的廣場上，除了一輪明月高掛外，還可欣賞金城
鎮夜景；或是可以在島上盡情地尋找風獅爺的蹤跡；金門，期待
■

50

位於建功嶼的「摩西分海」及芬蘭藝術家製作的裝置藝術「牡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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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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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日本看球趣
文‧圖∣乳品部‧朱俊宇

先前介紹過日本的名城、世界遺產玩法，這次要分享的是日本
職棒體驗。棒球是臺灣人的國球，而身為統一企業集團一份子
的我們，更是擁有職棒元老球隊統一獅，在 30 個年頭來奮戰
於職棒賽場上，創造出不少榮耀、奇蹟，可說是統一的驕傲。
廣為人知的東京巨蛋

■

義農林更是五次打入甲子園大賽，締造傳奇。相較於臺灣職棒

幾場地方球場比賽，回饋

的 30 年歷史，日本職棒成立於 1951 年，若加上前身「日本職

當地鄉親，像是福岡軟銀

業野球聯盟」計算，已經歷 83 個年頭，拿過兩次 WBC 世界冠

鷹主場就在福岡巨蛋，但

軍的日本，在棒球領域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而對棒

身為九州唯一在地球隊的

球迷來說，造訪日本時觀賞幾場比賽，相信會是不錯的體驗。

他們，每年也會在熊本、

飛行夢公園

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於日本統治時期，電影《KANO》中的嘉

北九州、鹿兒島等地舉辦
日本職棒分為兩個聯盟共 12 支球隊，從北海道到九州都有隊

比賽。

伍，屬地主義的他們，會在自己的專屬主場舉行比賽，並安排
那日職一年比賽那麼多，
該從何處下手呢？如果是
第一次到日本看球，建議
先從東京首都圈開始，因
為大東京生活圈的球隊最
多，東京都內有讀賣巨人
跟養樂多燕子隊，周圍也
有橫濱 DeNA、埼玉西武
獅、羅德海洋隊等，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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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收藏日本職棒相關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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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巨蛋外觀（上）、外觀為流線造型的大
阪京瓷巨蛋（下）

最為方便，且也有著更多選擇。

2019 Ma y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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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筆者首推巨人隊的東京巨蛋，首先交通便利，位於東京市中
心，搭乘三田線、丸之內線、南北線、JR 中央線等都可以到
達，其次是巨人隊有著臺灣知名球星陽岱鋼，幫自己人搖旗吶
喊總是更有感覺，再來巨蛋球場是臺灣目前所沒有的，進去看
看是不錯的體驗，最後一點更為重要，因為許多人出國是帶著
另一半與小孩，若他們不想看球，可以把他們放在巨蛋旁的東
京巨蛋城遊樂園，遊樂設施很多，小孩子必會喜歡，還不缺逛
街購物之處，相信可以達到皆大歡喜。
■

歷史悠久的神戶綠地球場

跟國內職棒比較不相同的是，臺灣加油應援主要是在內野，日職

蛋、西武巨蛋加上福岡巨蛋等，都可以體驗臺灣所沒有的巨蛋

則通通在外野，而且每隊有著不同的加油手段，筆者覺得最有趣

風情。而今年度加盟日本火腿的王柏融也是臺灣球迷一大觀戰

的就是羅德的啦啦隊，號稱地表最強，一整場隨著他們跳動與唱

亮點，主場位於北海道的火腿，來此安排賞薰衣草之旅加上看

歌應援非常有意思，所以若到千葉球場，最推薦右外野看臺的應

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日職跟臺灣一樣週一是沒有比賽的，

援區，反之，若想安靜看球的朋友則千萬別買外野的票。此外養

如要安排行程時，得先查詢在日本旅遊期間該地是否有比賽，

樂多燕子隊加油方式也很有趣，在養樂多隊得分後，大家會撐起

縱使是巨人隊也可能到其他地方作客比賽，連續一兩週不在東

加油小雨傘，一起大聲唱著「東京音頭」這首歌，隨著節奏旋律

京也是有可能的。

上下擺動雨傘，視覺效果超級壯觀，而養樂多隊主場明治神宮球

飛行夢公園

除了東京巨蛋外，尚有名古屋巨蛋、札幌巨蛋、大阪京瓷巨

場也在東京市，離熱鬧的原宿竹下通、表參道不遠，可以安排白
天逛街購物，下午到藍瓶咖啡享受氛圍，晚上再去球場看球的一
日行程。

日職各隊的吉祥物常常不只一隻，很多甚至演變成家族，像軟銀
隊有著擅長跳舞的哈利鷹，後來陸續加入了甜心鷹、哈克利鷹、
本氣鷹、海倫鷹等，都有著不同的個性、特色；而日職最有名的
吉祥物就是養樂多隊的燕九郎，搞笑的天性讓球迷非常喜歡，我
曾親身在沖繩看球時體驗過他的人氣與魅力，這些吉祥物常會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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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歷史館展出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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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巨蛋野球殿堂博物館內觀

場邊走動，遇到他們也別忘了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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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日本看球一大特色就是滿
場跑的啤酒妹，無論身在
內野外野，很難不聽到啤
酒妹背著啤酒桶大聲詢問
是否購買的聲音，背著 10
公斤重的酒桶到處跑，著
實令人心疼，但夏日看球
不搭配啤酒怎麼過癮，或
許購買一杯由她們幫忙加
■

滿的啤酒也是一大享受。

在明治神宮球場看球，當天 MVP 是來自
臺灣的林威助

看棒球不一定是球迷專屬，進場就是體驗一下氛圍，享受球場
美食、加油方式、周邊活動等，三五好友一起進球場，在涼風
中邊看球邊聊天也是一種不錯的旅行方式。平時在臺灣就可多
進場為統一獅加油，而下次到日本旅行時，或許也可嘗試買張
票進場，體驗不同文化的球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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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局上半結束，全場球迷一起唱完隊歌後讓氣球升空是個固定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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