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歲末感謝

一起「開心花•隨時取」

於 11 月 6 日至 11 月 8 日活動三天期間，OPEN POINT 會員
開心花、跨通路消費點數加倍送。會員於康是美、統一時代百貨、
高雄夢時代、統一佳佳等 13 個通路單筆消費滿 500 元以上，跨 2 個

文‧圖︱統一超商

通路加贈 OPEN POINT 點數 50 點、跨 3 個通路加贈 100 點、跨
4 個通路加贈 200 點、跨 5 個通路以上加贈 500 點。
歲末將至、感謝如
始。統一集團擴大

康是美推出指定商品消費滿 711 元、現折 110 元，使用 OPEN 錢包或

整合統一企業、

icash PAY 消費滿 2,000 再送 100 點；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與高雄店、

7-ELEVEN、美妝、

高雄夢時代，全館指定櫃位滿 2,000 送 300，使用 OPEN 錢包或

百貨、保健、運

icash PAY，憑百貨會員消費滿 2,000 再加送 100 元百貨抵用券。

動、餐飲及生活服
BEING sport 與 BEING spa 感謝消費者，推出 BEING sport 一個月

結合 OPEN POINT

運動卡、不限進場次數 711 元；BEING spa 舒壓保養 SPA，買 11 堂

會員生態圈，以感謝消費者為初衷，整合創新提出「開心花•

完美芳香 70 分鐘贈送 7 堂都會舒展 30 分鐘，提供您無比尊榮的

隨時取」主題活動，11 月 6 日至 11 月 8 日邀請您開心花。

美麗奢寵。

「開心花•隨時取」結合統一企業、7-ELEVEN 門市、OPEN

「開心花•隨時取」以分享的心意，透過統一集團食

POINT 行動隨時取、康是美、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夢時代、

品、流通、美妝各平台傳達對消費者感謝的初衷，值

統一佳佳展開跨平台虛實整合，同時攜手星巴克、21 世紀、

此歲末感恩時節，與您共享優惠滿點、歡樂隨取，一

聖娜多堡等眾多品牌共同參與，屆時線上線下將有近 7,000 個

起開心花。

新聞焦點

務共 15 大品牌，

掃描 QR CODE 看更多
開心花隨時取活動訊息

通路共襄盛舉。

「開心花•隨時取」主題活動期間，OPEN POINT 會員於
7-ELEVEN 門市購買全店指定商品立享 8 折，非 OPEN POINT
會員顧客享 9 折，上千種商品任您開心購。OPEN POINT
行動隨時取發揮「開心花•隨時取」活動精神，集合統一企業
旗下飲料、麵包、泡麵、冰品、7-ELEVEN 鮮食指定品項 7 件
享優惠，以及 CITY 現調飲品系列多組數 711 元等逾 200 項商
品，優惠先購、美味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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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至 11 月 8 日「開心花•隨時取」活動 OPEN POINT 會員跨通路消費點數加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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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董事長以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
雙入榜台灣 CEO 100 強
文︱行銷企劃室

圖︱《遠見雜誌》

2020《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全球
繁體中文版〈台灣 CEO 100 強〉評比出爐，羅智先董事長以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兩家公司董事長身分雙入榜，展現卓越的
領導力。

2020 HBR 台灣 CEO 100 強公司，總計市值超過 10 兆，占所有
台灣上市公司總市值 34.97％，為台灣經濟砥柱。其中，科技
集團現場

產業領導人占比近半，高達 47％。本屆共 97 個 CEO 以 100 家
企業領導者身分入榜，有 3 個 CEO 同時占 2 個名額。

■

評選首度擴大為 100 強，逾 50 位台灣頂尖 CEO 齊聚

贈獎典禮於 10 月 8 日在台北維多麗亞酒店舉行，逾 50 位台灣

好的領導人必須帶領企業成長，並求取股東最大利益。HBR 全球

最會幫股東賺錢的公司領導人齊聚一堂，現場堪稱「金」光閃

繁體中文版先從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資料，篩選出市值前 300

閃，統一企業財務長陳國煇協理代表出席領獎。

強企業，以 2020 年 4 月 30 日調查截止日，仍在職的 CEO 為對
象，剔除任期不滿兩年或有犯罪紀錄者，再依據每位領導人任期

《哈佛商業評論》

內「產業調整後總股東報酬率」和「市值變化」兩項指標，以長

（Havard Business

期財務績效表現做為排名依據，綜合評比出前 100 名。

Review；HBR）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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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財務長陳國煇協理代表出席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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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繁體中文版自

從 2020 HBR 台灣 CEO 100 強調查結果，可看出未來企業發展將

2016 年起，每兩年

加速朝向智慧製造、工業 4.0、5G 概念股靠攏。5G 話題熱燒全

推出一次台灣最強

球，全面進入製造、運輸、醫療和智慧城市領域。以企業長期績

CEO 排行榜，前兩

效為評比重點，入榜者必然具備眼光長遠的特質，能積極尋找第

屆選出 50 強，今

二，甚至第三成長曲線，創造長期優異的營運績效，成為台灣穩

年擴大為 100 強。

固的經濟力量。

2020 N ov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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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EAM 猛獅出擊

臺南主場再現橘海
統一 7-ELEVEN 獅勇奪
2020 年下半季冠軍
文‧圖︱統一棒球隊

中華職棒 31 年例行賽正式落幕，統一 7-ELEVEN 獅在最終戰
3：2 擊敗中信兄弟奪得下半球季冠軍，相隔 7 年再拿下季冠軍
並拋下了封王的「橘色彩帶」，正式宣告將與上半球季冠軍
球迷們拋下橘色彩帶，臺南球場再現橘海

■

10 月 31 日起將在臺中洲際球場點燃戰火。中職 31 年總冠軍賽

慶祝統一 7-ELEVEN 獅隊勇奪 2020 年下半球季封王，喜贏隊史上

將從 10 月 31 日起至 11 月 8 日，進行 7 戰 4 勝賽制，10 月 31 日、

第 14 座季冠軍，7-ELEVEN 門市與 21 世紀風味館自 10 月 28 日

11 月 1 日在臺中洲際球場，11 月 3∼5 日在臺南球場，11 月 7、

起連續三天推出 CITY 系列、熱狗／大亨堡以及統一飲料、麵包、

8 日回到臺中洲際球場，由於中信兄弟全季戰績第 1，取得第

泡麵、冰品、香草烤半雞、烤雞腿等超過 300 項指定商品同類別

1、2、6、7 場主場優勢。

任選第二件 5 折優惠活動，歡迎全民共同分享統一 7-ELEVEN 獅

集團現場

中信兄弟爭奪總冠軍，兩隊繼 2009 年後再度在總冠軍賽碰頭，

隊榮獲下半球季封王的冠軍喜悅。

此外，臺灣對抗 COVID-19 新冠狀肺炎疫情獲得國際肯定，中職
今年球季率先在 4 月 11 日開幕，順利打完全部 240 場例行賽，
中華職棒 31 年賽季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搶先全球開打，同時成為
世界首個開放觀眾進場的職棒比賽。今年例行賽合計吸引 85 萬
7,435 位球迷進場，仍須感謝臺灣各界及球迷對於防疫的努力。而
統一 7-ELEVEN 獅除了奪下下半季冠軍之外，也在 2020 年球季的
個人獎項中，共囊括五項，包含拿下打擊王（0.360）＆安打王
（174 支）／陳傑憲，全壘打王（32 支）＆打點王（99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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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7-ELEVEN 獅隊喜贏隊史上第 14 座季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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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可、救援王（23 次）／陳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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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接觸支付夯！
7-ELEVEN 深耕 3 大支付
帶動電子支付使用人次破 2.7 億
發卡量突破 1,200 萬，
文‧圖︱統一超商

OPEN 錢包與 icash Pay
不重覆使用用戶數已
突破 300 萬，等同在

「疫」外帶動低接觸支付趨勢，2020 年 1∼9 月 7-ELEVEN

地每 7 人就有 1 人擁

電子支付使用人次突破 2.7 億，較去年同期成長超過 10％，交

有。此外，3 大支付工

易總金額不因疫情緊縮，逆勢成長近 20％，除首度推出 3 大支

具積極擴大支付場域，

付工具（icash2.0、icash Pay、OPEN 錢包）立折活動提升消費體

不論藥妝、百貨、量

驗頻次、客單價，7-ELEVEN 電子支付交易總金額近 50％ 源自

販、網購、加油站、

3 大支付工具。持續擴大多元支付生態圈，7-ELEVEN 即日起

捷運、速食店、手搖

新增聯邦銀行於 LINE Pay、信用卡等支付工具使用，搭配到店

飲皆可看見 3 大支付足跡，7-ELEVEN 期望透過金流帶動通路與

結帳滿額加贈點、購物金活動，再創另一波電子支付成長動

通路之間的換粉效益，擴大 OPEN 熟客生態圈、提升電子支付使

能，打造多元、便利的支付生態圈。

用占比，呼應全球無現金化趨勢。

7-ELEVEN 深耕 3 大電子支付，拓展多元便利
的支付生態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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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成長快，年底前 OPEN 錢包推線上線下
支付回饋活動

根據金管會 8 月最新非

OPEN 錢包自去年底跨出超商場域，目前可於虛擬及實體多達

現金支付統計，電子支

13 個通路使用，9 月首度「錢」進 OPEN POINT APP 行動隨時取

付 交 易 金 額 成 長

線上支付，帶動 OPEN 錢包交易金額成長 1 倍。即日起至 12 月 31

36.37％，使用人數已突

日止，使用 OPEN 錢包線上購買 OPEN POINT APP 行動隨時取任

破千萬，每 2.44 個人就

一活動商品，不但可以綁定所有銀行信用卡支付外，超過 12 家銀

有 1 人使用電子支付消

行推出獨家點數或現金回饋，單筆回饋率最高達 12％。此外，使

費。看好電子支付強勁

用 OPEN 錢包到 7-ELEVEN 實體門市消費，可綁定信用卡即日起

成長力道，7-ELEVEN

新增聯邦銀行，至 12 月 31 日止使用 OPEN 錢包綁定聯邦賴點卡

深耕 3 大支付工具

到 7-ELEVEN 消費，除了每筆消費贈 2％ LINE POINT 點數、回

（icash2.0、OPEN 錢包、

饋無上限外，登錄後單筆消費滿 250 元再享 50 元刷卡金，最高回

i c a s h P a y），i c a s h 2 . 0

饋率達 22％。

2020 N ov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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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店架構場景經濟學

連結顧客 3E 體驗

首間 7-ELEVEN
角落小夥伴主題店

療癒登場

文‧圖︱統一超商

Q 萌角落小夥伴再一發！ 7-ELEVEN 攜手與近年迅速竄紅的療
癒系肖像 Sumikko Gurashi 角落小夥伴打造「7-ELEVEN－
角落小夥伴主題店」並於 10 月 16 日暖萌開幕。店鋪主題設計
由日本 San-X 特別繪製，專屬於 7-ELEVEN 獨家使用的烘焙主
題廚師造型圖，並大量使用角落小夥伴的粉嫩色系，門市提供
23 個座位，超過 40 坪的休憩與打卡體驗空間，周邊商品及角
落小夥伴主題店限定專屬 CITY 系列飲料杯、關東煮碗等，讓
角落迷們彷彿來到專屬主題園區。

■

店內提供 23 個座位，超過 40 坪的休憩與打卡體驗空間，讓超商座位不僅是歇腳
處，更是全新體驗場景

7-ELEVEN 近年來積極開設多元型態複合店型，「Simple-Fit 概念
店」、「Big7」、「X-STOR E 」等複合店型，更與世界知名品
牌、肖像的「聯名主題店」架構「場景經濟學」，以跨界聯結、
空間體驗、社群共享三大策略，兩年內匯聚台、日、美、荷、義
人氣品牌與肖像共推出 11 家品牌聯名店，從店內設計、空間、陳
設、商品皆獨具風格，不僅創造社群新話題，帶動單店來可成長
2 至 3 成，也帶動超商「座位經濟」再升級。
7-ELEVEN 表示，聯名主題店擁有獨家空間設計與限定獨賣商
品，滿足消費者 3E 體驗，藉由聯名品牌或肖像造型「跨界聯
結」，創造雙品牌合擊雙贏效益；透過門市空間重新設計，強化
門市遊逛、座位休憩的「空間體驗」，讓超商座位不僅是歇腳
處，更是全新體驗場景；聯名主題店各項專屬設計及周邊商品，

■

10

7-ELEVEN「角落小夥伴主題店」塔城門市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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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拍照打卡等數位擴散，開拓全新「社群共享」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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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旅大爆發，國內輕旅遊正夯，7-ELEVEN 塔城門市位在
西門商圈與古色古香的大稻埕、迪化街商圈置中點，改裝後成
為療癒的「角落小夥伴主題店」。為了讓粉絲從店外就能感受
到角落小夥伴的萌趣，門口掛上「角落小夥伴專屬的烘焙教室
主題店招」，騎樓天花板更以經典角色白熊、貓、企鵝、蜥蜴、
炸豬排、麵包店長以及炸蝦尾化身為烘焙廚師的造型燈箱，底
色使用帶有粉嫩感的橘色暖色調，打造溫暖烘焙教室療癒風
格，店外玻璃窗貼角落小夥伴超大型輸出設計，可望成為台北
輕旅行必訪新景點。

走進門市最吸睛的
就是 5 隻可愛萌趣

■

天花板使用「烘焙教室主題」之經典
角色跟麵包的造型燈片

出高達 170 公分造

主題」之經典角色跟麵包的造

型立體公仔，休憩

型燈片，整家店從內到外甚至

用餐區特別訂製麵

連 ATM 提款機都大量使用角

包造型展示桌，桌

落小夥伴的主題圖素。

集團現場

的角落小夥伴堆疊

子內更展示日本授
■

■

12

吐司造型展示桌裡陳列日本授權各項烘焙主題小物

限定專屬 CITY 系列飲料杯，鐵粉們一定要整套蒐集

2020 Nov em b er

權各項烘焙主題的

為了方便粉絲挑選周邊商品，

經典珍藏品；並搭

商品展示區更分別以烘焙屋及

配多款角落小夥伴

超大吐司造型作為兩大陳列

立體造型椅，椅背

櫃，陳列櫃的前後設計更有豐

為角落小夥伴各經

富的角落小夥伴經典角色造型

典角色抱著小麵

設計，其中烘焙屋更特別的在

包。店內天花板設

落地牆面上設計有角落小夥伴

計則使用「角落小

們的立體造型板，粉絲們千萬

夥伴－烘培教室

不要錯過！

■

落地牆面上設計有角落小夥伴們的立體
造型板供粉絲拍照打卡

門市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71 號
1 樓及 273 巷 2 號 1 樓
門市電話︱02-2558-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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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tobeapartner

一杯咖啡

一個故事

文‧圖︱悠旅生活事業

來自一則星巴克 MITSUI 門市的顧客服務案例。
6 月 8 日當天傍晚，顧客王先生與朋友一行共四人前往林口
三井裡的星巴克消費，坐在櫃檯後方的客席，而他們斜對面有
三位國中生，桌上擺著剛買來的好幾杯星冰樂，並忙著拍照，
結果一個學生不小心把其中一杯星冰樂打翻到地上，同時也波
及了同行的女士，那位女士的座位、包包以及一件新買的白色
集團現場

薄夾克也因此遭殃。

事情發生不久後，星巴克 MITSUI 門市的兩位夥伴立即前來表

■

星巴克夥伴 Irene 與 Charlotte（由左至右）

達關切及清潔現場環境，同時也發現女士的白色夾克被星冰樂

而經區經理了解，當時兩位處理的夥伴分別為 Irene 及值班

弄髒了，其中一位夥伴很熱心地趕緊將女士的白色夾克拿去清

Cha rlotte，夥伴還原當時的情況，Irene 說：「當時約是傍晚時

洗，花了一番功夫後幾乎把髒汙洗去，也等於是救回了該女士

間，因為收到顧客反應鄰桌的學生將星冰樂打翻，並且飲料噴濺

的新夾克。

於身上的白色外套，當下告知值班 Charlotte。」Charlotte 除了請
夥伴清潔客席區外，也立即上前慰問被飲料噴濺的顧客，並且傾

顧客王先生看到這一切，深深感動，他表示：「其實弄髒的是

聽顧客說明事情經過，及協助顧客處理外套上的飲料漬。最後，

那幾位國中生，並不關該店店員的事，但店員的處理卻把這一

顧客很開心全白的衣服被清洗乾淨，且學生們也主動向顧客致

切當成是自己的事情在處理，讓我們打從心裡深切地對該店的

歉，事情得以圓滿解決。顧客離開門市前還向夥伴們致謝。

服務打了 101 分的滿分。」
以一杯咖啡，星巴克夥伴與顧客們串聯起彼此，創造出每一個美

14

王先生更特別來信至客服 tea m，希望能替他轉達這份謝意，

好的星巴克體驗，也從每一個夥伴的日常中，實踐了星巴克核心

王先生說：「坦白說，這年頭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很辛苦，希望

品牌價值：「啟發並滋潤人們的心靈，在每個人、每一杯、每個

我們這一點小小的感謝，能給予他們一些支持與鼓勵。」

社區中皆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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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新安樂活安衛家族榮獲
「職安卓越獎」暨再接再厲教育訓練
文‧圖︱新市工安課

新市廠新安樂活安衛家族成立於 2016 年，已連續四年獲得臺
南市政府勞工局家族績效評選「特優獎」，今年首度與臺南市
政府勞工局績效評比為特優獎的五家安衛家族，共同角逐有家
族 Number One 美譽的績效「卓越獎」，新安樂活安衛家族終
獲奪冠肯定。

臺南市政府於 9 月 4 日假關仔嶺勞工育樂中心辦理「安衛家族
集團現場

新安樂活安衛家族之績優成員與講師合影

讚！安全健康 Nu mber One」安衛家族大會師暨高階主管論

■

壇，於活動中公開表揚卓越獎殊榮，由新市總廠董倏亝總廠長

新安樂活安衛家族榮獲「職安卓越獎」後，9 月 30 日配合臺南市

代表受頒「職安卓越獎」獎座。

政府勞工局於臺灣菸酒公司善化啤酒廠辦理家族教育訓練。透過
教育訓練機制、加強職安訓練，期使家族成員了解最新法規與職
場新知識，並有效運用在職場上，降低職業災害風險，建構既安
全又健康的希望家園。

一、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蔡建成科長講授「職安法修法重點」
與 「機械器具危害預防」，特別提點廠內特定機械器具，需
有 TS 標章才能使用，也分享許多實務案例，如：未按正確工
作安全標準操作機械器具，是造成職災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楊喜喜管理師主講「職場不法侵害」，
提醒執行勤務中，如遇到不法侵害時，應立即啟動管理預防
■

16

新市總廠董倏亝總廠長代表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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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處理，避免員工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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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筆記

問對問題力量大－
想怎麼收穫 先想怎麼問
文︱教育訓練中心

圖︱SmartM 世紀智庫

「在職場的你，敢開口提問
嗎？」、「你有沒有勇氣，問清
楚後再做事呢？」，職場上的
我們，往往不知道該如何提
問，或擔心問出笨問題，一接
到任務就趕緊悶著頭做事，反
而抓不準執行的方向，導致做
新安樂活安衛家族成員合影

了白工。

■

幸福職場

■

教育訓練中心九月份精選線上影音課程

三、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林美君護理師講授「職場健康」，

教育訓練中心於九月份精選一門學習提問力的線上影音課程，

強調雇主對職場健康管理責無旁貸，且應有效執行，才能

朱楚文老師專訪全球超過 100 位財經科技巨擘及企業領袖的自身

守護員工健康。

經驗，以每集約 8∼10 分鐘，合計 16 集而成的濃縮【超精準提問
力】，讓同仁可以利用零碎時間，快速學習歸納深度提問的技

此外，新安樂活安衛家族為激勵家族成員在職場工安上有實質

巧、定義問題目的與提問策略，進而有效地問出方向及目標。接

績效，特制訂核心企業內部評選績優廠商與績優人員。藉此次

著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學員們這次上完課程後的心得與感受！

家族教育訓練，由南區職安中心蔡建成科長、勞工局福利科
蔡旺庭科長、新市總廠吳勝一副總廠長頒獎鼓勵統萬、貫一、

使用 5W1H 結構提問，有效且有系統地將問題呈現

南寶公司之家族成員。課後，吳勝一副總廠長、工安課李炳興

麵包部 企劃行銷課‧黃姵嘉

課長、田淑錦職護與家族成員進行 Q&A 溝通交流，協助家族

「你問的問題代表你是誰？」透過演講場合、工作作業上，或者

成員改善職場環境與健康管理，希望全體家族能共同成長。

是陌生業務拜訪，我們的工作環境與生活中充滿了需要提問的時
間點，而講師講述與分享使用 5W1H 的結構進行提問，能夠有邏
輯與有系統地將疑問與回答內容架構化，提問在工作中也是一種
解決能力，不管是向上詢問或者是與同事間應對，都能使目前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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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難題進一步地獲得解答，然而最忌諱的就是什麼都不問就直接

「Why？」、「Why So？」、「So What？」來挖掘出自己沒想到的

去解答，往往容易造成無法對症下藥的錯誤方向，因此善加使

狀況等。怎麼從聊天開始卸下心防？怎麼讓對方樂於回答？此課

用提問小技巧，將對我們的工作能力獲得進一步的優化。

程也分享了許多提問的技巧，好的提問不僅能得到想要瞭解的資
訊，妥善的運用在商場、職場上，亦可帶來更高的效率與效益。

透過問問題，釐清問題核心
精準提問，引導思考及激盪創意

茶飲事業部 麥香組‧陳炳志

在工作上有非常多的時候需要問問題，不管是會議上、行銷會

食品部 統一麵組‧林欣蓉

我從講者的分享中，對於「提問」有了新的認知。過去總認為提

心、客戶的真實想法等。我時常在部月會、與主管外出拜訪客

問僅是為了取得答案，但講者在每一堂課中不斷強調要先了解問

戶等時機從旁觀察這些具備豐富經驗的主管們是如何提問、在

題背後的目的與判斷提問情境，有些提問是為了取得答案，有些

什麼時機點提出問題，並去思考他們為何提出此問題，我認為

提問則是為了拉近彼此距離，甚至是引導下屬的思考及激盪創

這就是最好的街頭智慧。課程中講師提到很多提問的秘訣，包

意，這些是我在和那街那巷工讀生溝通問題時可以應用的技巧。

含 5W1H 的問題大綱、詢問對方的成功經驗、使用委婉的詞彙

透過提問，在了解麵館現場流程與狀況的同時，適時授權並鼓勵

等技巧，這些技巧就像是一把把功能齊全的工具，但如果沒有

他們觀察問題，肯定他們的觀察、請教他們如何解決，並感謝他

經常使用它們，即便工具再好、再貴也是無用武之地。因此，

們的辛苦，提升工讀生在工作上的成就感，更希望藉此讓更多消

在實際工作場合中要多觀察、多運用才是精進提問能力的不二

費者喜歡我們的品牌。

幸福職場

議討論或是與客戶協商時，透過「問問題」可以釐清問題的核

法門。

了解問題根源，收集並做資訊分類
食品部 統一麵組‧劉鳳冠

在經營品牌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需要去瞭解各種現象背後的
原因，除了數據的收集分析以及市場觀察外，也需透過詢問
KA、客戶或末端消費者才能更深入瞭解問題的根源。但該怎麼
問？問什麼？怎麼讓對方回答出自己想瞭解的答案？此課程分
享了更有邏輯性的思考方向，例如：先將收集的資訊作分類、
把想問的問題作分類；從大問到小、一步一步逐漸進入深處；換
位思考「如果是我會怎麼回答？」來修正自己的問題；以及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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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可以利用零碎時間，快速學習歸納深度提問的技巧、定義問題目的與提問策略，
進而有效地問出方向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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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漫步札達爾海邊

聆聽浪漫琴音

其中哥德式建築的札達爾主教座
堂（Katedrala sv. Stošije），是一
座羅馬天主教的教堂，也是天主

文‧圖︱Cindy

教札達爾總教區的主教座堂，是
達爾馬提亞地區最大的教堂。還

聖羅倫斯教堂

有羅馬廣場旁 15 世紀建造的新

就來整理旅行所拍的

羅馬式建築風格的鐘樓，也是

照片。提到克羅埃西

札達爾城代表性的建築之一。舊

亞，很多人都是被列

城門上的浮雕是騎在馬背上的守

為世界遺產的十六湖

護神 St. Chrysogonus，上頭還有

國家公園的美景所吸

展翅的聖馬可石獅子，是威尼斯

引，而安排前來克羅

的精神象徵。在五井廣場 （The

埃西亞旅遊。的確十

Five Wells Square）旁邊公園的地底下還有羅馬遺址，維護得相當

六湖國家公園豐富多

好。不愧是三千年歷史的古城，處處可見上千年的歷史建築，喜

變的地貌，四季呈現

歡歷史建築的我，收穫滿滿。

■

羅馬廣場旁的鐘樓

不同的風情，美不勝收。所以一提到克羅埃西亞，就想到十六
湖國家公園，去克羅埃西亞旅行，才知道原來克羅埃西亞還有

札達爾除了穿梭在千年的古城中考古，可欣賞日落美景之外，最

很多值得記錄的美景，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歷史，展現不同的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海管風琴」，讓我聽見來自亞德里亞海的聲

風采。

音，欣賞大自然的音樂饗宴「海管風情」，獨一無二的演奏。海
管風琴是在 2005 年才完工的一項獨一無二的藝術裝置，完全不同

驚悚大師希區考克曾經說過：「你如果想看世界上最美麗的日

於我們常見於教堂的高大、必須仰望的管風琴。

落，那就請你來札達爾」。位於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札達爾，是
有著三千年歷史的古城，有歐洲最美的夕陽古城之稱，曾是

海管風琴是由在海邊成長而獲得創作靈感的建築藝術家 Nikola

威尼斯近郊的港口城市。札達爾是克羅埃西亞的第 5 大城市，

Bašić 所設計，尼古拉‧拜雅從小就喜歡在海邊聽海浪拍打岩岸的
■

海管風琴裝置藝術

飛行夢公園

■

今年無法出國旅行，

飛行
夢公園

聲音，他在札達爾
海岸的盡頭，修築
了長達 70 公尺的
臨海梯階，之後在
梯階下埋了 35 根
不同直徑與長度的
鋼管，當海浪、空
氣、流動、拍打、
擠進鋼管時，就如
■

札達爾市政廳

同進入風箱而產生
共鳴，換言之海浪
就是風箱，而成排
的、小小的長方形
的洞口，也是海管
風琴的「喇叭」。
因為海浪進入鋼管
的時間不一、衝擊
力道不同，所以會
發出不同的聲音與

■

拱門上方的石獅子

旋律，每當海水漲

到適合的水位，大海就會演出奇妙的樂音。札達爾的海岸，整
天都有這樣現代科技與大自然結合的樂音迴旋在空氣中。這個
獨一無二的海管風琴，可以演奏出 5 個 8 度與 7 個和弦，如同
管風琴般共鳴的美妙音色，而不重複的樂曲。

沿著海岸散步，或是坐在階梯、有著鋼琴黑白鍵的椅子，面對
一望無邊的藍色大海，欣賞著一波接一波推過來的海浪，聽著
亞得里亞海彈奏的悠揚樂章，享受片刻寧靜與浪漫，忘卻煩
憂。如此特別的音樂饗宴，至今仍迴盪我心，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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