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
視野

統一企業、統一中控於香港舉辦
2018 上半年業績聯合發布會
文‧圖｜統一企業

統一企業、統一中控於 8 月 14 日於

未來仍將在提升遵循公司治理及強化投資人互動的目標下，持續

香港舉辦「2018 上半年度業績聯合

舉辦此類與外界直接溝通的大型法說會。

發布會」，發布會由羅董事長親自
主持。兩家公司管理層出席代表，
尚有：統一企業財務長陳國煇、
統一中控財務長劉子強等。
一工
視野
集 團統員
祝福

會議首先由公司依序說明其 2018 上
半年經營業績表現，下半場則由

■

發布會由羅董事長親自主持

董事長主持，回覆現場來賓提問。現場來賓關切議題包括：集
團在中國、臺灣及東南亞的事業布局及發展、中國食飲市場下
半年與未來展望、公司要如何使用新興科技來當推廣產品的平
台、統一超商無人店的概念與未來發展等。

■

2018 上半年業績聯合發布會達到集團與法人交流溝通的目的

■

董事長回覆現場來賓提問

本次業績聯合發布
會，共計有約百位法
人出席，參與十分踴
躍，公司也利用此機
會展示現階段臺灣與
大陸市場重點食飲產
品，並供現場來賓取
用，以達到集團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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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展示現階段臺灣與大陸市場重點食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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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流溝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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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新任總經理黃瑞典
無懼挑戰、積極創新
文‧圖｜統一超商

任乳飲群協理，並一路從速食群、食糧群副總等職務進行更全方
位的歷練。從末端通路到上游製造業等，甚至兼任轉投資事業
BU 長：德記洋行董事長、統一藥品總經理等，累積相當豐富的經
驗。黃瑞典總經理於 6 月出席統一超商傑出店長頒獎活動時就表
示：「這是一條漫長的路」，除了感謝陳前總經理打下的良好基
礎外，追求營收、獲利持續創新高也是經理人的天職，如同
羅智先董事長說過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未來將以「結
新聞焦點

構性的創新、創造持續性的成長」，持續開創高峰。

放眼未來事業板塊，羅智先董事長曾表示，找到市面上完全沒
有、又是消費者需要的產品，挑戰度只會愈來愈高，思考集團資
源要如何整合，帶給消費者全新感受更是經營課題。而黃瑞典
總經理承接集團經營方向與理念，早年於統一超商時，就曾帶領
■

統一超商新任總經理黃瑞典

團隊共同完成各大專案，像是推出「大亨堡」和「大燒包」等鮮

今年適逢統一超商四十周年，年初在集團政策下，陸續發表的

食、引進傳統在地名特產現代化的餅乾零食系列、在門市導入集

「X-Store」、「智能自販機門市」以及董事長交辦的各項創新

影印、傳真、列印三種功能於一身的「多功能事務機」、代收信

店型專案，都是由統一超商新任總經理黃瑞典帶領團隊共同打

用卡帳單、國際採購引進國外暢銷商品、具有電子錢包功能的

造的成果。在一起共事的同仁眼中，黃瑞典總經理不斷以創新

icash 等，甚至到今年的各重大店型專案，創新能量不言可喻。

想法，打破執行框架；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激勵達陣士氣，以
其「堅持」和「創新」，賦予團隊更多發揮的空間和成就感。

未來，黃瑞典總經理也將帶著這股創新的風氣，讓「創新」成為
統一超商的 DNA，搭上潮流趨勢，不斷推陳出新，與每位同仁一

黃瑞典總經理於 1987 年進入統一企業集團，並於統一超商行

起打造「創新、便利、安心、歡樂」的新局面。

銷、營業等領域歷練多年、2004 年則輪調至母公司統一企業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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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LEVEN 今年以來不斷進化店格，而隨著烘焙市場持續擴大，
也觀察到購買行為的改變，消費者於早餐、點心或下午茶時刻，
會搭配關連性購買的現煮咖啡、茶飲等各式飲品。而目前烘焙結
構有包裝麵包、冷藏甜點、現烤直送麵包（35 店）、Mister Donut
甜甜圈專櫃（231 店），再加上 24 小時營業優勢，相關結構業績
逐年成長 2 至 3 成，已成為主流通路之一。因此「烘焙複合概念
店－宏泰門市」即打造出「便利商店區」及「烘焙糕點概念區」
兩種空間，滿足國人追求更高價值及多樣化的需求，結合集團
know-how，展現在該結構的價值感及專業上，預計可帶進更多新
來客。

■

打造便利商店區與烘焙糕點概念區兩種空間，整體色系以綠色系為主去做變化

總坪數 112 坪的烘焙複合概念店，是目前全臺面積最大的
7-ELEVEN，整體色系以綠色系為主，34 台貨架採淺藍混搭淡

文‧圖｜統一超商

新聞焦點

大展集團資源整合力
7-ELEVEN「烘焙複合概念店」問世

綠，展現如同時尚精品的風格。當中最具特色的「複合烘焙糕點
概念區」，入口旁延
伸設計遮陽棚，搭配
白色窗格設計，讓人
彷彿走到歐洲街角麵
包店般。結合聖娜、

7-ELEVEN 繼「未來形象店」、「X-STORE」、「K‧Seren」、

多拿滋、貝洛邦等品

「BEING f it」後，持續發表全新店型，闡述零售業的創新硬體

牌，涵括包裝麵包、

設計及服務樣貌，不斷引發關注及話題後，7 月 26 日結合統一

現烤直送麵包、甜甜

企業集團各大烘焙事業體，融合未來形象店及複合店兩種店型

圈以及冷藏甜點等四

模式，發表全新「烘焙複合概念店」。首店「宏泰門市」位於

大類別，品項多達 71

臺北信義區商辦中心商圈，策劃了「烘焙糕點概念區」、「擴

種，滿足不同時段、

大自助式服務」、「完整熱食區提案」、「多功能座位區」及

不同需求，且該區域

「智慧綠能設備」等五大亮點，打造出新一代的零售店舖樣

更設置 CITY CAFE 自

貌，展現集團資源整合實力，掌握變化快速的消費環境，滿足

助區，有最新機型的

不同客群的生活型態。

自助咖啡機及氮氣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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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招以黑底放上白色字體的 7-ELEVEN logo，展現
出精品時尚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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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果茶機，消費者結帳後即可自行調理咖啡飲品，省去排隊

■

等待的時間，關連性購買一次滿足！

為對應辦公商圈需求，此間門市四分之一的空間為座位區，特

該商圈的許多顧客享用三
餐或點心時僅花費約 30
分鐘，故採吧檯式的設計
原 理 ， 全 新 規 劃「立 食
區」，可同時容納 10 人
以上

別設置三個大型共同桌，適合多人一起用餐或享受午茶時光。
賣場間更加設活動式拉門，可變身為獨立的活動空間。
7-ELEVEN 也觀察到許多顧客享用三餐或點心，所花費的時間
約僅三十分鐘，故全新規劃同時可容納 10 人以上的「立食
區」，並貼心設置開放式抽屜，方便用餐的民眾擺放個人隨身

10% 的用電量，相當 6.7 公噸的排碳量。此外，也縮小冰箱門框

物品，當中並設置「65 吋超大雙螢幕」，播放知識性、新聞及

及降低門斗下橫，還有擴大陳列空間可增加商品數，增加飲料能

廣告等，打造舒適的視聽空間，增加停留時間及遊逛性，提升

見度。導入 42 盞「新式 LED 可調色溫燈管」，會依照日夜不同

附加價值及座位經濟。

的色溫變化自動感應調光，一年可省下 4,700 多度電。此外，燈管
排列方式配合走道動線，同時設置人潮監控系統，會依照來客數
和消費者購物的動線來調整亮度，降低 20% 的耗電量，以實際行

「節能智慧型冷藏／冷凍冰箱」，改裝後平均一年可降低近

動節能愛地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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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65 吋超大雙螢幕」，播放知識性、新聞及廣告等，打造舒適的視聽空間，
增加民眾在店內的停留時間及遊逛性，提升附加價值及座位經濟

2018 Se pt em b er

新聞焦點

除此之外，此間門市當中亦有多項智慧型綠能設備，包含首創

複合的烘焙糕點概念區更結合了聖娜、多拿滋、貝洛邦等品牌，從包裝麵包、現烤直
送麵包、甜甜圈以及冷藏甜點，多達 71 種選擇，再加上 CITY CAFE 自助區，關連性
購買一次滿足

2018 Se pt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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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康是美 SHINE 你的美！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
康是美彩妝師天團 SHINE 巡演
文‧圖｜康是美

康是美彩妝師天團「SHINE」於 7 月分的 3 場巡演，感謝消費
者每一場都超乎預期熱烈參與，現場贈送的體驗禮也供不應
求。8 月 11 日於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的巡演，統一企業、
康是美、時代百貨、統一藥品再次展現 BU 間相互合作的精
神，除了統一藥品在現場設置臨時櫃、提供優惠吸引人潮外，
新聞焦點

時代百貨也全力幫忙宣傳、號召會員；新聞媒體方面，在統一

■

康是美彩妝師天團「SHINE」8 月 11 日於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舉辦巡演活動

企業的協助下，邀請到電視、報紙、雜誌與網路等 20 多家媒體記
者到場採訪。當天包括統一超商黃總經理、時代百貨王總經理、
統一藥品柴副總、統一企業 凃 部長及這些 BU 的主管、同仁都很
熱情到現場參與活動。「SHINE」的 5 位成員分別在現場展演他
們今年夏季的創意妝容，特別針對「約會、海邊、派對、戀愛、
■

12

康是美彩妝師天團「SHINE」於現場接受電視、報紙、雜誌與網路等 20 多家媒體
記者採訪

2018 Se pt em b er

職場」等不同場合而設計，消費者透過這些妝容都能成為眾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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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 SHINE 的焦點。目前兩波影片在網路上的觀看次數已突破
300 萬人次，如果想與「SHINE」直接面對面互動，請鎖定 9 月分
的巡演訊息，詳情請參考：https://site.friendo.com.t w/
shineyourbeauty。
同時也向大家預告一個好消息，康是美「最 SHINE 的全新概念
店－時代門市」將於 9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3 點，在「市府轉運
站 1 樓與時代百貨的連通道」正式開幕，這家門市是由美麗事業
高董事長親自設計，運用全新的空間設計概念及創新工法所打
造。開幕當天不但能搶先目睹這家店的風采，還有很多好玩、好
康的活動，SHINE 天團也會在門市擔任一日店長來服務大家，歡
新聞焦點

迎所有 BU 伙伴一起前來共襄盛舉。

14

■

消費者每一場都超乎預期熱烈參與，現場贈送的體驗禮也供不應求

■

「SHINE」的 5 位成員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互動

2018 Se pt em b er

■

康是美「最 SHINE 的全新概念店－時代門市」將於 9 月 20 日下午 3 點，在「市府
轉運站 1 樓與時代百貨的連通道」正式開幕

2018 Se pt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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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氣天團「乃木坂 46」
X-STORE 初體驗 大推 AI 科技
文‧圖｜統一超商

6 月分首度跨海代言拍攝 7-ELEVEN「夏日凍感飲援團」廣告

「X-STORE」，體驗個人專屬的 icash2.0、臉部辨識入店、選購商

的日本高人氣女子偶像團體「乃木坂 46」日前再度低調來臺，

品、自助結帳等，對在日本都沒有的無人商店體驗，大喊「すご

除受邀為臺灣 7-ELEVEN 代言黑糖珍珠撞奶，成員秋元真夏與

い」（太厲害了）！

松村沙友理更在緊湊行程中擠出空檔，快閃未來超商
7-ELEVEN「夏日凍感飲援團」廣告在 YouTube 觀看次數短短一周
已破百萬人次，按讚次數更是 7-ELEVEN 今年以來最高的廣告，
可見其人氣十足。為同步慶祝「CITY CAFE 黑糖珍珠撞奶」全臺
集團現場

開賣不到 5 個月、已吸引 600 萬人次前來嚐鮮，7-ELEVEN 乘勝
追擊，再度跨海邀請「乃木坂 46」其中三位人氣團員秋元真夏、
齋藤飛鳥、松村沙友理為黑糖珍珠撞奶代言，成為國內首家連鎖
茶飲為珍珠撞奶商品邀請代言人、並拍攝電視廣告的品牌。

而 7-ELEVEN 今年 1 月下旬陸續發表「X-STORE」（共 2 店）及
「智能自販機門市」（共 4 家）等創新做法，至今累計近 7 萬人
次前來消費，為全臺最夯的便利超商。「乃木坂 46」在 6 月來臺
時，即希望能到 X-STORE 體驗，但因行程緊湊無法達成願望，因
此 8 月 15 日特別排除萬難前來，成為首批進入 X-STORE 消費的
國外知名藝人。秋元真夏與松村沙友理一到 X-STORE 就迫不及待
想嘗試各項科技設備。兩人入店即刻攤開來臺必買清單，包含泡
■

20

「乃木坂 46」人氣團員秋元真夏、松村沙友理於 8 月 15 日低調來臺拍攝廣告，
此行特別排除萬難前來，成為首批進入 X-STORE 消費的國外知名藝人

2018 Se pt em b er

麵、飲料、面膜、零食等，挑選飲料時冰箱門自動打開，還嚇了
一跳、最後結帳時讓商品「躺平」、放上 icash2.0 就可完成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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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團課程報導

在統一遇見蘇格拉底
文‧圖｜經營企劃室‧教育訓練中心

X-STORE 內的 OPEN！CHANNEL 及 e-POP 更不定時播放各種
廣告，也讓兩人覺得新奇、備感興奮。

2017 年的教練團課程，歷經 9 個
月豐富多元的活動，在 2018 年 3
月畫上句點。感謝主管的堅持與

時，突然 OPEN！家族成員 Please 美眉及小桃現身，為展現自

努力，讓我們在忙碌的工作中，

己是最熱情的粉絲，特別表演苦練多日的舞蹈，竟然是「乃木

一起完成充實緊湊的課程與活

坂 46」為 7-ELEVEN 拍攝的第一支廣告歌曲「夏日凍感飲援

動，共同體驗教練領導的精神。

團」，舞蹈結束後還獻上「黑糖珍珠撞奶」，更帶著 X-STORE

儘管經歷一段辛苦的歷程，大多

限定版的 icash2.0 及最新發行的單曲 CD 索取簽名，現場歡笑

數參加的主管對於學習教練領導

聲不斷，也讓兩人在此次 X-STORE 體驗行程中留下最快樂的

都給予非常正向的肯定，因此教

回憶。

育訓練中心在 2018 年 7 月再次啟動第 2 梯次教練團課程活動，期

■

幸福職場

不僅如此，參觀到最後，正當「乃木坂 46」興奮分享戰利品

跟著桂竹安副總進入教練式領導

盼為集團人才培育持續點燃火花。

第 2 屆教練團啟動
秉持 TTQS 的優化精神，與依據第 1 屆種子教練團的回饋與建
議，第 2 梯次的教練團將時程由 9 個月縮短為 6 個月，並將核心
集中在教練技巧、面談實務、個人發展計畫等三大面向；減少學
員負擔的同時，也力求學習能回扣管理實務。第一堂課程，提供主
管們管理的好工具－職能概念，這可是整個教練領導過程中，
如何將面談內容具體化的重要工具喔！畢竟人才的培育與成長，
能與公司的發展目標一致，才能發揮最大的雙贏。

最好的主管最好的導師
■

兩人入店即刻攤開來臺必買清單，包含泡麵、飲料、面膜、零食等，最後結帳時
讓商品「躺平」、放上 icash2.0 就可完成結帳

在教練領導的經典書本《最好的主管最好的導師》一書中，一開
始，作者問了一個問題：「看看四周，你是不是覺得，團隊裡，

22

2018 Se pt em b er

2018 Se pt em b er Uni-President

23

飛行
夢公園

用跑步去旅行

貼心地幫大家辦了一場「選手之夜」，豐盛的美食讓大家內心充

文‧圖｜麵包部 通路業務課‧蔡永煌

度。生平第一次被稱呼「選手」，突然感到驕傲起來了，看來明

滿罪惡感，卻又忍不住飽食一餐，怕增加的肉肉影響明早的速

天拚了命也要超越自己的紀錄了，加油！加油！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翔，走遍世界各地

「太魯閣馬拉松」在全球唯一、世界級雄偉的花蓮太魯閣峽谷中

去觀賞，沒有煩惱沒有那悲傷，自由自

舉辦，擁有壯闊與綺麗山形的太魯閣峽谷，陪著跑者一路散發熱

在身心多開朗。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力、完成夢想，真的是很奢侈的體驗！有此一說，跑過馬拉松的

看一看，這世界並非那麼的淒涼，我們

同好沒跑過這個賽事，你的路跑拼圖中將永遠因為少了這一片而

要飛到那遙遠地方望一望，這世界還是

不夠圓滿。

一片的光亮。」腦海裡吟唱著李壽全的
活動當日，清晨四點便出發到賽場，看到的是另一種面貌的太魯

路跑的整套「傢私」，坐上開往花蓮的

閣峽谷，寧靜、深遠，四周的山壁上不時閃動的微光，就好像是

火車，隨著火車緩緩移動，我的心情也

滿山的猿猴、山羌、貓頭鷹等等的雙眼在黑夜中靜靜地看著你，

慢慢地放晴了，跑步度假的 fu 油然而

■

太魯閣路跑的起點

飛行
品夢
格公園

〈張三的歌〉，在晚秋清涼時分、揹起

等著為你加油打氣。遠處傳來活潑好動的潺潺溪水聲，又好像是

生。

部落的祖靈現身，在你身邊揮舞著樹藤祝福你賽事順利完賽。

從報完名起，就戰戰競競地準備搶訂往花蓮的火車票，總算在

到了五點半整，激昂的鼓聲響起，劃破寧靜的幽谷，在原住民熱

「太魯閣馬拉松」開跑的一個月前、預購首日的半夜零時一
分，順利購買到理想的來回火車票，總算鬆了一口氣，可以定
下心來加強體能訓練。

「車站一站一站過去啦，風景一幕一幕親像電影，把自己當作
是男主角來搬，雲遊四海可比是小飛俠。」哼著林強的〈向前
走〉，火車行駛到東部，放眼望過去，左邊是雲淡風輕、遼闊
無際的太平洋海景，右邊是濃淡蓊綠高聳入雲的大山，就像一
幅壯闊的潑墨畫，算是這趟跑步旅行的紅利。

入住的旅館是這次馬拉松活動的協辦單位，開跑前一晚、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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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跑在你前面的人，不論男女、胖瘦、老少或其貌不揚，很對不
起，他的實力就是比你好，這就是事實，不用懷疑。就像我們
產品在貨架的表現，你不能笑 X 牛很 LOW，只要產品定位對
了，產品力夠了，消費者就會投票給你。只要你體力夠，跑在
前面的就是你。
2. 其實跑步的過程，為調整體能或加速前進，常常要選擇周邊實
力相當的跑者，搭他的順風車、借力使力地跟在他的後面，運
用相同節奏一起跑步前進，再進行超越。這就像我們業務操
作，要取勢、優術，尋求跑步節奏突破點，往前超越。
■

在太魯閣峽谷的美景裡路跑

力的迎賓舞蹈中，賽事快速加溫，激發參賽者的腎上腺素，熱

3. 有些人雖然跑跑停停的，但經常跑在你前面，只能說自己產品
力太弱了，沒辦法拉大差距，回家後要更進一步加強再訓練。

血逐步沸騰，最後在開跑槍聲鳴響下，所有選手倏地破線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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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萬金石馬拉松、日月潭環湖馬拉松一樣，太魯閣馬拉松在終

出。

點線前，也需要跑過砂卡礑隧道。我最喜歡這種賽道安排了。因
第一公里是最令人感到煎熬，也是會不斷跟自己內心對話、自

為一群熱血的跑者在峽谷中鑽來鑽去，跑過蘇花公路舊線、錦文

我加油、打氣的里程，心裡一直喃喃自語著：「我幹嘛自我虐

橋、中橫公路、長春祠，彷彿已經失去知覺般在賽道磨練鬥志。

待來跑，別人都在家裡休息、吹冷氣。」、「哇！今天身心靈

突然看到砂卡噹隧道時心中不由得高興起來，因為心裡明白，終

好像還沒調整好，有點喘不過氣，不太想繼續跑下去，要放棄

點就在前面了！另外，在這最終時刻，跑到雙腿不聽使喚的自

其實很容易。」、「算了，先跑到前方轉彎處，看今天能跑多

己，可以在隧道中重整門面、調整氣息，打開腦海裡頭的音響，

少，就賺多少。」、「咦！那個胖子怎麼超前了，哼！難道我

哼著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快樂頌〉，以最有精神的神態踏出隧

會跑輸他嗎？跟上去！」

道，用勝利者的姿態，並舉起 V 字型的雙手快步跨越終點線，臉
部假裝帶著輕鬆的微笑，接受眾人的歡呼。

對半馬而言，跑步的過程最喜歡 10 至 11 公里這段里程站，它
代表自己平常練習的實力，每次參賽的第一個實力目標里程。

用跑步去旅行，我跑過星空下淡水河夜跑，在各名勝美景守候著

另一方面也是倒數完賽的起點，心情開始輕鬆起來，腦中響起

晨曦美美的出場，也在細雨中跑過國境之南飛魚季，感謝「叫」

火戰車音樂的節奏，透過意志力的展現，超越自己更多的實

練（老婆）隨行，一起飽覽山光水秀。在每一次跑步完賽中，都

力，並告訴自己，每前進一步，就更接近終點一步。

再次印證自己心肺及體能的健康、意志力的不斷強化，及沉浸於
挑戰賽道成功後的身心舒暢與成就感。在這晦暗、容易挫折的年

跑步中，看著周邊跑者的表現，也讓我產生了一些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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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 300 米。以地勢來說，東部較高，以北嶺尖山頂迤邐向
西，形成半箕形盆地，曾文溪流經本區與大內區的交界，氣候上
屬熱帶季風氣候。

即將到訪的地點為罕為人知的神祕景點－原台南水道。這裡清
幽隱密，獨特的城堡式建築讓人彷彿置身於歐洲城堡，分為水源
地區及淨水池區，是 1912 年日治時期由濱野彌四郎所設計建造，
後期由八田與一接手，歷經十年的工期，於 1922 年竣工。
台南水道的水取自於曾文溪，經唧筒揚水至沈澱池沈澱再到過
■

這裡有近兩百階的步道階梯，當您走到最高點時，映入眼簾的即是城堡式的淨水
池古建築

文．圖︱乳品開發部乳源管理組‧林家弘

台南的民生用水，據說可將水供應到現在的林百貨 5 樓及供應 10
萬台南市民的乾淨飲用水，重要性可見一斑。戰後曾文水庫及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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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原台南水道 領略城堡情調

濾，然後將水送到淨水池貯水，最後，以重力方式輸送、供應全

山頭水庫完成後，遂卸下供水重任，將廠內的設備除役，於 1982
年功成身退，2005 年由內政部審定為國定古蹟，縱然時空轉移荏
苒，仍希冀透過這樣的方式與歷史對話。

整個城市像燒透了的磚窯，使人喘不過氣來，夏天裡的太陽，
就像一個大火球，熱得讓人無處躲閃，當清風吹過，一陣陣花
雨飄落下來，山野像鋪上了一床彩色的大錦被，夏天來得那麼
急，沒幾天人們便深刻體會到什麼叫酷熱難耐了，而荒野草地
上的水牛早就躲到了池塘裡，整個身子埋在池水中，只露出一
顆頭在水面上透氣。走吧！盛夏裡，不如許諾與家人共有的下
午休憩時光，一齊到「山上」去走走吧！

山上區位於台南市中央偏南處，東鄰玉井區，西鄰善化區、新
市區，南接新化區、左鎮區，北臨大內區；地形上屬於平原和
山地的交界地帶，約三分之二為隸屬於嘉南平原的平地，三分
之一為隸屬於新化丘陵的丘陵地，但山上區全區的海拔高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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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近兩百階的步道階梯，最頂端的視野極佳。將腳步踩
穩，將呼吸調息，結合自然界中的鳥與樹葉娑婆聲的節奏，您
一定可以輕鬆 go！當您走到最高點時，映入眼簾的是城堡式的
淨水池古建築，及通氣閥壯觀景色、Tiffany 藍的門等等，別有
異國情調。

■

淨水池上方覆土與植披，設有陣列整齊的鑄鐵通氣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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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這片藍天綠地之上，除了空氣清新外，亦能感受到這裡蘊
藏著豐富的自然生態，據聞約 400 隻臺灣葉蝙蝠、小蹄蝙蝠及折
翅蝙蝠棲息在此，在非繁殖季會開放參觀；園區內廣植 600 株櫻
■

量水器室外表為紅磚造建物，規模雖小，形式卻古樸高雅

花，如河津櫻、八重櫻及富士櫻，草地上隱約可以看到一片片白
色如棉絮，仔細一看，是蜘蛛網！讓人驚歎，這就是自然！

它雖已功成身退，但走入原台南水道的歷史建築中，仍可想像當
年光景。當天觀賞眼前美景時，別忘了抬頭，將會看到滿滿的棉
花糖雲朵。大自然真的是最佳的畫布，老天爺就是最有創造力的
畫家！建議您不妨找個時間去走走、去領略與自然的對話，暫時
將不離不棄的手機關機，找個合適的地方，用您喜歡的姿勢靜坐
並閉上雙眼，傾聽大自然的聲音，並試著深呼吸，相信我，您絕
對收穫滿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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