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2018「愛‧Sharing」愛分享！
文‧圖｜統一超商

隨著冬天的腳步越來越近，即將邁入第四年的「愛‧Sharing」
聖誕系列活動也將揭開序幕。今年「愛‧Sharing」將帶大家到
義大利的米蘭，感受設計、時尚與生活完美交融的城市精神，
藉由米蘭的義式浪漫，為大家留下難忘的聖誕記憶與感動。

今年的 Purple Wish 聖誕主樹，以米蘭著名的玻璃花窗為概念，運
用最新燈光技術，結合大膽配色，如同米蘭綻放於世界的各式經

走進米蘭時尚之都 看見美的堅持與態度

典品牌，讓民眾進入「愛‧Sharing」的世界裡，就像踏上國際時
裝伸展台，都成了最耀眼的明星。除此之外，於 11 月 16 日點燈

以體驗不同特色的聖誕氛圍。2016 年，「愛‧Sharing」營造了

及 12 月 24 日平安夜規劃「Share 雪兒秀」，與最重要的家人、朋

巴黎的浪漫。2017 年，則是用紐約的筆觸，描繪出世界中心的

友，一起體驗白雪紛飛的幸福氛圍，更已成為民眾每年固定的期

聖誕色彩。

待。

新聞焦點

「愛‧Sharing」每年會選定一個城市主題，讓人們在台灣就可

2018 年的主題城市「米蘭」，是公認的世界時尚與設計之都。
因此，今年「愛‧Sharing」除了分享「愛」之外，藉著對米蘭

愛，因為分享而更美 share your love, share your heart!

精神的呈現，期望帶給民眾更多美麗的人、事、物。11 月 16

11 月 16 日晚上 6 點 30 分將舉辦「愛‧Sharing」點燈活動，邀請

日起，從高雄夢時代與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的各式主題裝置，

民眾大聲說出「愛‧Sharing」！共同點亮 Purple Wish 聖誕主樹以

到 7-ELEVEN 隨手可見的 CITY CAFE 聖誕主題杯、特色門市

及周邊的聖誕燈區。當晚邀請到人氣歌手林宥嘉與新科金曲歌后

及周邊商品，為期 40 天的系列活動，皆以此概念為核心，以

Lala 徐佳瑩一同參與，兩人將用歌聲傳遞愛與分享。另外，今年

各種方式表現米蘭對美的態度與堅持。

再度邀請張勝豐老師，重新編排屬於 2018 年「愛‧Sharing」的舞
蹈，期望藉由身體的舞動，為大家創造更難忘的聖誕體驗。

演繹米蘭的時尚與經典 分享聖誕的浪漫與幸福

2018「愛‧Sharing」亦將透過統一企業集團食品、流通、美妝等

隨「愛‧Sharing」的旋律響起，走進艾曼紐二世迴廊，咖啡香

各平台的力量，於全台通路同步展開，讓台灣各地民眾一起感受

與歌劇的樂音，混和出義大利街頭獨有的味道。繽紛的鑲嵌玻

屬於愛與分享的聖誕佳節。

璃倒映在許願池中，彷彿所有浪漫心願，只要說出口就可以實
現。轉身，一座米蘭街頭的經典電車，伴隨著嗚嗚聲迎面而

‧活動官網：http://www.i-sharing.com.tw/

來，帶領民眾駛進高雄夢時代及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的夢幻世

‧Facebook 搜尋：「愛．Sharing」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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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最時尚的水 UNI water
文‧圖｜統一企業

常常在想，所謂時尚的生活，到底該從哪做起呢？或許講究都
在於小細節，連喝個水，都務必要質感兼備。

喝水是一件簡單又不簡單的事情，喝水的不簡單，取決於飲水
的品味、態度、場合，以及飲水者對時尚的敏銳，因此 2018 年
UNI water 特別與 VOGUE 及台北時裝週合作，推出限量的聯
名款式，在台北時裝週這樣聚集著時尚頂端佼佼者的場合，不
能有半點馬虎地提供最時尚的飲用水。UNI water 讓簡單的喝水
新聞焦點

變得獨特，創造品味時尚的巧思！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值得被獨特地對待，每個人也都希
望透過專屬的配件來展現自我風格，一瓶講求 unique 的包裝水
因此應運而生。UNI water 從 2006 年 8 月上市以來，就強調飲
水的時尚，以專利六角透明瓶身呈現獨特質感，彩虹七色標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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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與彩色瓶蓋展現繽紛光彩，成為一瓶展現簡約時尚的流行配

水的設計帶入了嶄新的領

件。2011 年開始，更透過顏色巧思引領時尚潮流，除平常的彩

域，純淨的瓶身、配上為

虹七色之外，一年四季都精心推薦流行色彩，推出季節限定色

FASHION’S NIGHT OUT

產品，演繹最新的時尚流行。

特別設計的渲染圖案，不
失神祕感卻又明亮的時尚
2018 年秋天，UNI

氛圍，讓每一位消費者都

water 與 VOGUE 共同

可以在全省便利商店選

企劃 FNO 聯名款包

購，感受共同參與時尚盛

裝，針對台北時裝週，

會的臨場感。

推出低調華麗的黑色版
兩大時尚龍頭品牌的跨界

時裝週的唯一活動指定

合作，一方面代表頂尖時

用水，讓每一位賓客都

尚雜誌與時尚包裝水的完

藉由黑色的 UNI water

美搭配，另一方面也象徵

凸顯個人的自我主張，

時尚的事，由 VOGUE 與

極具魅力地享受喝水的

UNI water 說的算！

新聞焦點

包裝，成為第一屆台北

瞬間。
想迷人，要先迷倒自己
在台北時裝週期間，更

吧！或許這就是時尚魂最

於市售通路推出「七彩

正確的燃燒方式吧！

霓虹」限量瓶身，運用
2018 最流行的霓虹光
芒，演繹出七彩幻化的
聯名設計，即使是一張
小小的標籤，也將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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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致敬 1950 年代 舊美軍眷舍改建

咖啡香中流轉的過去與現在
星巴克草山門市盛大開幕
文‧圖｜悠旅生活事業

1950 年代，世界局勢變幻莫測，美方派軍協防台灣，為安置當
時協防的美國軍人及軍眷，興建了美軍宿舍群，紅磚平房、壁
爐、煙囪與戶外草地，將美國南方城郊住宅風貌移植到台灣，
時至今日，遺留下的建築見證走過的歷史與故事。而帶有現代
美式咖啡文化的星巴克，以致敬的心敲開美軍眷舍戶外庭院的

■

新聞焦點

草山門市藝術牆面，隨著藝術品的中
心點向外發展，代表著大自然的無限
力量，在每一個編織色彩纏繞勾勒之
中，體現草山門市位於陽明山上坐擁
豐富的自然環境的寓意

木矮門，以陽明山古名草山為
名，草山門市於 10 月 4 日盛
大開幕，是一杯咖啡連結的過
去與現在，也是跨文化的交集
與重逢。

■

草山門市首賣馬克杯及隨行卡，開幕
專屬滿額贈－草山限定提袋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星巴克保留原有的將軍眷舍樣貌，整體門
市設計延續美式生活風格，在白色木構造的獨院獨棟建築外，因
應台灣氣候稍作改變，並注入星巴克美好的第三空間精神，將
草山門市創造出一個如同家一般的舒適環境，將內部空間規劃區
分為客廳、餐廳、家庭聚會及陽光空間四大空間，客廳區以暖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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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門市保留原有的將軍眷舍樣貌，整體門市設計延續美式生活風格，為白色木
構造的獨院獨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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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簡約沙發家具，搭配特製展示櫃，創造出如居家般輕鬆自在的
感受。家庭聚會空間則將特意留存的原屋窗框轉化為桌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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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

客廳與家庭聚
會中間則是煙
囪與老樹，以
玻璃盒的設計
讓全場相互穿
透，延伸內、
外視線空間的
深度

勒之中，訴說著草山在四季流轉中，產生豐富的色彩變化，描述
了自然界中成千上萬種的不同生態，體現草山門市位於陽明山上
坐擁豐富的自然環境的寓意。

而草山門市除為全台第五間導入咖啡啤酒的門市外，也提供了手
沖咖啡（Pour over）服務，並供應氮氣咖啡，讓前來品嘗咖啡的
人，近距離與咖啡師接觸，在慢磨沖煮間感受時光的韻味。

而為讓顧客更能感受到草山門市的綠茵草地及獨有的閒適氛圍，
10 月 4 日開幕當天配合全台門市的 coffee day 活動，首次於草山

璃盒的設計讓全場相互穿透，延伸內、外視線空間的深度，搭

門市舉辦星巴克咖啡文化日活動，除購買咖啡豆、VIA、Origami

配大面落地窗，讓陽光灑落，隨著光影的挪動有如時光的流轉

及濾壓壺享 85 折優惠外，也邀請民眾於草山門市戶外草地區體驗

變化。走出戶外木棧平台，客席區的櫻花樹及綠茵草地，感受

居家咖啡調理、手沖咖啡時光、創意咖啡吧台、漫遊咖啡世界、

到居家般的悠閒靜逸，草山門市更另外規劃了可借用野餐墊的

戶外咖啡生活的五大內容，與咖啡大師一起渡過美好的午後時

服務，讓顧客能盡情享受以一杯咖啡開啟與親友相聚的愜意時

光。

新聞焦點

過往溫潤的記憶。客廳與家庭聚會中間則是煙囪與老樹，以玻

光。

進入門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島主吧檯區，吧台前飾板以暖
色木質簡潔線條設計，經由隱約 LED 微光，打亮紋理的細膩之
美。主要的藝術牆面融合了草山門市獨有的歷史背景，以集結
三棵樹的相互重疊交融為主軸發想，代表著過去、現在和未
來－隨著煙囪生長的老樹蔓延攀爬，附著纏繞於煙囪上，代
表著過去的歷史性；圍繞著房子的樹，呈現草山在每個季節中
不同變化，為現在的動態特性；最後一棵樹呈現星巴克咖啡樹
的生長遍及在世界各地，從培育的階段到成熟咖啡果實，到最
終完成包裝的過程再到達門市，星巴克關注沖煮的每一杯咖啡
以及背後蘊藏的意義，最終到顧客手中，是星巴克與顧客一起
完成的一杯獨特風味的咖啡旅程體驗。隨著藝術品的中心點向
外發展，代表著大自然的無限力量，在每一個編織色彩纏繞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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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好山好水好人文
統一超食代花蓮廠來了
文∣統一超食代 花蓮廠‧趙毓謙

圖∣趙毓謙／林冠捷

緊鄰太平洋的花蓮，除了好山、好水、好空氣，以及買到就像
中樂透的北迴線自強號（普悠瑪號／太魯閣號）火車票外，花
蓮給您什麼印象？占地 4,600 餘平方公里的花蓮，地形狹長，
形成依山傍海的格局，除了是全台灣最大的縣級行政區外，不
到 40 萬的人口，讓這裡更適合居住。
花蓮新地標－星巴克洄瀾店（趙毓謙攝）

■

廠、台北土城廠及高雄大社廠後，坐落於花蓮縣吉安鄉的新

廠，已於 2018 年 10 月正式加入營運，主要負責供應宜蘭、花蓮

幸福職場

統一超食代（UPSC）為統一超商的鮮食代工廠，繼台南麻豆

及台東等 7-ELEVEN 超商鮮食。在謝廠長的帶領下，藉此機會前
往花蓮，在有限時間內，逐步完成預定的進度，並投入生產。

2017 年夏天，由台北訓練發展 TEAM 主導，負責招募、規劃及培
訓花蓮廠各單位夥伴，除了生產儲備幹部外，其餘包含工務、資
材行政、品管及後勤人員等，陸續前往高雄廠培訓歷練。

已有近 10 年食品產業經驗的自己，一進到生產線，還是被那井然
有序的生產線所震懾。視線所及之處，上百人全副武裝在各生產
線忙碌著生產，經生產主管解釋，所有商品須經過最嚴格的生產
流程，從可以看得見的毛髮、異物，到不易被發現的粉塵，乃至
於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皆是重要的管制目標，故生產人員必須
身著標準服裝，從頭巾、帽子、口罩、手套、工作衣、工作褲、
鞋子以及前掛等，依照生食、熟食等工作區域，而各有專屬的穿
■

20

統一超食代花蓮廠已於 2018 年 10 月正式加入營運（趙毓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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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職場
■

花蓮地標－
米老鼠，有著
花蓮人的共同
記憶（趙毓謙
攝）

口，英文就一定會進步，也對即將來到花蓮廠的新夥伴充滿期
待，有這樣的經驗，相信可以更加縮短磨合期的時間。

隨著花蓮廠夥伴由各兄弟廠歸建，僅代表同仁再次致上十二萬分
的謝意，感謝訓練發展 TEAM 讓大夥有緣相聚；感謝各廠長官及
同仁無私地分享前人經驗，除了在基礎工作項目外，針對異常及
突發狀況等處理，亦是讓夥伴們在第一現場學習、發問，毫不藏
私；感謝總部及高雄廠後勤單位同仁，支持了我們出門在外的所
有項目，謝謝！
日子一天天過去，自己跟著公司主管安排的學習進度，輪調生
產各單位，在人、機、料、法、環等架構下，了解原物料進廠

「萬事起頭難，難！」這麼說沒有錯，但我們都一步步克服了！
幸福職場

時的檢核、儲存時的注意事項以及原物料處理、烹調、包裝到
出貨等過程；在夜班時，學習在生產排程內完成預定目標外，

我在統一超食代花蓮廠，我在這裡吸取在地那得天獨厚的人文氣

如何兼顧質和量。另外，透過週報繳交和開會分享學習心得等

息。我是趙毓謙，誠摯歡迎統一企業集團的各位，來花蓮體驗不

方式，除了檢視這一週的學習成效外，還可互相檢視學習內

一樣的人生。

容，修正錯誤觀念，提升對工作的認知。

對我來說，覺得有很大收穫的部分，是在和外籍勞工的相處。
面對飄洋過海來到台灣工作的夥伴們，互相都需要更多的包容
和理解。在記憶深處尋找那不是很熟悉的英文單字，試著跟菲
律賓籍同仁溝通，記得一開始只能上班打招呼、下班說 bye
bye，到後來他們會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生日聚會、嘗試品嚐他
們在地的家鄉味，或是跟著牧師做禮拜等。透過一次次交流，
慢慢發現這些夥伴們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不少人也受過大學
教育，甚至還有人在家鄉當老師。很高興體驗到只要願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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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鎮六十石山金針花（林冠捷攝）

■

花蓮景點－洄瀾橋（趙毓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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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AKB48 行銷個案分享（二）
文‧圖︱乳品部‧朱俊宇

上次提到 AKB48 靠著兩個獨特的價值主張－「可以面對面接
觸的偶像」與「未完成的偶像」構築商業模式，進而獲得成
功，這次就來看看決定了組織大方向的策略後，AKB48 如何擇
定其 TA，進而發展下一步活動，在這個方面，AKB48 做得很
好，進而連結到了後續的行銷通路、活動等。
AKB48 姐妹團位於新潟的 NGT48 劇場

■

像」，那前文提到的劇場所在地就顯得很重要。AKB48 創辦人

所，於是 AKB48 最後選擇在秋葉原的唐吉軻德大樓八樓建設劇

秋元康一開始找過很多地方準備建造劇場，像是青山、原宿、

場。

飛行
品夢
格公園

首先是 TA 的擇定，既然核心價值是「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偶

涉谷等，但皆不滿意，直到發現了秋葉原這塊地方，秋元康認
為秋葉原充滿了「地場之力」，適合成為劇場所在地，所謂

日本的野村 総 合研究所將御宅族定義為「執著於某種人、事、

「地場之力」指的不只是當地御宅族的狂熱性，還有秋葉原的

物」、「以極端的方式把時間與金錢集中消耗在該對象上」、

情報能力，這個地方擁有咖啡、電腦、遊戲、玩具、公仔等專

「對於該對象擁有豐富的知識與創造力，並且會從事散播資訊的

門店，可以像磁鐵一樣吸引多樣性的人群到來，並做出情報的

活動」。而根據野村総合研究所在 2004 年 8 月的調查，當時日本

交流等，秋葉原不只是一個情報的發信場所，也是一個受信場

國內的御宅族市場約有 172 萬人，市場規模高達 4,110 億日圓，與
金字塔頂端的菁英市場相較，毫不遜色。

野村 総 合研究所認為御宅族還有幾個特點，第一、持續高水準的
消費：對於自己喜愛領域的產品或服務，即使價錢偏高，御宅族
仍會購買，並把對於此類產品的消費，與購買其他產品的支出分
開看待，故在特定領域中，他們的消費較一般消費者來得高。第
二、消費之外，也會創造價值：御宅族會在自己喜愛的領域中，
依自己的想法創造或改編事物，產生新的價值，使產品內容更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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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超常販賣一空的 AKB48 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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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名次發表的 AKB48 集團眾
成員

豐富，如製作同人誌便是一個例子。第三、在社群中積極傳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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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團 NGT48
劇場一隅

我們秋葉原御宅族才知道的好東西」的感覺，並積極傳播 AKB48
的訊息，這與御宅族因子中「博取同感的慾望」相關，故縱使
AKB48 第一場公演觀眾僅 7 人，但這 7 個觀眾欣賞到認為有價值
且認真的表演後，再積極地推薦並引出口碑行銷的發酵下，很快
地 AKB48 就收到了成效。
擁有自己的核心客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當 AKB48 抓住了秋葉
原這些御宅族們的心，他們便會相較於電視觀眾，投入得更加長
久。像是日本大部分的演歌歌手皆擁有自己的核心客群，故他們
不太會受到景氣影響，即使不會像偶像團體般大紅，但卻能比一
般流行歌手走得更為長遠，相較於跟著流行成為歌迷的顧客，只

御宅族的消費者。

要熱潮一退，就會跟著消失。

AKB48 將劇場設在秋葉原的最大原因，明顯就是鎖定劇場所在

而在商業領域的我們，同樣得留心自己到底需要怎麼樣的 TA，並

地的御宅族們，且將目標客群設定在年紀約 30 到 40 歲之間的

留心社會型態、市場的演變，像是臺灣開始邁入高齡化的社會就

御宅族。這群御宅族有一定的經濟力，可以為偶像付出一定的

是一例，唯有找到對的人，用對的方法跟他們溝通，才有機會讓

金錢與時間；而特別鎖定這個年齡的客層，也與日本 80 年代

我們的產品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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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資訊：御宅族會在社群裡蒐集並交換彼此資訊，且影響到非

中的女子偶像風潮有關，當年流行一時的小貓俱樂部的主力歌
迷為 16 到 18 歲左右的高中生，在 2005 年 AKB48 成立時，他

（未完待續）

們皆已是 30 近 40 歲的中年人了，在沉寂近 20 年後，又遇到
與小貓俱樂部一樣的素人偶像團體，很多人都因此接觸
AKB48，事實證明初期許多歌迷在自我介紹時，都會提到自己
曾是小貓俱樂部的歌迷。

AKB48 的設計也符合御宅族的消費特徵－「除了消費之外，
也會創造價值」這點，運用在商業模式中的顧客關係上，藉著
與顧客共創價值，讓整個產品的價值更加提高並豐富。御宅族
「在社群中積極傳播散布資訊」的特性，等於是 AKB48 最好的
行銷利器，一旦御宅族認可 AKB48 後，他們會產生「這是只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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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專業圖卡分析成員們的歷屆表現

■

電視轉播第十屆總選舉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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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匠看世界

瑠璃光院
文‧圖｜京一郎

■ 化身青楓

位於京都東北端八瀨地區的瑠璃光院，只有春、秋兩季最美的
季節對外開放，萱萱曾經在非開放時路過，看到古樸雅緻的山
門，當時就覺得有機會一定要來參訪。

跨進山門拾階而上，兩側的楓葉用滿滿的翠綠相迎，進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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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纖細的佛塔聳立在中央，四周的綠葉變幻成粉綠、翠綠、
深綠，不同層次的綠，連空氣中都呼吸到盎然的綠，此時此刻
的風景太過曼妙，似乎不像凡間該有的景象，夢幻得好真實，
真實得好夢幻。

■

抄經台反射的倒影

在這個如夢似真的瑠璃幻境，萱萱突然覺得自己的意識，和眼前
矗立的青楓融合為一，靜靜注視著熙來攘往的人群。

很多年輕人匆匆趕來，前往二樓抄經台拍攝完著名的倒影後，就
馬不停蹄匆匆趕往下個目標，向朋友誇耀到此一遊的戰績，「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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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樸的山門流露出滿園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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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上傳」似乎是他們最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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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緻的瑠璃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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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魚的自在，魚知道我的愉悅吧

年齡稍長的遊客，腳步輕緩了些，會在喜歡的地方多作停留，

另外有些修持深厚的遊客，會找個空間坐下來，自在地欣賞，用

找尋自己覺得舒適的角度，靜靜欣賞，慢慢攝影，讓這裡的美

眼睛觀賞陽光照射下各種不同層次的綠，用耳朵聆聽這裡的靜

景，變成自己腦中和鏡頭中的淨土。

瑟，用鼻子呼吸鮮綠的芬芳，用身體感受春天的氣息，把這裡的
風景，變成自己的風景，也把自己融入風景中，讓自己的心境和
這裡交融為一體。

和青楓融合為一的萱萱，發現青楓不管是在剛冒出新芽時的嬌
嫩，長成翠綠時的光豔，進入深綠時的沉穩，甚至到深秋轉為楓
紅時，都以繽紛優雅的姿態凋落，無時無刻都認真地過每一時每
一刻。

萱萱幼小的心靈，約略感受到青楓似乎是要傳達些什麼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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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璃庭春光佐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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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掩的窗櫺，捎來春天的信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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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福山植物園 邂逅嬌客藍腹鷴
文‧圖｜陳秀

造訪福山植物園，除了拜訪當季重點植物外，郤不期而遇多種
動物嬌客，意外驚喜來得突然，讓人喜不自勝，邀請您一起走
訪這些讓人「長知識」的點。

■

涼亭內上方是葉鼻蝠休憩場所

■

長相奇特的葉鼻蝠

■

露出黃土色樹幹的黃土樹

■

害羞的山羌睜著大眼睛凝視著我們

福山植物園因四季各有不同特色植物及風貌，又因入園需事先
申請並攜帶證件檢查才能入園，而令人心生有機會此生至少要
來一次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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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在宜蘭，但園區土地皆在新北市烏來的福山植物園，僅
供 9 人座以下小車通行，並實施每年 3 月休園，由於入園人數
採總量管制、每週二休園、開園時間為早上 9 點至下午 3 點 50
分等措施，致使園區內的動植物們顯得生機盎然。這天，可親

季白天棲息，夜晚捕抓昆蟲，是大自然裡頭控制昆蟲數量的重要

又知識淵博的志工解說人員，在大家未入園前即先行解說參訪

生物，以金龜子、天牛為主食。看著一隻隻吊掛休息的葉鼻蝠，

時可特別留意的重點動植

模樣甚是逗趣，擔心驚擾牠們，悄悄拍照後離去。

物，之後即開始沿著參訪
步道自行參訪。

黃土樹就在路旁，此植物會慢慢褪去堅硬的外皮，露出如黃土一
般顏色的色彩，據志工解說，今年的花開得特別茂盛。白色的小

穿過志工解說涼亭，即是

碎花開滿了整樹，發出淡淡的清香，好似在迎接我們的到來。

福山植物園步道入口。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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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志工解說涼亭，即是福山植物園步道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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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總長約 3 公里，平緩易

二隻山羌悠遊於黃土樹 50 公尺外，所有人的目光一瞬間全追著牠

行，有水生植物園等共四

們跑，悄悄移動腳步拿起手機猛拍，卻還是不敵害羞的牠們一個

區。台灣最大食蟲蝠，展

轉身，遂而靈巧不見的身影，這驚鴻一瞥留下愕然的我們，期待

開約 50 至 70 公分長的葉

著驚喜再出現。

鼻蝠就棲息在涼亭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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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叉路口一批批人潮往回走，七嘴八舌說著：「我們要去看

而後宮佳麗們東躲西藏完

造假啦！」啊！原來是植物「皂莢」。就立於黃土樹斜對面，

全像害羞的小姑娘們，前

滿身長滿針刺狀的皂莢其根皮、莖皮、葉、果實或棘刺皆可入

後約五分鐘的邂逅，讓人

藥，全株都是寶。因其針刺造就了不被其它動物或植物欺凌的

大呼過癮，更有「賺到

目的，植物的自我保護學問也是頗大的呢！

了」的感覺。

進入了竹的生態區，拍照的大炮對準的是「藍腹鷴」，輕手輕

靈長類代表－猴子佔據

腳的我們迅速移動腳步進入攝程內，據文獻記載，這是行動謹

了橋兩旁的大樹，當我們

慎，常悄然無聲活動，不易見到的鳥，有人為了拍到牠，等了

侵入牠們地盤時，非常識

數天才等到，見到了又不敢移動，發出一點聲響，深怕將珍貴

相，或讓道或攀爬上樹，

又機靈的藍腹鷴給嚇跑。但我們就這麼巧遇了，而且是一家五

更甚者就從您腳邊悠然漫

口，一公四母，公鳥展現出超優雅的態度，或啄食或漫步，甚

步走過，或坐下吃食，或抓癢，與您對望，或與您捉迷藏。

■

走在木棧道上，可輕易親近、觀察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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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定格展現雄姿讓我們拍照，十足大器展示一家之主之風範，
水生植物園則是休憩放鬆身心的好地方，豐富的生態造就了山水
相間的美景，看著小魚水草相映成趣，療癒又讓人會心一笑。

兩次拜訪福山植物園，風情各不同，福山被稱譽為「台灣及亞洲
最大的植物園生態教室」真是當之無愧。此地海拔約 600 公尺，
走來舒適；豐富的生態能讓人大開眼界，尤其是此回造訪時遇見
的嬌客山羌、藍腹鷴及猴子等等，除了山羌特別怕生外（或許是
■

氣定神閒走入人行步道的公藍腹
鷴，離我僅有五步之遠

■

一家和樂融融的藍腹鷴，正悠閒
覓食中

我們的聲響嚇到牠），只能在生物圖鑑裡才能看到的藍腹鷴竟然
讓我們大飽眼福，滯留約五分鐘光景，令人大呼感動；猴子的從
容悠哉樣，也讓人禁不住感到好笑，考驗我們忍俊不禁的能力，
好似嬌客都已默默習慣有不同類又不傷害牠們的動物在身邊一
般，難能可貴的平衡生態在福山卻是如此的自然，水到渠成。

不妨撥個時間來造訪福山吧！請帶著開放、輕巧的心情走完步
道。建議您找個人少的時間來（早上開園時人會比較多，我們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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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遠離路旁，有著針刺狀的
皂莢樹，讓我們去而復返才找
到，但仍有多數人飲恨無法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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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居的靈猴，帶著狡黠的一貫表
情，展示主人家的大無畏神情

中午入園），說不定您遇見的嬌客會比我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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