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走進米蘭 看見美的堅持與態度∣
體驗屬於時尚之都的聖誕浪漫
去年，入口意象是以高跟鞋展現紐約的華麗。今年的主角，則是
時尚產業中安靜但關鍵的角色－ 時尚人台。命名採用人台
（Mannequin）的近似中文「魅力」的發音，搭配上方「米蘭」字
樣，結合成「魅力米蘭」，傳達今年愛‧Sharing 的概念核心，也
同時呈現米蘭除了華麗的外表之外，更有一步步扎實且貫穿整個
城市的藝術底蘊。
今年的 Purple Wish 聖誕主樹，以米蘭常見的雕花圖騰為發想，鐵
件勾勒出細緻的花窗藝術，並以最新的燈光技術，展現最鮮艷、
明亮、動人的配色。動態燈光秀則突破過往型式，結合科技與藝

新聞焦點

■

古典雕花與彩繪玻璃躍上今年 Purple Wish 與後方的女兒牆，有如身處米蘭

愛‧Sharing

2018「愛‧Sharing」點燈
文‧圖｜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

2018，愛‧Sharing 邁入第四年，讓氣溫漸漸浮現著冬意的 11
月，不只提醒著聖誕節腳步近了，也提醒著人們，一起準備迎
接屬於「愛‧Sharing」的季節吧！

近兩年，愛‧Sharing 去過了浪漫的巴黎、創意的紐約，讓人們
在臺灣就可以體驗不同特色的聖誕節。今年，在統一集團美麗
事業高董事長及各 BU 團隊歷時一年的規劃下，愛‧Sharing 來
到時尚之都－米蘭，讓人們感受最時尚的聖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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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口意象是時尚產業中安靜但關鍵的角色－時尚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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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術，交織現實與夢幻，

市的優雅從容，迎賓大門上鑲嵌的彩色玻璃，瀲灩這個冬季的明

如同米蘭在世界舞台一

媚與浪漫，抬首，光彩斑斕的天幕映入眼簾，絢麗的光影傾落在

樣的光彩奪目。

駐足的臉龐，聆聽迎面而來的電車鳴音，踏上璀璨的時尚夢想之

同時，在集團各品牌的

旅。

精心規劃下，夢廣場處
處可感受到米蘭的經典

∣因為有愛 所以分享∣

與浪漫。踩著輕快的腳

揭開 2018 愛‧Sharing

步跟隨愛‧Sha ring 的

的精采

旋律，窺向艾曼紐廊道

11 月 16 日晚間六點半，以

內美麗的拱型天井，閒

濃濃義式風情的舞蹈華麗開

步在館外、廣場的石板

場，從天而降的天使，點燃

磚，賞味櫥窗內的流行

整晚的序章。接續登場的演

精品，轉角的咖啡飄香

唱嘉賓林宥嘉，也帶來耳熟

光下的咖啡雅座象徵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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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燈光秀結合科技與藝術，交織現實與夢
幻，如同米蘭在世界舞台一樣的光彩奪目

今年的 Purple Wish 聖誕主樹，以米蘭常見的雕花圖騰為發想，鐵件勾勒出細緻的
花窗藝術

2018 De c em b er

新聞焦點

能詳的經典歌曲，沸騰點燈

與歌劇交響，沐浴在星
■

演唱嘉賓林宥嘉帶來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

■

從天而降的天使，點燃整晚的序章

前現場的熱情與期待。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7

新聞
焦點
參考米蘭大教堂的拱廊區，打造 5.5 公尺長的時尚動態 LED Runway，隨著現場音樂，
成為秀場伸展台上眾多鎂光燈的絕對焦點

■

米蘭經典電車新詮釋，白天華麗奪目、夜晚更閃爍著自信光芒，邀請一樣崇尚經典與
時尚的您，乘著米蘭電車，一同體驗米蘭城市風光

新聞焦點

■

■

Purple Wish 燈光秀與百萬顆星空燈海，搭配現場民眾的驚呼聲，為今年的
愛‧Sharing 打開了精采的序幕

「5∼4∼3∼2∼1∼」五秒倒數全場呼喊「愛‧Sharing」！全
長 4 分 8 秒的 Purple Wish 燈光秀與百萬顆星空燈海，搭配現場
民眾的驚呼聲，為今年的愛‧Sharing 打開了精采的序幕。當細
白的冬雪再度飄落至人們的身上，全場的民眾一起創造了屬於
2018 的經典場景，也共同宣告 2018「愛‧Sharing」活動正式
開始。
今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5 日為期 40 天的活動，透過
「愛‧Sharing」團隊及米蘭的城市元素，營造出充滿愛的聖誕
饗宴，除了每天晚上 6 到 9 點整點 Purple Wish 燈光秀，百貨館
內各式行銷活動規劃，周末午後夢廣場天天有精采表演，宛如
置身米蘭下午放鬆的街頭藝術，讓歡樂延續到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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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米蘭街頭遇見愛的小屋－來自世界各地的紀念杯，找到今年主題城市的米蘭

■

幸福麋漫在米蘭－星光眷戀的米蘭夜空中，雪白麋鹿們從天而降，拉著滿載 10 萬
顆水晶的幸福雪撬車，絢麗璀璨照亮了艾曼紐二世迴廊

■

飛之想望－希望飛翔的熱氣球，搭配一朵朵蒲公英，隨手拍都是最美的風景

Milano 在哪裡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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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米蘭精品甜點咖啡杯－搭上米蘭風味的旋轉咖啡杯，隨著義式音樂享受
片刻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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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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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愛‧Sharing

高雄夢時代幸福點亮 Purple Wish
文‧圖｜夢時代購物中心

櫥窗裡閃亮奪目的精品、伸展台上亮麗的模特兒、秀場內引領
風潮的各式時裝、街道旁散發自信風采的人們，這是我們一般
對米蘭的印象－時尚、自信，充滿獨特風格。但除了時尚亮
麗的外表，米蘭也有充滿人文深度的內在，有著古典的優雅與
沉穩，在創新與古老之間融合成巧妙的平衡。

今年的愛‧Sharing 帶領大家進入魔幻繽紛的米蘭，走入世界知
名的時尚之都，無論是歐洲五大教堂之一的米蘭大教堂，或是

■

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名伶，跳躍、旋
轉的優雅姿態，像輕盈飛舞的仙
子，歡迎您進入米蘭的魔幻世界

有「米蘭的客廳」之稱的艾
曼紐二世迴廊，都在今年一
次呈現給台灣的民眾，讓人
感受濃濃的耶誕氣息外，更
能欣賞米蘭對設計的堅持與
追求美的態度。

∣Purple Wish｜
米蘭大教堂的古典優雅
米蘭最著名的景點－米蘭
大教堂，每一位來到米蘭的
遊客，必定要在此拍照留

■

今年的 Purple Wish，取材自教堂中最優雅
的元素－「花窗」，構成美麗絢爛的聖
誕樹

念，各國的時尚編輯、部落客、模特兒，參加時裝周時最佳的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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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愛‧Sharing 帶領大家進入魔幻繽紛的米蘭，走入世界知名的時尚之都

2018 De c em b er

景，永遠是宏偉壯麗的米蘭大教堂。今年的 Purple Wish，取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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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

透過「愛‧Sharing」團隊及米蘭的城市元素，高雄夢時代營造出充滿愛的聖誕饗
宴，一次呈現給臺灣的民眾

新聞焦點

教堂中最優雅的元素－「花窗」，構成美麗絢爛的聖誕樹。
圓形的舞台設計，巨大的花窗圖騰，呼應米蘭大教堂的雄偉瑰

■

「時尚迴廊」以現代簡約的結構藝術，重現米蘭艾曼紐二世迴廊的對襯之美

■

「歌頌米蘭，劇光滿漢」結合米蘭的兩大經典建築－艾曼紐二世迴廊及斯卡拉歌劇
院，並以精彩光雕技術呈現經典歌劇「杜蘭朵公主」

麗。而為呈現花窗多彩的顏色，以彩色玻璃為概念構想，沿著
階梯鑲嵌，映照出浪漫柔和的七彩光芒，並以金色飾邊，打造
教堂精緻華美的藝術感。

∣艾曼紐二世迴廊∣各擅勝場的經典與時尚
不約而同的，今年有二個裝置都採用艾曼紐二世迴廊作為裝置
主題，但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格。「時尚迴廊」以前衛的鋼骨結
構，結合粉色色系與手工精緻的訂製服，看似衝突的組合，卻
在現代建築的剛硬中，融入柔美細膩的元素，將剛與柔的表現
完美呈現。
「歌頌米蘭，劇光滿漢」結合米蘭的兩大經典建築－艾曼紐
二世迴廊及斯卡拉歌劇院，並以精彩光雕技術呈現經典歌劇
「杜蘭朵公主」，帶來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相較單純的燈光
裝置，更能豐富教育內涵，適合親子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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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絢麗的彩色玻璃∣色彩繽紛的奇幻世界
彩色玻璃是義大利最為傑出的工藝之一，透過光的照射，繽紛的
色彩帶給人們置身天堂的愉悅幻想。「星光拱廊」結合點點星光
和彩色玻璃拱門，打造長度超過七十米的夢幻走廊，站在底下仰
望，就像一整條銀河橫跨眼前，讓人不禁要多拍幾張唯美照片。
接著，進入「魔鏡萬花筒」，透過手扶梯的移動，經過巧思設
計，變成奇幻多彩的鏡面隧道，踏上階梯往上，隨時變化的光影
顛覆視覺想像，變幻出目眩神迷的異想空間。

∣頂尖的時尚潮流∣勇於呈現獨特風格的自信
米蘭之所以迷人，因為她是許多人的目標與夢想，藝術家、設計
師、演員、模特兒，只有最頂尖的人才方能在米蘭占有一席之
地，這裡不乏才華洋溢的人們，就看你有沒有實踐夢想的勇氣與
「星光拱廊」結合點點星光和彩色玻璃拱門，打造長度超過七十米的夢幻走廊

新聞焦點

■

決心。
「飛之想望」就是人們實現夢想的勇氣，充滿創意的達文西勾勒
了飛機的藍圖，經過萊特兄弟不放棄的努力，才成就了有飛機的
世界。充飽氣就能上升的熱氣球，就像永遠懷抱夢想的人們，帶
著滿滿的自信達到更高的目標，而隨風飛翔的蒲公英就是希望，
敢有夢想，就有希望，就有機會飛得更高、走得更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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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魔鏡萬花筒」，透過手扶梯的移動，經過巧思設計，變成奇幻多彩的鏡面
隧道

2018 De c em b er

「飛之想望」就是人們
實現夢想的勇氣，充飽
氣就能上升的熱氣球，
就像永遠懷抱夢想的人
們，帶著滿滿的自信達
到更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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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米蘭時裝周∣精彩秀場與風格獨具的人們
米蘭的時裝周是世界指標之一，除了服飾，設計感十足的秀場
舞台也是觀賞重點，純白的「Snow Garden」，打造夢幻雪白秀
場，巧妙融入自然植物，以單純的白恰如其分地襯托個人的自
信與風格，顯示最頂尖的時尚不需要太多陪襯，有「自信」就
是時尚。

■

夢廣場上的「芭蕾名伶」，捕捉舞者曼妙的剪影，配合流動的燈光呈現，彷彿下一秒
就要真的翩翩起舞

漫步米蘭街頭，欣賞市內極具特色的現代化建築，而最吸睛的除
了建築與精品櫥窗，更讓人驚艷的是走在路上的人們，彷彿街道
就是伸展台，行人們大方展示個人穿搭，自信表現自我風格，無
■

純白的「Snow Garden」，打造夢幻雪白秀場，巧妙融入自然植物，以單純的白恰
如其分的襯托個人的自信與風格

論是龐克率性、前衛創新，或是浪漫高雅的、低調奢華，每一種
風格都讓人目不轉睛。其實時尚之所以吸引人，不完全是服裝，
而是個人呈現出來的態度與堅持。

∣浪漫唯美的盛宴∣充滿文藝氛圍的義式生活
結束了時尚周的繁忙，入夜後，穿上燕尾服、精緻的晚禮服，戴
上精美的面具，浪漫高雅的「假面舞會」在金碧輝煌的斯卡拉歌
劇院中舉行，紳士淑女們手牽起手，在舞池中行禮、起舞，帶點
神祕感的面具，讓舞會更加唯美動人。
■

18

時尚周的波波，走上米蘭街頭，穿梭在米蘭的經典建築中，古典與現代的交錯，
這就是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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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踮腳、跳躍、旋轉」，芭蕾舞起源於義大利，原是宮廷專屬的
舞蹈，姿態優雅柔美，輕盈得像是神話中的仙女，夢廣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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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芭蕾名伶」，捕捉舞者曼妙的剪影，配合流動的燈光呈現，

傍晚佇足在「米蘭心願廣場」，最新科技結合古老傳說，把虛擬

彷彿下一秒就要真的翩翩起舞。

的硬幣拋向噴泉，立即回應你的心願。再走到廣場隨處而坐，看
天空、看鴿子、看熙來攘往的人們，帶一些小點心享受自在野

∣米蘭的現在與過去∣新與舊巧妙結合的城市

餐，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的聊，入夜後再次欣賞 Purple Wish 的燈

石板道、石牆、噴泉、廣場，這些古老的建築，似乎是歐洲著

光秀，沐浴在雪兒散佈的愛與幸福之下，生活其實也能如此簡

名城市的必備條件，而在米蘭，這些古老的元素，襯托最新的

單。

時裝，卻能那麼微妙的融合在一起。「Romeo & Juliet」的石牆

這就是米蘭，有自己

前，看一對對戀人許下相愛的心願，走上茱麗葉的陽台，浪漫

的態度，有自己的風

的玫瑰恣意的綻放，感受一下戀人的盼望，坐在金黃花朵圍繞

格，追求不斷創新的

的鞦韆下，相視而笑，用相機留下這最美的一刻。

目標，實現超乎想像
的夢想，展現對美與
設計無可妥協的堅
持，米蘭如此迷人，
新聞焦點

就是因為有了那些獨
一無二的人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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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浪漫經典場景跨世紀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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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私語陽台共同譜下浪漫篇章

傍晚佇足在「米蘭心願廣場」，最新科技結合古老傳說，把虛擬的硬幣拋向噴泉，立
即回應你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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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會各界投入，將 Green 綠色生態、Nature 自然生產及 People 人文
生活之核心理念，傳遞到每個民眾的心中，找到生命的溫度及美
好，讓美好的事不斷發生。

花博展期長達 6 個月，將動員 2 萬多名志工、工作人員參與，為
感謝辛勞的花博志工、工作人員，統一企業特別贊助 7-ELEVEN
熱銷、不到 3 個月銷售破 155 萬顆的「菱格香菠蘿」，菱格香菠
蘿用料講究，外表呈現金黃色澤，富含飽滿蛋香的美味菠蘿皮，
讓花博志工、工作人員大飽口福，無後顧之憂，提供遊客最優質
■

統一企業集團響應花博，提供 7 大好禮，成為臺中花博強力後盾

的服務。另外，也將提供 3 萬份星巴克第二杯半價體驗券，讓志
工、工作人員在工作之餘，享有小確幸。

統一企業集團熱情響應臺中花博

集團現場

文‧圖｜行銷企劃室

經發局表示，為擴大宣傳花博，將於 11 月 3 日花博開幕起，透過
7-ELEVEN 全臺超過 5,000 多家門市 OPEN！CHANNEL、POS 機
螢幕播放 4 週《聽・花開》影片，及規劃舉辦 OPENPOINT 兌換
花博票限量 1,000 張聯合行銷活動，並於全臺 48 座商場懸掛布

看準 7-ELEVEN 全省超過 5,000 家門市通路優勢，臺中市政府

條，邀請大家前來花博參觀，一同聆聽花開的聲音，細品臺中城

與統一企業集團合作，於花博開幕期間播放花博影片營造花博

市的美好。

氛圍，一同協力宣傳。
此外，也將贊助 30 場記者會咖啡
11 月 1 日市府經發局隆重召開「花博統一行銷合作」記者會，

與點心，讓媒體、記者們能將花

臺中市政府副市長張光瑤、經發局長呂曜志等，與統一超商副

博之美傳達給全世界。統一企業

總吳國軒共同宣布統一企業集團為贊助企業，並聯合行銷及應

集團響應花博，提供菱格香菠蘿

援花博志工的 6 大合作方案，將成為臺中花博強力的民間後

一萬份、星巴克咖啡志工體驗券

盾。OPEN！家族及花博吉祥物樂虎及來虎也到場大秀健康操

及 OPENPOINT 兌換花博票限量

與舞蹈，展現熱情與活力。

1,000 張、OPEN！CHANNEL 影
片 4 週、POS 收銀機宣傳 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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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市長表示，感謝統一企業集團以實際行動力挺臺中花博，

48 座商場布條懸掛、30 場記者會

花博是臺灣的喜事，也是全民參與運動，我們透過企業參與，

咖啡與點心等 7 大好禮，成為臺

引進各種領域的資源與人才，展現臺灣各行各業特色。期待社

中花博強力後盾。

2018 De c em b er

■

OPEN ！家族及花博吉祥物樂虎及
來虎在記者會現場大秀健康操與舞
蹈，展現熱情與活力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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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打造活力優質職場環境

統一企業榮獲運動企業認證標章
文．圖｜行銷企劃室

全民運動熱潮來襲，提倡運動之際也能打造企業優質品牌形

由副總統陳建仁、教育部長葉俊榮頒獎授證。統一企業亦榮獲此

象！為提升全民及職工規律運動風氣，教育部體育署推動「運

項殊榮，由公共事務室凃忠正經理代表統一企業接受頒獎。

動企業認證標章」後，獲得各企業熱烈迴響，今年更已邁入了
第三屆。本年度以「企業 i sports 員力 non stop」為活動口號，

運動企業認證自 105 年開辦迄今，已有 109 家企業通過認證，主

鼓勵企業建立良好職場運動氛圍，強化員工身心健康狀態，進

辦單位表示，希望本年度能夠擴散至更多的企業，持續建立臺灣

而回饋於工作效率方面，提升績效表現，創造良性互利循環。

企業運動風氣。期望未來企業能與政府一起推動全民運動，一起
守護全民健康，讓更多企業都朝向「運動企業」的目標前進。
集團現場

10 月 25 日，教育部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107 年度運動
企業認證授證典禮暨 i 運動論壇」，當日一共頒發三個獎項：

根據體育署「企業運動現況調查」結果發現，有 65.2% 的民眾會

67 家運動企業標章獲證企業、10 家訪視通過企業以及 2 家企

對得到運動企業認證的公司提升好感度；在年輕族群 13∼17 歲有

業線上聯誼賽獲獎企業，總計 79 家企業代表出席受獎，分別

規律運動者 100% 表示會提升好感度，顯示未來該族群進入職場
就業時，可能將獲得運動企業認證、具有運動福利的企業列為考
量之一。而整體而言，民眾希望公司能提供的福利以 34.0%「免
費運動課程」及 32.5%「提供運動環境」最多，此調查數據提供
企業推動職工運動參考。

通過認證標章的企業遍及各個產業，企業規模從大型集團到中小
企業，個別透過舉辦企業運動會、發展運動社團、贊助運動賽事
等方式建構企業運動文化。獲證企業未來將享有「運動企業 VIP」
的優惠待遇，可於體育署辦理的運動活動中，享有優先受邀權之
外，體育署也將深入企業舉辦體適能檢測及運動健康講座，此外
獲證企業也可在官網、臉書、活動宣傳品上運用標章，對於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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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室凃忠正經理（右）代表統一企業出席受獎

2018 De c em b er

企業形象、招募優質員工皆有所助益。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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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之愛

老人食堂開張 逗陣呷飯真歡喜
文‧黃秀真／李明晃

老人家增加戶外活動

圖‧社福會

的機會，一方面老人
家吃到自己種的菜，
統一社福會於 2017 年初開始將部分資源投入偏鄉社區老人共

不僅吃得安心，也能

餐的項目，希望加強對老人的照顧；至 2018 年 9 月為止，資

達到減低採買食材成

助臺南地區的偏鄉社區已達 20 個老人共餐據點，估計超過 700

本的作用。

位老人受惠。
在統一社福會凃忠正
邀請老人家參加社區共餐，享用豐富美味佳餚，能讓老人家走

總幹事的建議以及行

出家門，增進與人群接觸互動的機會。在共餐之餘，大部分的

政服務部李耀名課長

社區還會在共餐前邀請老人家一起做健身操，餐後並設計有各

的支持下，社福會邀請福利課黃國華廚師至柳營區、北門區、七

類型的活動，讓老人家活動筋骨，動動手、動動腦，不但可以

股區、新營區和後壁區等五個共餐據點教授廚藝，提高志工廚師

促進身心健康，亦可減緩失智的風險。

們的手藝，讓老人家享用更豐富、美味、營養健康的菜色。

共餐社區大部分採低收費方式，有些社區還會規劃菜圃，安排

黃國華表示，在一次參與統一社福會於高雄夢時代舉辦的聖誕愛

阿公阿嬤們協助種植蔬菜，採收後成為共餐的食材，一方面讓

心活動機緣下， 凃 總幹事建議他可以前往共餐據點教授烹飪技

■

黃國華廚師來到北門區玉港里老人食堂交流廚藝

統一之愛

巧，他也覺得剛好是自己的專長，因此毫不考慮就答應。他表
示，偏遠地區的供餐廚房大部分是社區活動中心，平常有衞教、
體能活動與手工藝教學等課程，老人家參與活動後，能共同享用
一頓豐盛的午餐，那種既幸福又滿足的神情，讓他深刻感受到現
代老人就是要擁有這般樂活、充實的生活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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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華廚
師來到北
門區老人
食堂，老
人們吃著
好廚藝烹
煮的美味
菜色

黃國華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北門區玉港里的供餐點設立在當地
里長家的院子，他使用燒著木材的爐灶在濃煙中炒菜教學，回想
起小時候家家戶戶起灶燒柴、炊煙裊裊，充滿古樸趣味的童年回
憶。如今，他看到廚師們熱情地學習，令他相當開心，非常希望
統一社福會能繼續付出心力，帶給更多老人家美好的共餐記憶。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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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造訪溫哥華格蘭佛島
吃吃喝喝看世界

來到溫哥華，微涼的 20 度，徐徐的微風吹來，這裡的天氣真好，
讓人跟心情都好舒爽，這就是加拿大的夏天。

Granville Island 因為有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所以 Granville

文‧圖｜統一生機‧范韻妮

Island 充斥著濃濃的藝術氣息，店家也大都使用很繽紛的色彩彩繪
或裝飾，看了就心情愉悅。這裡隨處可見很多可愛的裝置藝術，
今天來到加拿大溫哥華的格

吸引許多遊客紛紛上前合照呢！

蘭佛島 Granville Island，也
被稱為是溫哥華必去景點，

而且不只裝置藝術有趣、風景美麗，路上還有不少的街頭藝人表

所以我們馬上要去朝聖。從

演，Granville Island 真是散播幸福的地方呢！

北溫哥華開車到格蘭佛島
Granville Island 大概只要 20
飛行夢公園

至 30 分鐘，不塞車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Granville Island 可稱為格蘭
佛島，也稱為固蘭湖島，是
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內一
個半島。位於福溪南岸，三

■

Granville Island 可稱為格蘭佛島，也稱為
固蘭湖島，位於福溪南岸，三面環水，
固蘭湖街橋則橫跨在島的上空
■

店家外觀漆上繽紛色彩，令人心情愉悅

■

隨意走在路上也能欣賞街頭藝人表演

■

不少店家販賣特色商品，值得來挖寶

面環水，固蘭湖街橋則橫跨在島的上空。

固蘭湖島現在有公眾市場、酒店、劇
院等和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深
受觀光客的喜愛，因此每到假日，這
裡可都是人山人海的喔！

建議大家可以平日來遊覽，人潮會稍
微少一些，也比較會有位置能夠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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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涼的 20 度，徐徐的微風
吹來，讓人身心舒爽，這就
是加拿大的夏天

2018 De c em b er

車。我們這天停的是 4 小時免費的停
車場。

■

Granville Island 充斥著濃濃的
藝術氣息，逗趣十足的裝置
藝術是熱門的拍照打卡景點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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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眼前這家就是固蘭湖啤酒餐廳 Granville Island Brew Taproom ，新
鮮現釀的啤酒是賣點，幾乎是愛酒人都要來朝聖的店，旅遊書上
介紹著這裡一遇到假日便是人山人海，幸好我們是平日來，人潮
不算太多，整體感覺起來相當舒適。而店內是採用很原始的原木
裝潢，整體空間相當開闊，感覺很自然，令人身心舒暢啊！

我旁邊有個貪酒鬼，所以我們就點了 FULL MAP，所有的地圖啤
酒啊！一共十杯，各種口味都有，妙不言喻啊！想知道究竟是什
麼滋味的話，就來到這裡喝一杯，親自體驗吧！
■ 固蘭湖啤酒餐廳

Granville Island Brew Taproom

以新鮮現釀的啤酒為賣點，幾乎是愛酒人必來
朝聖的店

十杯啤酒，真的各有特色，由於是新鮮現釀的，因此喝起來格外

Gra nville Isla nd 多處都有地圖跟標

店不只有新鮮現釀的啤酒，還有推出釀酒之旅的活動，有興趣的

示，地圖有按照店家類型分類並標明

民眾可向櫃台預約參觀。

甘甜。我個人比較喜歡黑啤酒，麥香濃厚，餘韻也不苦澀，這家
飛行夢公園

不同的顏色，可見各個店家色彩繽
紛，各有特色。也有不少販賣很多創

接著我們來到在 Gra nville Isla nd 遠近馳名的家庭海鮮料理餐館

意商品的店家，相當值得挖寶。

Tony’s Fish & Oyster Cafe，運氣很好的我們只等了五分鐘就進店裡
用餐。店面小小

■

Granville Island 的港口停靠

走著走著當然不能錯過 Gra nvil le

的，座位也小小

Island 的港口囉！港口停靠著很多遊

的，但感覺還不

艇跟船隻，看起來海上運動也很流行呢！港口邊的風景真的很

錯，我們跟隔壁的

了不少遊艇跟船隻，海上
活動在當地十分盛行

美，瀰漫著一種緩慢的步調，看著海鷗飛著，海風微微吹著，
令人不禁思及，這不就是旅行的意義嗎？放下生活中每天忙碌
的自己，來到異地享受不同的人文風情，替自己用力充電啊！

在 Granville Island 又走又逛，如果口渴了，要去哪裡喝東西
呢？當然是 Granville Island 最有名的固蘭湖啤酒餐廳 Granville
Island Brew Taproom 啦！這裡有新鮮現釀的啤酒，讓我們趕快
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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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內以原木裝潢，整體空間開闊，令人感覺身心舒暢。點了 FULL MAP，所有的地圖
啤酒共有十杯，各種口味都有，想知道口感如何，不妨親自來體驗一番

2018 De c em b er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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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北海道賞楓之旅
文‧圖∣溫燕雪

入秋時節翩然而至，冷意漸濃，葉漸紅。素有日本楓葉最前線之
稱的北海道，根據往常經驗，在九月中下旬便會陸續楓紅，最佳
■

Granville Island 遠近馳名的家庭海鮮料理餐館 Tony's Fish & Oyster Cafe

外國人坐得非常靠近，但彼此一坐下就相互微笑打招呼的感覺

賞楓期間為九月至十一月。北海道的「楓」景有多迷人？走上一
趟，您就能感受得到！

很好。

亮麗的函館
一早來到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四層樓高的新型水族館紅磚色外

是海港呢！連薯條也非常好吃，只是這兒的米飯跟亞洲米飯的

牆，尖尖的高塔宛如童話中的城堡。走進館內，有高達八公尺的

口感不一樣，完全沒有嚼勁，有點像是由麵粉偽裝而成的飯，

廣角大型水槽水晶塔，行走在大型水中隧道裡頭，海星、螃蟹、

口感相當奇妙。而炸魚實在一絕，咬下香酥的炸物外衣後，魚

貝類等海中生物一覽無遺，彷彿置身於海中悠遊漫步。接著到左

肉鮮嫩中帶著甜味，是這趟旅程中值得回味的美味餐點。

側的表演館觀看海豚餵食秀，再到右側看海獅表演，聰明的海豚

飛行夢公園

我們點了一個今日特餐跟海鮮飯，海鮮好吃又鮮甜，不愧這裡

和海獅精湛的演出，逗得遊客驚喜連連。接下來是大家最期待的
Granville Island 格蘭佛島有著很多迷人的景點跟店家，還有手

企鵝遊行，遊客擠滿步道兩側，等待可愛的大小企鵝列隊出遊，

工現釀的啤酒，好多寶物與美食等您來挖掘囉！還有最特別的
是，這裡的市場您一定要親自來逛遊，下一篇繼續介紹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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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條好吃！此外炸魚也是一絕，咬下
香酥的炸物外衣後，品嘗到鮮嫩帶著
甜味的魚肉，是這趟旅程中值得回味
的美味餐點
2018 De c em b er

■

海鮮好吃又鮮甜！當地的米飯跟亞洲
米飯的口感不一樣，完全沒有嚼勁，
有點像是由麵粉偽裝的飯，口感相當
奇妙

■

函館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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