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運輸千里 榮耀萬里

第 12 屆 PCSC 菁英物流士表揚大會
文‧圖∣統一超商

為顧客不斷創造感動的服務背後，有著一群物流士們不辭辛
勞、不分晴雨完成每一趟的配送任務。為感謝物流士們對集團
的貢獻，成就物流供應鏈的最後一哩路，於 5 月 17 日星期五
假臺中麗寶福容飯店舉辦「2019 年 PCSC 菁英物流士表揚大
會」，由統一超商黃瑞典總經理帶領著捷盛、捷盟、統昶、
大智通四家物流 BU 總經理等主管共同出席，公開表揚菁英物
流士們，肯定其專業服務及卓越表現，並邀請一路陪伴、給予
新聞焦點

支持的眷屬們，共同參與盛會，一同感受與分享榮耀。

菁英物流士由捷盛、捷盟、統昶、大智通四家物流公司 2,069
位物流士中選拔而來，僅 79 位得以獲得菁英物流士殊榮，必
須全年度不得有任何客訴與重大違規發生，且要在安全、服
務、作業等各項指標都表現優異才能脫穎而出。其中 5 位獲頒

■

為感謝物流士們對集團的貢獻，2019 年 PCSC 菁英物流士表揚大會於 5 月 17 日盛大
舉行

「尊榮物流士」獎項的物流士更連續 3 年獲選為菁英物流士，

慰勞、訂定激勵獎金辦法及續約獎勵金制度、獎勵表現優良物流

主辦單位也深入訪談尊榮物流士，製作成影片，呈現尊榮物流

士及提升收入；在安全上，針對如偏遠山區門市調整為日配，降

士們的心路歷程與眷屬的扶持，感受到他們對這份工作的熱

低夜間配送之危險性；在作業上，全面導入車機到店取代刷卡，

忱，與盡心做好每個環節的堅持，發揮「一燈照隅、萬燈照

減少物流士門市執行刷卡時間，降低車輛違規的風險。

國」的精神，樹立標竿典範，發揮良質擴散的效果。
今年度表揚大會移師至臺中麗寶福容飯店舉辦，主辦單位也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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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物流士都是集團重要的資產，在物流供應鏈體系中扮演

安排向歷年得獎物流士致敬橋段，賦予大會開創與傳承的意義，

重要角色，因此集團對於物流士的照顧也如同家人一樣，持續

讓獲獎的物流士及眷屬們有不同的感受。並且在菁英物流士們享

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近年來在個人福利、行車安全、作業省

受榮耀的夜晚後，安排隔日至麗寶樂園遊玩，讓物流士們享受與

力化不斷的精進及優化，包含：夏季體恤配送辛勞，準備飲品

親友相處之同樂時光，留下美好珍貴回憶。

2019 Ju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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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現場

7-ELEVEN 首創「賣貨便」
搶攻直播電商市場

臺，買家透過連結即可下單，並以超商取貨付款方式領取包裹，
交易過程免抽成、免上架費、免整理訂單，消除買賣雙方交易痛
點。

文‧圖∣統一超商

7-ELEVEN 賣貨便自 3 月上線以來，不到 2 個月已超過 2 萬位賣
家加入，累積訂單數更達 7 萬筆，其中以生活雜貨、男女服飾，
隨著平臺經濟興

以及連線代購商品為主，預計今年底賣貨便訂單數將達百萬筆。

起，社群以及直播
購物世代來臨，

7-ELEVEN 表示，以往買賣雙方完成訂單後，不僅要另外匯款，

7-ELEVEN 首創

還要負擔手續費，因此賣貨便耗時半年整合收付款金流系統，現

「賣貨便服務」，

在買家使用超商取貨付款，系統每週 2 次結帳，賣家最快在 4 個

主攻臉書社團、

工作日即可收到款項，減少買賣私訊溝通以及 ATM 交易風險，對

LINE 好友圈及直

買賣雙方交易更具便利與安全。
集團現場

播平臺上業者，賣
家只要建立商品資

除整合金流系統外，7-ELEVEN 賣貨便更結合既有交貨便服務，

訊，將連結提供給

建構下單、出貨、付款、取貨一條龍式的物流體系，不僅寄取件

買家，即可透過交
貨便系統輕鬆發

■

7-ELEVEN 賣貨便結合既有交貨便服務，建構下單、
出貨、付款、取貨一條龍式的物流體系

方便，且買賣雙方不用額外支付年費、系統使用費、成交手續費
等，一年省下至少超過上萬元。

貨，整合金流、物流及資訊流服務，搶攻直播電商市場。
最重要的是，7-ELEVEN 將
據 Facebook 統計，全球每月透過 Facebook 進行拍賣交易人數已

繁雜的訂單、帳務查詢系統

突破 7 億人，資策會 MIC 報告也指出，臺灣人日常購物行為網

整併到賣貨便平臺中，透過

購已占 45％，發現有 4 成的民眾在購物初期會先透過 Facebook

後臺即可點選訂單管理及帳

了解產品資訊，其中有超過 7 成的網友會因為加入臉書購物社

務進度明細等，無論是電腦

團或粉絲專頁，進而增加購買意願。

網頁或 ibon APP 都能開啟，
還能將報表匯出、一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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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小賣家激增，7-ELEVEN 推出全新賣貨便服務，提供小賣

然。如此一來，7-ELEVEN

家開立簡易賣場及上架商品的平臺，賣家只需綁定並登入

賣貨便涵蓋金流、物流、資

OPENPOINT 會員，在賣場上架商品，並分享連結至社群平

訊流三大服務，提供完善且有保障的交易平臺。

2019 Ju ne

■

小賣家發大財！7-ELEVEN 首創「賣貨便」，
搶攻直播電商市場

2019 J u ne Uni-President

9

集團
現場

龜甲萬醍醐味為米其林晚宴佳餚畫龍點睛

龜甲萬擔任《米其林指南臺北 2019》
首選優質醬油合作夥伴
文‧圖∣統萬公司行銷部‧袁唯哲

《米其林指南臺北 2019》
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臺北
文華東方酒店公布 2019 年
晚宴盛況

■

由於調味品及美食之間的關

龜甲萬原味醬油除了無添加食品添加物外，亦未以糖調味，單純

係密不可分，米其林指南今

的原料更能呈現醬油原始的風味，讓主廚能發揮的彈性更高。同

年指定由知名醬油品牌

時，也因為符合日本農林規格協會（JAS）所定義之「濃口醬油」

龜甲萬擔任【米其林指南

規格，龜甲萬原味醬油亦為許多日式料理店愛用。

集團現場

臺北地區摘星的餐廳名單。

臺北 2019 首選優質醬油合
作夥伴】，讓調味品專家與

■

美食專家迸出不同的火花！

龜甲萬為《米其林指南臺北 2019》晚
宴指定使用醬油

1990 年日本龜甲萬株式會社與臺灣統一企業合資成立統萬公司，

而龜甲萬亦為當日晚宴指定

將龜甲萬品牌正式引進臺灣製作、銷售。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深

使用的醬油品牌。晚宴佳餚

耕，如今龜甲萬已成為臺灣家喻戶曉的醬油領導品牌。而龜甲萬

由來自亞洲各地的米其林星

為回饋社會，對推升臺灣飲食水平不遺餘力，除針對專業廚藝人

級廚師操刀，許多料理都融

士，連續十五年舉辦龜甲萬盃料理比賽外，自 2014 年起也推出免

合了中、西式，以及創新、傳

費的料理教室，讓一般民眾享受製作美食的樂趣。近兩年更向下

統的元素，同時以「龜甲萬

扎根，於暑期推出親子食育營的活動，讓飲食、食材的教育落實

原味醬油」入菜，讓龜甲萬

於下一代。本次與《米其林指南臺北 2019》的合作，則期許在雙

的醍醐味為各式佳餚畫龍點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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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甲萬源自日本，是擁有三百多年醬油釀造歷史的調味品專家。

方共推美食文化的經驗下，能讓臺灣餐飲水平更上一層，並有更
■

2019 Ju ne

由米其林星級廚師為晚宴設計的佳餚

多臺灣美食躍升至國際舞臺！

2019 J u ne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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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
之愛

新增量測體脂與壓力感測二項新功能

7-ELEVEN、康是美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再升級

於正在進行體重管理的民眾是一大福音。此外，在「壓力感測」
功能上，因應上班族工作壓力大與生活步調緊湊，民眾量測後可
得知當下壓力、情緒以及活力年齡等指數，適時調適情緒、緩和

文‧圖∣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生活步調，重新重視個人的心理健康。此外，本機臺藉由六項量
測功能還可演算出 BMI，同時可透過雲端存取個人歷史量測資
料，讓民眾隨時掌握個人量測資料，建立屬於個人的健康資料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去年與鴻海科技集團永齡健康基金會聯手

庫。

合作全臺 100 家千禧智慧健康小站機臺功能再升級！雙方 5 月
7-ELEV EN 與康是美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導入「H2U 健康

全新功能－體脂與壓力感測。即日起，民眾只要到全臺 90

ATM」至今年四月，一年多來累計 131 萬人次使用，其中以 31∼

家 7-ELEV EN 與 10 家康是美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使用

40 歲者最多佔 30％，其次是 41∼50 歲及 51∼60 歲，對國家高血

「H2U 健康 ATM」，即可完成六項量測功能：血壓、心跳、

壓年輕化，希望定期量血壓人口向下延伸的防治照護有很大幫

體重、體脂、額溫、壓力感測，並自動幫忙演算 BMI，全面掌

助。為鼓勵民眾多使用智慧健康小站，養成「門市量 手機查」的

握個人健康基本指數。

習慣，今年量測者仍持續給予 icash2.0 卡友及 OPENPOINT 會員

千禧之愛

16 日共同宣布，小站使用之「H2U 健康 ATM」機臺新增兩項

點數回饋，量測健康的同時還可換贈店內商品，好處多多。同時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持

為了慶祝小站機臺新功能上線，並迎合五月為母親節、國際血壓

續更新量測裝置和功

量測月等主題，千禧之愛五月起還將機臺換上浪漫的 OPEN！花季

能，今年永齡特別針

新裝，邀請 OPEN 小將、小桃、條碼貓等說出關心媽媽健康的花

對機臺研發「手握式

之心語。系列活動還包括 5 月 25 日星期六所舉辦的「第十一屆

體脂計」，民眾不需

全國健康日」公益健檢活動，凡當日上午 9 點至 12 點至這 100 家

脫鞋脫襪，只要坐著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體驗機臺者，前 50 名民眾就可獲得免費的

用雙手握住量測儀

icash2.0 卡及燕麥穀奶或牙膏等贈品，相信又可再吸引一波民眾體

器，即可輕鬆量測出

驗智慧健康小站新功能。

體脂率、基礎代謝
率、肌肉率以及體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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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 7-ELEVEN 體驗千禧智慧健康小站服務

2019 Ju ne

等四項生理數據，對

■
■

千禧智慧健康小站門市查詢：https://ppt.cc/fXHVUx
第十一屆全國健康日公益健檢活動查詢：https://is.gd/jqAgOk

2019 J u ne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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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之愛

黃金鑽石婚‧牽手情－
88 圓夢活動
文∣楊健廷

圖∣社福會

歡度母親節，統一企業慈善事業基金會連袂統一企業、統一超商、
統合開發、統一證券、統昶行銷、統一速邁、統一精工、台灣神隆、
統一棒球隊、夢時代愛‧Wedding 等 10 家集團關係企業及異業
贊助等多達 36 家公司，特地於 4 月 27 日假成功大學中正堂舉辦
「黃金鑽石婚‧牽手情－88 圓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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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準備全家福棚拍合照區，讓人留下溫馨紀念

2019 Ju ne

OPEN 小將、小桃、職棒球星、Uni - Girls 擔任伴郎伴娘，引導長輩佳偶入場

■

結合中式迎娶儀式，帶來活動高潮

2019 J u ne Uni-President

統一之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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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之愛
朝日始出，悄悄拉開活

過，阿公阿嬤們緊緊牽著彼此的手，相知相惜，相愛相守，長長

動序幕，伴著幾分如薄

久久。待全部 88 對佳人們入場坐定後，遞上一杯杯交杯茶，交杯

紗般的晨曦，一對對銀

茶中的白開水，意謂著用包容彼此的心面對生活中平凡的每一

髮佳人緩步進入會場。

日。喝完交杯茶，特別請全場最高婚齡的三對老夫老妻切下七層

在志工的引導梳妝下，

蛋糕，在場最高齡 92 歲且婚齡 72 年夫妻的李春風、李黃紅棗，

阿公們個個西裝筆挺，

更在臺上表演一記深情的世紀之吻，老夫老妻心連心，生命中因

阿嬤們猶如出水芙蓉，

為有了彼此而感動，將婚姻愛情經營得有聲有色。

在婚禮樂團悠揚的琴聲
中攜手到攝影棚拍婚紗

來自臺南市後壁區的楊金井老先生表示活動讓夫婦倆重拾當年熱

照，由攝影師按下快

戀的感覺，儘管婚姻經營不容易，夫妻倆仍每天甜蜜歡喜過日

門，拍下這些年來共同
走過的婚姻時光，記錄
統一之愛

情感與生活中點滴珍貴
回憶。而棚拍區一旁播
■

交杯茶儀式，表達出夫婦間你濃我濃、永生
不渝的情感

出影片中的阿公阿嬤們
則揭露一段段長達一甲

子的婚姻祕訣－ 婚姻就像火車駛在鐵軌上，關關難過關關
過，每位阿公都感謝阿嬤能勤儉持家，教育子女，每位阿嬤則
感謝阿公能出外賺錢打拚，成為家中的支柱，夫婦共同扶持，
自然而然越走越長。

「接著，我們請今日的 88 對新人佳偶們步上紅毯進場。」結
束棚拍區活動後，88 對老夫老妻們，分別身著白紗、西式禮
服、中式禮服，在 OPEN 小將與統一獅職棒球星及 UG 伴郎伴
娘引領下，於此起彼落的響炮中緩緩步上紅毯。阿公阿嬤們不
免顯得有點緊張羞澀，然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在紅毯上
一步步向前邁進，象徵著婚姻一路走來，困難也有，風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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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Ju ne

■

邀請三對婚齡達 72 年最久的佳偶，代表上臺接受黃金鑽石婚伴手禮

2019 J u ne Uni-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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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對黃金鑽石婚佳偶甜蜜大合照

子。來自臺南市佳里區的許老夫婦表示結婚過後就沒有穿過婚
紗，沒想到在結婚 62 年後還能重溫當年的感動，夫婦臉上的

■

世外桃源長埤湖

幸福之情溢於言表。來自東區的林老夫婦表示自己活到兒孫滿

躍，夫婦更是相約一起活到 100 歲，見證彼此的婚姻足跡。

宜蘭「勁」好玩

飛行夢公園

堂的這個歲數，如今還有幸再次體驗與老伴結婚，十分感到雀

文‧圖∣統一超食代花蓮廠‧趙毓謙

統一企業慈善事業基金會凃忠正總幹事亦表示，基金會成立 41
年以來，服務內容除了急難救助的業務外，在殘障、濟急、困
學、醫療、育幼、養老等各方面也投入了相當多的服務及資

刺激消費的暖冬專案，補貼了部分住宿費用，多少也鼓勵了小資

源。此次第二屆「黃金鑽石婚‧牽手情－88 圓夢活動」的籌

族們願意出門消費，這次我們選定了距離花蓮 100 餘公里的宜蘭

辦，一方面是以實際的行動響應政府對老人族群的關懷，善盡

開車北上，除了沿途欣賞蘇花公路那壯闊的美景外，也首次體驗

社會企業的責任，另一方面更希望透過集團與異業相結合的方

逐步開放中的蘇花改路線，展開一場美食、美景暨觀光工廠之

式，共同喚起社會大眾對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之後老人照顧問

旅。

題的重視。這次活動為社福會歷年來最盛大之公益活動，動用
人力、物力可說是歷年之最，媒體露出高達 59 則，更是歷年

全臺各地都有屬於自己的口音，留心觀察就可以大略猜出是哪裡

之最，表彰社會的包容與需求。此次能順利圓滿完成，感謝各

人，宜蘭腔的臺語很特別的是「很」這個字，在這裡發音同

界人士和集團內部各關係企業與當天 252 位志工的戮力以赴，

「勁」，除了加重音外，往往還會稍微拉長一點音調，表現得更

共襄盛舉這美麗的成果。

強調一些，聽到這口音，很大比率就是宜蘭在地人，或是久居宜
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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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居民多以捕魚為業，長年在海上奔波與洶湧海浪搏鬥，
居民多奉祀媽祖，祈求風調雨順及豐收。為感激媽祖庇佑，於
1956 年籌建完成的南天宮，不但是地方信仰中心，同時也是漁
民精神寄託所在。安座在二樓的玉媽祖像，色彩不同於一般神
像，以整塊完整的翠玉原石，耗費多時雕刻成這尊重達五噸重
的媽祖神像。在三樓的純金媽祖像，是由各地信眾捐獻，在民
國 84 年打造完成這座超過 200 公斤的媽祖像，栩栩如生的神
情，更讓人感念媽祖那無私守護的傳說。

參觀了威士忌觀光酒廠，在釀造
過程中那看似單純，卻又充滿著
工匠藝術氣息的介紹，從原料、

■

恆溫酒窖裡熟成中的威士忌

飛行夢公園

水的選擇、不同橡木桶的差異、
清水地熱煮蛋趣

生產工序和最終儲存的環境條件

■

等，造就那獨特風味的琥珀色液

度顯示約 88∼90 度 C，槽內可看見各式食材如玉米筍、筊白筍、

體。在形容新酒從透明無色，經

玉米、菇類和最常見的雞蛋等，服務區除了販售食材外也提供竹

過熟成轉變為金黃琥珀色的時間

簍子，方便遊客使用。等待烹煮的時間可以在旁邊泡腳池泡腳，

的描述裡，我很喜歡這段介紹：

或是在陽傘下椅子舒服地坐著，享受山澗裡清新的空氣和那徐徐

「由單純的新酒風味至多元與豐

的涼風。

富的成熟韻味，就像一位年輕小
夥子蛻變為一位成熟，且有男人

前往清水地熱路上，一個有著不甚起眼的指示牌「長埤湖風景

味的紳士！而這位紳士的成功，

區」非常值得進去，因角度關係容易錯過指示牌，或許正因如

就是他長年的工作夥伴、老友與

此，這美麗的湖靜靜等待有緣人的到訪，遠離城市喧囂，讓心靈

恩師！」

重新找到方向。狹長形狀的湖設有木走道，可以花點時間環湖散
步，或是可以和我們一樣，坐在湖邊椅子上，看著湖裡魚群優

整修後重新開放的清水地熱，即

游、數著幾隻鴨子幾隻鵝，輕盈地擺動蹼滑行著。

便是非假日，一樣吸引各地遊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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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熟成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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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體驗。兩個專門用來煮食材

來宜蘭一定不可以錯過的美食數不完：蘇澳港剛捕撈上岸的生猛

的水泥槽冒著滾滾白煙，一旁溫

海鮮，部分餐廳提供無菜單料理，給老闆一個預算金額，就可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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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鮮現做的海鮮料理；宜蘭市區紅糟魷魚，店家以祕製紅
糟醃製整尾魷魚，分川燙和油炸兩種口味，可依喜好口味選擇。

到礁溪別忘了烤雞一條街，這裡幾乎都是店家自己堆砌烤爐，
使用龍眼木等風味木材，在烤製過程中除了溫度穩定外，亦可
讓烤雞外皮上多了一層特殊的果木香味。烤雞口感非常多汁，
■

搭配香酥的外皮讓層次再升級，不沾任何調味料就非常好吃

宜蘭國宴菜－卜肉

■

宜蘭國宴菜－糕渣

了，也可撒點胡椒鹽或雞油，這雞油是雞在烘烤時，收集起來

經油炸兩次而成，店家也研發出以蔬菜為主的天婦羅，一盤可口

的精華，讓雞肉吃起來口感更滑嫩，通常會令人不由自主地多

美味的卜肉餐，那鹹甜中混有胡椒鹽的滋味，令人感到很幸福；

添碗白飯。

另一道國宴等級美食「糕渣」，使用鮮蝦、瘦肉和雞胸肉等原料
剁成泥，加入預先熬煮好的高湯裡繼續煮，完成前必須不斷攪
拌，倒入盤中冷卻、凝固成形，再切塊、裹粉油炸後即可食用。

肉」（日本天婦羅的一種）。在日治時代，第一代老闆得到日

趁熱即時享用，但千萬別一口吞下肚，酥炸後外嫩內熱的糕渣可

本師傅的真傳，至今已邁入第五代經營的老店，從牆上那滿滿

是相當燙的。

的照片說明著，為什麼客人願意頂著日曬在外面排隊等候。卜
肉使用豬里肌肉，裹上調製的蛋、糖、鹽、太白粉和麵粉等，

吃飽喝足後，前往枕山欣賞夜景，位於半山腰上的咖啡廳，提供
了戶外雅座，在輕柔音樂的陪伴下，喝著飲料聊著天，一邊欣賞
著蘭陽平原上，點點燈光閃爍著，美麗景致讓人忘卻那煩人的事
物。

■

■

46

蘇澳玉媽祖

2019 Ju ne

■

蘇澳金媽祖

鳥瞰南方澳及蘇澳港

飛行夢公園

三星除了三星蔥（蔥油餅）外，還有非常出名的國宴料理「卜

飛行
夢公園

西雅圖必朝聖的星巴克創始店
文‧圖｜統一生機‧范韻妮

這趟來到美國西雅圖，當然不能錯過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傳
說中的「星巴克創始店」耶！當然要來朝聖一下。

星巴克創始店 1st Starbucks Seattle 就位於派克市場裡，（應該
算是旁邊）但一定要認明有著第一代 LOGO 的招牌，以及有著
星巴克創始店的魅力無法擋

■

有一家叫做星巴克復刻店（那是為了舒緩創始店的人潮，所以

第一趟來創始店，現場的排隊人潮

空間十分寬敞），提醒大家一定要認明這兩個招牌才是真正的

真的很多，我們剛剛才買完咖啡，

星巴克創始店。

並未打算再買一杯，所以跨過人潮

飛行夢公園

1912 號的這家星巴克店才是真正的星巴克創始店。因為附近還

進店內看杯子跟咖啡豆，排隊的是
招牌下就排著長長的人龍，非常顯眼，幾乎各個國家的遊客都

買咖啡跟杯子的人潮，所以想買杯

來朝聖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而且店員手腳很快，不到 20 分

子的話只好再去排隊。店內真的不

鐘就可以買到咖啡。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最早星巴克的

大，觀光人潮一波波湧入使得店內

LOGO 是下面這隻兩條腿的美人魚。現在也只有這家店還用最

異常擁擠，星巴克 1 號創始店的魅

原始的 LOGO 喔！超級適合來朝聖的。

力可不是蓋的！

■

創始店獨賣的派克市場城市杯

接著就來看看只有創始店才有販售的杯子！這裡有派克市場獨賣
的「派克市場城市杯」，有著創始店外觀的彩圖馬克杯，相當具
有紀念價值。但我看中的是可愛手繪風的派克市場杯，圖案好
綠、好可愛，令人心動。

其次是星巴克的經典隨行杯，美國有不少臺灣沒看過的款式，重
點是，使用創始店的星巴克 LOGO 才是經典中的經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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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創始店的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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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也有不少琺瑯杯可

第二趟來，我決定購買

選擇，真是不錯。隨行

看中的小綠城市杯，還

杯的款式也是經典，設

有買杯咖啡喝，畢竟都

計的重點又放在創始店

來到星巴克創始店了，

的 LOGO，絕對是外

當然也要品嚐創始店的

面買不到的款式，太令

咖啡，將香氣留存，畢

人心動了。而有一款有

竟旅程中的記憶也是有

派克市場創始店的線圖

味道的。

■

品嚐星巴克創始店的咖啡也不忘留影

繪圖杯也別具特色。
終於排到隊，買到咖啡兩杯，男友喝熱美式，我喝冰拿鐵。美國

創始店內別具特色的咖啡杯

星巴克價位比臺灣便宜一點點，但來到星巴克創始店，就算是價

有人在排隊，若遇上沒

錢貴一倍也是要喝。等咖啡時發現，有些咖啡是店員親自手沖，

排隊，真的是人品好

並非都是以機器沖泡。手沖的感覺真好，我個人很愛手沖咖啡，

啦！店內還有一些手寫

邊看著咖啡滴下，就覺得十分療癒。

飛行夢公園

■

店內人潮洶湧，隨時都

板的部分超可愛的，賣

的是派克市場的咖啡豆 Pike Place specia l Reserve coffee Beans

結果是，男友的熱美式是手沖，我的冰拿鐵則是機器做的咖啡。

$10.95 美金，好像也不貴，其中有一款外觀相對樸實，外包裝是

點餐時，店員很細心地問我英文名字怎麼拚，整個好貼心又可

牛皮紙袋加上派克市場的貼紙，值得買回臺灣回味一下西雅圖

愛，而且我真的很喜歡美國人處事上都有幽默又 Nice，讓我以後

星巴克的香氣。

也想常來美國。

美式 Style 的星巴克有著很多迷人的小地方，建議大家如果來到
西雅圖，千萬不能錯過這個必來朝聖的景點。最後，我們不能免
俗地在創始店前拍照留影；當天排隊人潮還是很多，於是我們決
定帶著咖啡到前面的小公園，邊欣賞海景邊享受這特有的咖啡。
西雅圖 星巴克 創始店 1st Starbucks Seattle
ADD ▶1912 Pike Pl, Seattle, WA 98101 美國
PHONE NUMBER ▶（206）448-87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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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 06：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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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球趣（二）－買票篇
文‧圖∣乳品部‧朱俊宇

上一篇講了日本看棒球的概論，這次來提提一些實際看球時可
能遇到的問題，其中大家最感興趣的應該就是如何購票了，因
為我自己就被不少朋友、同事問過相關的問題。

購票的方式其實分成很多種，首先介紹的就是現場購票。基本

甲子園歷史館展出文物

讀賣巨人與阪神虎的傳統宿敵廝殺，無論在東京巨蛋或是甲子

在售票處購買時，假使不會日文，服務人員通常也會用圖板來詢

園球場，很常一位難求，而近年來人氣爆棚的廣島鯉魚隊也是

問，只要你大膽地指出想要坐在哪區，必可成功買到自己想要的

如此，主場的票號稱日職最難購買。此外，像是日本四月底到

位置。

■

飛行夢公園

上用這個方式都可以買到球票，除非是非常熱門的比賽，像是

甲子園紀念館中的臺灣英雄
吳昌征

■

五月初的黃金週假期，就更易人潮滿滿，購票不易。
日本超商也是購票的好地方，像是 7-ELEVEN、全家、LAWSON
很多人會擔心不

等都提供售票服務，運用店內機器（類似臺灣的 ibon）填寫完畢

懂日文怎麼買

後，拿著列印出來的單子，到櫃臺結帳即可，因為日本也是超商

票，其實並不困

密集之地，這個方式非常便利，假設遇到操作問題，直接請店員

難，售票處前通

幫忙也可以。

常會有著大大的
看板告訴你有哪

再來分享一個可以買到便宜票券的方法，就是比賽前到金券行走

些區域，這些區

走挖寶，絕對會是你省錢的好幫手，日本的金券行不僅僅有職棒

域的票價如何

門票，還有餐券、車票、博物館門票、演唱會門票、迪士尼票等，

等，資訊明確，

價位都便宜不少，如果是在東京周遭看球，建議可以先在新宿

加上日文本來就

西口那邊逛逛，金券行不少，貨比三家更是划算。

有著許多漢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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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歷史的甲子園球場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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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別對自己那

如果怕熱門場次沒有票，那麼一個方法就是先上網購票，但這個

麼沒有信心。

門檻比較高，因為上球團官方網站訂票不一定有中文網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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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懂相關頁面，對不會日文的朋友稍具難度，有些區域門票
甚至要先加入官方會員才能購買，但好處是除了可先訂到熱門
的場次或是熱區外，通常球團也都會給予回饋，像我先前為了
在福岡巨蛋購買可口可樂席（類似統一獅鑽石席）的好位置，
就先上網加入會員後訂購，因為可口可樂席（由可口可樂冠名
贊助）一張票要價 1 萬 2 千日圓，故也累計了消費點數，後來
我也利用點數兌換到軟銀鷹證件夾一個，還算划算。

還有一種方式可遇不可求，筆者曾經遇過兩次，在球場外面排
隊時，有人跟我售票，票價直接砍半，這其實就是臺灣的黃牛
票，但不同的是日本的黃牛都賣很便宜，原因不外乎是有些人
買了便宜的季票，卻因為一些因素無法場場觀看等，這時的價

■

從甲子園球場右外野俯瞰球場

■

坐在福岡球場可口可樂席，近距離接觸球員

飛行夢公園

格通常壓得很低，買到賺到。

也要提醒日本職棒進場時會做簡單的檢查，會有安檢人員確認
包包內容物等，球迷不可攜帶任何裝有液體飲料的瓶子進場看
球，這是為了保護球員與球
迷安全，避免往場內拋擲瓶
子或是裝載危險液體，但他
們不像機場海關一樣，要你
直接喝掉或是倒掉，會另發
一個紙杯讓球迷可以把飲料
裝著帶進去，這是臺灣職棒
比賽所未見。

先前曾提過東京巨蛋，這邊
也介紹一下阪神隊的主場甲
子園，提到甲子園相信臺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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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球員賽前拋出的簽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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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並不會陌生，許多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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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日劇都會說到這三個字，甲子園是日本高中棒球的聖地，
舉辦到去年剛好第 100 屆，每年都有四千多支隊伍爭取 49 個
參賽名額，成功拿到名額的球隊才可以在這個球場進行決賽，
故每年三、四、八月比賽期間，阪神虎常常得流浪到客場比
賽，主場則由這些高中生們來揮灑汗水。

甲子園的特色不少，球場外有甲子園素盞嗚神社，神社的石
雕、繪馬等都是棒球造型，非常特別，許多高中球員、棒球界
名人都會來此參拜，留下祈願繪馬，來這邊偷看大家的願望也
是很有意思的。

甲子園使用的黑土也很有特色，讓球場內整體看起來很漂亮，
而球場長滿常春藤的外牆更見一絲歷史風味，在這個老球場看
球就是一個享受而已，球場旁的甲子園歷史館更是務必一遊，
裡面滿滿的甲子園歷史，見證了數十年的高中熱血棒球奮鬥，
保留很多影片與文物，門票也不貴，CP 值很高。

■

甲子園內以瘋狂著稱的阪神虎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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