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焦點

統一超商多元展店
進駐花蓮和平、世貿一館
文‧圖︱統一超商

近年來，7-ELEVEN 門市除了一般街邊店面、更積極與交通轉
運站、商場等結合，同時也開發多元通路，像是 2 月 9 日進駐
位於台泥花蓮和平水泥廠「台泥 DAKA 園區」的蓮和門市，位
於蘇花改通車後必經的中繼站，同時 1 月開幕的還有世貿一館
內的世貿門市。隨著顧客的消費習慣改變，超商也發展出多元
化的複合型態，像是蓮和門市結合烘培、K‧Seren、糖果屋、
博客來等業態，更成為花蓮首家複合店型態的門市，成為被消
■

新聞焦點

費者依賴的服務平台。

台泥 DAKA 內 7-ELEVEN「蓮和門市」外觀採挑高玻璃屋設計

合地板，呈現台泥廠區的地方特色。門市商品更導入最新的現烤
位於花蓮和平村台泥開放生態循環工廠「台泥 DAKA 園區」內

烘焙設備，讓顧客可以喝一杯香氣四溢的咖啡搭配現烤的點心，

的 7-ELEVEN「蓮和門市」，門市招牌搭配溫暖的木紋色，挑

享受沉澱心靈的愜意時光。

高的玻璃屋，讓陽光灑落在門市內，融合生態園區內的大自
然，共提供 34 席座位，讓遊客與在地居民用餐休息時皆能一

不僅如此，位於台北世界貿易展覽中心一樓的 7-ELEVEN 世貿門

覽園區風景，更將烘培、K‧Seren、糖果屋、博客來等整合在

市也於日前開幕，外觀設計採用白及灰深淺色系的面材，搭配不

單一門市內，成為花蓮首家門市具多元複合的店型，同時也是

同角度交錯連接，打造如同科幻船艦般的入口，並透過大面積的

全台唯一在水泥工業廠區內設點的 7-ELEVEN 門市。

透視玻璃，營造出絕佳穿透視覺，總面積共 42.83 坪，營業時間為
7 點 30 分∼19 點。世貿門市除了販售鮮食、休閒零食、飲料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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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星巴克也在園區內設點，門市外觀以大面積採光屋頂及

品外，更導入現烤烘焙麵包專區，也提供宅配、代收等服務，滿

挑高空間，以銅色系金屬代表陽光溫暖色系融合冷色系水泥質

足從業與參展人員的各式生活需求。為擴大服務、分流展覽期間

感，打造整體空間舒適感。牆面水泥壁板搭配手繪壁畫，呈現

人潮，將於展場內三處設置 7-ELEVEN「智 FUN 機」，總計超過

花蓮東海岸背山面海的地理風情，沙發區也以水泥粉光質感配

40 種商品，讓購物更快速、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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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在地的山岸風景，屋頂也代表著家的意象，寓意對過往旅客的溫
暖歡迎。門市內的 artwork 牆面，則以別具特色的水泥板為主體，
搭配手繪的山與海意象壁畫，呼應花蓮和平門市座落於
「台泥開放生態循環工廠－台泥 DAK A」內，背山面海的獨特
風景。

星巴克花蓮和平門市同時也為
■

門市外觀融入園區設計，以銅色系金屬代表陽光溫暖色系融合冷色系水泥質感的
採光屋頂，及大面的落地玻璃，在花蓮藍天白雲的大好風情襯托下，更顯明媚

星巴克花蓮和平門市
以溫暖歡迎旅人

花蓮和平門市資訊

現烤專案的門市，邀請來往旅

門市地址︱花蓮縣秀林鄉和平 263 號

客，以一杯咖啡搭配現烤糕

門市電話︱03-8682369

點，享受花蓮山岸美景的美好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 09：00∼20：00

新聞焦點

蘇花改公路中途休憩處

全台第二家導入 bake-in 新鮮

時光。

文‧圖︱悠旅生活事業

星巴克花蓮再一家特色門市－「花蓮和平門市」於 2020 年
1 月 9 日盛大開幕，位於「台泥開放生態循環工廠－ 台泥
DAK A」內，為甫通車的蘇花改公路必經之處，提供來往蘇澳
花蓮的旅客一個中途休憩的好去處。

門市外觀融入園區設計，以銅色系金屬代表陽光溫暖色系融合
冷色系水泥質感的採光屋頂，及大面的落地玻璃，在花蓮藍天
白雲的大好風情襯托下，更顯明媚。走進門市，主體的中島吧
檯，以呼應建物外觀的屋脊式格柵修飾挑高空間，除呼應花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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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門市，主體的中島吧檯，以呼應建物外觀的屋脊式格柵修飾挑高空間，除呼應花
蓮在地的山岸風景，屋頂也代表著家的意象，寓意對過往旅客的溫暖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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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焦點

全台首座歐式鐘樓教堂式外型門市
享受義式風情的悠閒時光

星巴克麗寶鐘樓門市盛大開幕
文‧圖︱悠旅生活事業

立於中心，造型鐵花向四周擴展
蜿蜒，以源自咖啡豆標的圖案花
紋，或是來自星巴克謬思女神的

以特色設計門市融入咖啡香，讓許多民眾度過美好時光的

麗寶鐘樓門市資訊
門市地址︱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

靈感，綴以水藤或是貝殼等紋路

星巴克，趕於年末在台中拓點，打造全台首座以歐式鐘樓教堂

圍繞著建物，猶如構築成女神的

式外型的門市，星巴克麗寶鐘樓門市於 2019 年 12 月 25 日盛

精緻皇冠，為建物增添華麗感。

2 段 181 號
門市電話︱04-25580351
營業時間︱週一∼週四 11：00∼21：30
週五 11：00∼22：00

大開幕，在濃濃義式異國風情的建物中，細細品評一杯美好的

週六 10：30∼22：00

咖啡，猶如置身歐洲的浪漫氛圍，將帶給民眾又一獨特的星巴克

搭配門市獨特的八角形建築，門

體驗。

市室內特別設計以多邊形中島吧

週日 10：30∼21：30

新聞焦點

檯，並將天花板挑高 17 米，照映吧檯上方錯落垂降的五組造型吊
麗寶鐘樓門市進駐麗寶 outlet mall 二期，整體依據商場整體設

燈，雍容有致。室內 artwork 以女神為概念主題，利用手繪及印刷

計規劃，以鐘樓造型為建物外觀，屋緣處美麗的星巴克女神佇

的表現手法，與建物屋緣處的女神藝術品相互呼應，門市建物以
拱型的窗框設計環繞四周，更突顯義式浪漫風格。

■
■

8

星巴克麗寶鐘樓門市為全台首座以歐式鐘樓教堂式外型的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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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麗寶鐘樓門市內一樓

■

以拱型的窗框設計環繞四周，更
突顯義式浪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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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多久沒有感動了

往，不到十年的光景，出了社

文‧圖｜台北內湖特販事業部‧紀帆益

還記得先前看《與神同行》第

會後，多久沒有這些感動了？

一集，老姐哭得超級誇張，衛
生紙兩包還不夠用，自己只是
進入統一正式邁向第五年，這五年間大多從事業務相關工作，

覺得劇情還不錯如此爾爾，現

在充滿陽剛味的單位久了，常常覺得自己理性的一面越來越強

在回想起來滿可怕的，就像第

大，感性的一面越來越渺小，時間久了，也忘了其實最厲害的

二型糖尿病 ➊ 一樣，會不會我

銷售能力是能夠將產品賣進消費者的心。還記得某一次 BM／

的感性受器已經麻痺了？你是

PM 會議中，針對星巴克心佔策略報告完後的提問，羅董事長

不是也跟我一樣呢？

■

認真看巧克力區的大姊

的回饋是：「你有交過女朋友嗎？」這個問題當下提醒了我，

尋找日常的感動瞬間

我自己給這一句話的詮釋是，不要忘記初戀時的悸動與感動，

在社會化的過程裡頭，我們被社會對於不同時期所期待的形象囚

經營，可能是客戶經營，也可能是人際關係的經營。

禁，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該有的樣子與行為在潛移默化中被

飛行夢公園

然而這份感覺能涵括的層面有著無限大的可能性，可能是品牌

規範著，而這些規範讓我們的「感性」被綁架了。前陣子去賣場

社會化的麻痺

進行例行訪店，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爺爺如小孩般蹲在進口巧克

母親總說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力區前面，吃力地端詳著巧克力外包裝上的資訊、使用手機查著

尤其最愛把她當模特兒，畫完的

上頭的文字寫些什麼，就在同一時間，一位奶奶才剛滿意地從巧

時候總要再加一個愛心做為結

克力落地區，拿了一盒綁著金色蝴蝶結的金莎巧克力放入籃中。

尾。每聽她說起這段時光，可以

這一令人感到震撼的畫面，導致內心有很多小宇宙在運轉，腦袋

感受到她非常開心，我想當時自

編織起劇情來。也許老爺爺打算買給他一生中獨愛的女人，也許

己給予她的正能量很強吧！讀了

老奶奶要在聖誕節讓老伴驚喜一下，我從沒想過，這樣年紀的長

中學以後，學校開始透過作文，

者會購買這樣的商品，慶幸我的腦袋，恢復了編織童話故事般劇

讓我們練習將感性的情緒轉化為

情的能力。

文字，那時期流行寫各種小卡

或許，在人生的旅途中，適當地多一點點感性，會讓自己有更多

片，聖誕卡、生日卡及小情書，

的可能性，讓自己成為一位有故事的人。

自己總會滿心期待收到各種小卡
片，就算只是收到簡短的新年快
樂四個字，也會很高興。距離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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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選購巧克力的消費者不乏為長出
白髮的大姊

➊

第二型糖尿病：比重較多的糖尿病患者屬於第二型糖尿病，在初期容易因沒有症狀而忽視，
多因長期罹患了導致身體產生不適，或開始產生糖尿病併發症時，才發覺罹患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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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跟著電影去義大利旅行
文‧圖︱麵包部‧蔡永煌

跟著歷史文化－優雅上路
義大利曾經獲得 CNN 評選：世界

Let's chill 我們去晃晃吧

上「顏值最高」的 20 個國家之

Bonasera：柯里昂閣下請幫我主持公道⋯⋯

一，如果你沒去過、建議你可把

柯里昂：你對我一點尊重也沒有，你並不把我當朋友，

它設為下一個旅行的目的地，如

你甚至不願意稱呼我「教父」⋯⋯

果你已去過了應該會跟我一樣、

如果你以朋友的身分來找我⋯⋯，你這種誠實的人

總是意猶未盡地回憶它美麗的倩

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我會幫你主持公道⋯⋯。

影。整個義大利就像一座大型石
雕博物館，漫遊於這歷史與藝術

Bonasera：請當我的朋友⋯⋯教父

鬼戰士、天使與魔鬼⋯⋯，但我最早對義大利的嚮往是從百看
不厭「教父」系列影集開始。帶著對教父的景仰，啟程走進西

並存的國家，維洛娜會告訴你什

飛行夢公園

儘管看過許多有關義大利、羅馬的電影，包括暴君焚城錄、神

麼是愛情；威尼斯會告訴你什麼
是浪漫；佛羅倫斯會告訴你什麼
是優雅；米蘭會告訴你什麼是時

西里島美麗的傳說。

尚；羅馬會告訴你什麼是偉大，座落在每一城市裡的歷史建築或

用美麗、時尚的心情
－準點出發
總共飛了 13 小時又 46 分鐘、
飛行距離 12554KM（≒跑 299
次全馬馬拉松），終於抵達南
義的拿波里，初冬的義大利濕
濕冷冷的，一路秋色輕罩著濃
霧、綿延數里，就像罩著薄紗
的美女，等著我們掀開頭紗、
進入美麗、優雅的國度，這是
■

心目中「教父」的原鄉

義大利給我的第一印象。

石雕，紀錄的不僅是當時的人文風貌，也讓人追尋著每一段歷
史，到處充滿了與前人感性的對話讓人留連忘返，也成就了它獨
有的一種對於生活、時尚品味的態度與象徵。有人說：要成就經
典、其中一個不能或缺的要素就是「時間」，這也難怪說「羅馬
不是一天造成的」。

下一站「色遇」－每個人心中都期望有一場色遇
如果問我行程中最喜歡的景點為何，那當然毫無懸念的就是威尼
斯了。
被稱為世界上最美麗城市的威尼斯，只有你親臨才會真正的感受
到威尼斯的美，不論悠閒地端坐在有「歐洲最美的客廳」之稱的
聖馬可教堂廣場旁啜飲著咖啡、或搭著貢多拉船穿梭水上屋間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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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
夢公園

最後一日行程就跟隨著

日落時分的嘆

影片中俏麗的安妮公主

息橋，這些無

的足跡，穿梭於羅馬古

法用文字描繪

城的大街小巷，在羅馬

的水都美景，

鬥獸場拍網美照，在萬

透過「色遇」

神殿旁喝羅馬金杯咖

原文片名是

啡，在西班牙廣場上追

「觀光客」

憶巨星丰采，站在雄偉

（The Tourist）

的許願池邊向海神許下

這部影片情節：美國宅男教授 Frank（強尼戴普飾演）要前往

自己小小的美好心願、

威尼斯散心，和身負祕密任務的特派員女子 Elise（安潔莉娜裘

希望能重返這永恆之

莉飾演），兩人在開往威尼斯的火車上偶遇、一見傾心，只是

城，再吃一客美味的義

相遇並非偶然，沒想到一個熱吻，卻引來黑白兩道在以威尼斯

式冰淇淋，一路重溫了

聖馬可教堂為中心的各景點奪命追緝，也讓影迷透過影片鏡

這部經典影片的各場

頭、與浪漫、唯美、脫俗的威尼斯初次相遇。對於威尼斯就如

景 。 就 像 影 片 的

同劇中 Frank 說的「我一點都不會後悔⋯⋯吻了妳」，第一次

ending，一場舞會在聖

來到威尼斯的驚艷，可能是我下一次再訪義大利的起點。

天使堡周邊舉行，公主

■

聖馬可教堂廣場

■

羅馬許願池

■

台伯河夜景

飛行夢公園

運河水道、或

與記者在台伯河見證下深情一吻，之後記者會中當記者問公主：

人生 chill 一點就好

「旅途中，最喜歡的城市？」安妮公主回答：「羅馬，當然是羅

《羅馬假期》這部電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部在羅馬取景的影

馬。我會用我的一生來珍藏在這座城市裡度過的每一分鐘。」

片，在奧黛莉的赫本頭旋風下吸引了無數人前往羅馬朝聖、從

（Rome! By all means,Rome. I will cherish my visit here in memory, as

這裡開啟自己的義大利之旅。我們義大利假期的

■

傳說中茱麗葉故鄉－維洛納 ( Verona ) 古橋

long as I live!）我想這也是我對這趟旅程最好的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