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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好鄰居送餐隊共提供弱勢族
群57,591送餐人次，較2020年增
加約5成。

社會公益 

民間組織      社區鄰里      媒體      員工 

57,591 人次 增加5 成

幾點了咖啡館專案累積服務
失智長輩超過1,700人次。

1,700 人次

永續DIY素材累積超過12萬人
次使用。

12 萬人次

青年深根計畫累計與青年團
體合作14個專案。

14 個專案

「加減新生活-福企好CHIC」計
畫永續商品共銷售逾1萬個，
逾 1 萬 人 次 消 費 者 響 應 公 益
行動。

1 萬 個永續商品 逾1 萬人次

對應重大主題

對應利害關係人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
與生產

管
理
方
針

統一超商以核心本業為起點，在社區經營過程中，我們了
解民眾需求，累積信任及情感，充分運用企業資源深耕健
康與福祉、消除飢餓、城鄉永續、教育品質、環境保護等領
域，與民眾在各地超過6,300家門市，攜手創造美好永續
的社會，致力成為社區中無可取代，傳遞溫暖、給人安心
的好鄰居。

設有聯合服務中心接受各界傳達對超商公益發展之想法。

透過統一超商100%捐贈成立的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
會，及公益募款平台「把愛找回來」二大公益版圖深耕地
方：前者與7-ELEVEN協力舉辦公益活動或推動社區服務；
後者則提供民眾簡便透明的小額捐款管道(零錢捐款、點
數捐贈、APP線上捐款、捐物及ibon便利生活站)，並將募
捐所得捐助公益團體或社會福利機構，將7-ELEVEN打造
為民眾可信賴的公益平台。

公益發展策略

健康與福祉：幾點了咖啡館、好鄰居健康教室、千禧
血壓站、好鄰居同樂會健康類活動

消除飢餓：好鄰居送餐隊

永續城市：青年深根計畫

教育品質：永續同樂會、閱讀勵學計畫

環境保護：加減新生活-福企好CHIC、淨灘活動

公益募捐：公益募款、點數捐贈、物資募捐

管理目的

政策 

權責單位

行動計畫

申訴機制

社
會
公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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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公益發展策略
統一超商優先關注健康與福祉、營養餐食需求及城鄉永續發展議題，實現 SDG2消除飢餓 、SDG3促進健康與
福祉、 SDG11 永續城市的目標；亦關注 SDG4教育品質及環境保護議題、SDG 12責任生活消費，並以廣大通路
之優勢，建造公益募捐平台。

有鑑於偏鄉青壯人口外移、長輩獨居問
題日益顯著，我們發現弱勢長者餐食不
繼與營養不均的問題亟需解決，統籌門
市組織「好鄰居送餐隊」為偏鄉長者送
餐，並捐助募得款項給弱勢長者提供餐
食的社福團體，也提供平台讓民眾認捐
物資（食物）給社福團體，滿足更多弱勢
族群的餐食需求。

統一超商長期關注民眾健康與福祉，
持續就預防醫學觀點關注國人常見疾
病，並因應人口高齡化趨勢，推動「幾
點了咖啡館」等關心長者健康的活動。
另設置「千禧血壓站」鼓勵民眾定期測
量健康數據，更推動「好鄰居同樂會健
康類活動」、「好鄰居健康教室」等健康
活動以提升民眾健康意識。

公益策略

消除飢餓 促進健康與福祉

近年我們觀察到城鄉發展落差與資
源分配不均現象，加上面臨高齡化、
少子化衝擊，地方觀光及相關產業
沒落。因此，好鄰居基金會推出「青
年深根計畫」，支持青年返鄉發展多
元化社區產業，並與青年合力推動
地方行銷、在地採購。

藉由推動社區服務與捐款、捐物、點數捐贈等慈善募款，不僅達到促進健康、消除飢餓、社區發展、
教育品質與環境保護的公益目的，同時也從與民眾互動過程中，深入瞭解潛在的健康營養或對地
方經濟發展的需求，這些都可能轉換為未來的商機，促進如健康鮮食品的銷量增長，達成統一超商
社會公益與經濟面永續發展。

永續城市

近來教養觀念上日益重視親子互動，愈
顯親子互動與孩童教育重要性；且近年
永續意識漸興起，因此我們賦予好鄰居
同樂會教育意涵，從與統一超商營運相
關的永續觀念出發，藉由淺顯易懂的素
材，將環保、食育、健康、公益等知識傳
遞予孩童。我們也與學校合作，以閱讀
勵學計畫促進孩童培養閱讀習慣。

教育品質
各類環境保護議題近年備受討論，統一
超商於公益面亦致力於環境行動與環境
意識推廣。統一超商與公益團體、社會企
業合作推出以回收的廢棄物製成的永續
商品，實踐循環經濟；愛．自然社團亦持
續進行淨灘。期提升民眾環境意識，影響
更多人關注環境議題。

環境保護

統一超商期望透過通路便利性、
普遍性與公益影響力，打造各類
愛心捐款平台，包含OPENPOINT 

APP線上捐款、門市零錢捐、ibon

便利生活站、會員點數捐贈、愛心
物資認捐等，提升大眾對弱勢議
題的重視。

公益募捐

現金投入
(不含行銷廣宣費用)

 34,911,510

時間投入

13,149,696
非金錢投入

115,720,000

合計

167,781,206

經常性費用管理投入

4,000,000

2021年統一超商參與社會公益所投入之時數及成本 單位:新台幣元

（註）數據統計邏輯係依參與人員時數投入、人員薪資及活動舉辦場次等參數估算之。現金投入包含慈善捐款 33,801,910 元，包括千
禧之愛健康基金會、鮮食發展協會、學術單位捐款及獎助學金等。

5.2  公益募捐
公益捐款

●    APP線上捐款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台是目前台灣最完整、最大之捐款通路之一， 2021年 5月更因應疫情領先同業推
出公益創新作法「OPENPOINT APP 慈善捐款」，讓廣大的會員可以隨時隨手行善，符合行動支付趨勢，於疫情
期間便利消費者用具體行動安心做好事。並領先零售業界推出「捐款訂閱制」，消費者只要操作一次便能定
期定額捐款。且線上捐款串聯公益團體捐款帳戶，公益團體可以直接、快速獲得現金流，解決燃眉之急、運
用更靈活。2021年 APP線上捐款與 9間公益團體合作，共募得超過 571萬元。

●    門市零錢捐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自 1988 年開始推行，於超過 6,300家門市設置「把愛找回來」零錢捐款箱。我們也定
期清點及稽查募款箱金額，透明化金流與帳務處理，為社會大眾愛心把關，讓民眾行善沒有顧慮。

年度參與與公益投入
統一超商發揮企業影響力，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活動，2021全年參與社會公益所投入之時數及成本各項金額請
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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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募得

超過2.5億元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為腦麻兒進行職業培訓，創造進入職場的
可能性。

荒野保護協會進行生態調查、舉行環境教育活動、環境講座，並培
訓協會志工。

一粒麥子基金會為需扶助長者進行送餐及共餐照顧、協助家屋修
繕，並支持弱勢長者使用長照服務，幫助偏鄉長者在家好好吃飯、
安心生活。
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提供老老家庭、獨居長輩，從居家到社區客
製化照顧服務，疫情期間提供宅家安心箱、新鮮餐食給弱勢家庭。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提供在地社區式照顧，延緩身心老化，疫情期
間加強電話問安、居家課程與線上諮詢。
屏東基督教醫院幫助屏東偏鄉獲得失智症預防與健康照顧，疫情期
間持續守護長輩身心狀態、消除孤獨感，並減輕照顧者壓力。

合作單位與內容

第1季
共募得

4,756萬元

第3~4季
共募得

8,873萬元

第2季
共募得

4,314萬元

●    ibon便利生活站捐款

為使統一超商能協助更多公益團體進行社
會服務，扶持更多弱勢族群，2008 年開始
民眾可於「ibon便利生活站」進行捐款，
以最即時便利的捐款，讓愛心不打烊。

2021年 4月太魯閣號意外事故，ibon便利生活站捐款第一時間便與政府合作，共同啟動緊急募款；5月整體公
益募款受疫情影響備受挑戰，在後續五倍券發放時，也率先與 5家公益團體合作「五倍券勸募專區」，提倡
振興經濟同時也發揮愛心，為下半年的公益團體募款困境注入一劑強心針。2021年 ibon便利生活站捐款首度
依關注的五大議題（生態環保、消除貧窮飢餓、促進健康關懷、扶助弱勢就業及閱讀教育）支持了 74家公益
團體，共募得超過 2.5億元。

●    商場捐獻

2021年受到 COVID-19疫情影響公益團體的捐款收
入，統一超商商場遍佈各地，持續關注各地公益
團體。統一超商各地 50座商場連絡當地受疫情
影響的公益團體，盤點與購買其需要的物資，共
捐贈給 11個公益團體，扶助範圍多元，包括身心
障礙者、偏鄉、年長者與兒童等，捐贈物資價值
共約 84.3萬元。

點數捐贈
數位化時代來臨，低接觸經濟學當道，結合數位工具的公益捐贈，讓公益更快速便利，也多了新的捐贈選擇。
我們提供民眾兩大數位點數捐贈方式，分別是 OPENPOINT APP中的 OPENPOINT會員點數捐贈，及各檔活動集點
卡愛心捐贈，雙點數機制讓顧客有多元化做公益的選擇。

2021年共募得近 1,450萬點，其中 OPENPOINT點數近 250萬點、各檔活動集點卡點數近 1,200萬點，換算募得金
額超過 870萬元。點數捐贈主要協助需要協助的長輩、家庭或孩童的餐食與生活物資需求，共捐贈給 55個合
作單位。

物資募捐
統一超商希望號召民眾一同募集資源提供給經濟較需要協助的家庭，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自 2018年起與公益
團體合作，鼓勵民眾透過 7-ELEVEN認捐愛心物資，品項如 1919救助套餐 /年菜 /鮮乳 /中秋禮盒 /母親節蛋糕等，
勸募基本民生物資與節令禮盒捐贈給合作團體扶助的個案。認捐的管道從傳統的 7-ELEVEN紙本預購誌、門市
的 ibon機台，2021年起更擴展到數位平台的 i預購，愛心認購方式突破空間與時間限制，大幅增加顧客認捐
物資的方便性。2021年度捐物金額達 0.36億元，合計約 10萬餘套物資。

利害關係人回饋

王騰仁（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2021 年遇到太魯閣號意外事件以及防疫三級警戒的特殊狀
況。很感謝 7-ELEVEN 的夥伴在最快的第一時間能夠協助救助協
會，一起用物資及 OPENPOINT 募款來及時幫助這些在急難及受疫情影
響的朋友們。不只是回應迅速，相關的行政配合也十分的順暢。」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自 2014 年零錢捐募款計畫切入「銀髮關懷」面向， 2021年我們觀察到疫情期間，被視
為高風險群的長者，在防疫居家期間更加劇長者的孤獨感，除了維持基本生存所需與延緩身心老化，維持人
際關係互動與持續社會參與及貢獻也是重要一環。故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持續攜手社福團體，共同推動加一
點關心、減一點冷漠的「加減新生活 -銀齡新生活」公益募款行動；2021年也首度以環境議題為主題，與關
注環保議題的公益團體合作；另外也與關注身心障礙者的公益團體合作募款 (註 1)。2021年門市零錢捐共募得 1.79

億元。

（註 1）與該公益團體除了合作募款，更進一步從零售本業核心出發，與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打造循環經濟商品。

                 請詳     「加減新生活 -福企好 CHIC」 段落內容。

（註 2）相關影片請        點此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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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環境保護
循環經濟

●    加減新生活 -福企好 CHIC

統一超商首度與社會企業、社福團體跨界合作，「加減新生活 -福企好 CHIC」
計畫攜手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與社會企業 Story Wear，結合「廢棄物循環經
濟」與「協助腦麻家庭就業」概念，將回收統一超商門市的寶特瓶、鮮乳空瓶
作為素材，透過 Story Wear零廢設計，再交由腦麻家庭及非營利組織媽媽們手工縫製「永續商品」，消費者
可透過全台門市或預購網站購買商品。此計畫實踐循環經濟，同時具體實踐環保減塑和扶助弱勢的理念，創
造企業、公益團體 (弱勢家庭 )、社會企業的多贏。

（註）相關影片請        點此觀看

永續商品銷售

超過1萬個，
超過1萬人次響應

公益行動

7-ELEVEN以逆物流方式回收門市寶特瓶、咖啡鮮乳空瓶，將廢棄原料委由零廢時尚社會企業Story Wear循環再
製、設計再生。另外收集廢棄衣物廢布料運用於產品當中，減少工廠布料報廢的浪費。

透過腦麻家庭及其他串聯的非營利組織媽媽們，彈性運用時間，手工製作「飲料杯袋」和「丹寧包」兩款永續商
品；在製作商品同時也能照護腦麻子女，甚至孩子們還可以幫上忙，讓照顧者能兼顧子女照護與經濟收入。

而產品本身也極具環保概念，「LOVE+&EARTH-丹寧包」不僅使用庫存丹寧布，更結合回收PET寶特瓶紗製成織帶，
連包包底板都由回收鮮乳空瓶製成，此外也公開透明資訊，於商品上印刷其身分證，讓消費者了解商品背後
的永續製程。「 LOVE+ & EARTH-杯袋」以升級再造的永續手法，開發出市面上罕見能夠100%永續再生，可回收到寶
特瓶分類箱的零廢商品。且兩項商品外包裝都是使用回收鮮乳瓶「零廢」製成，減少一次性的塑料使用。

消費者可透過7-ELEVEN門市或i預購網站購買商品，同時做到環保與支持腦麻家庭的就業。

民眾參與公益行動

為讓消費者能響應「加減新生活-福企好CHIC」計畫，好鄰居基金會全新開發三款永續DIY手作，主題包含分類
回收、寶特瓶循環再生等，將本計畫寶特瓶回收的旅程融入繪本，教導孩童正確回收觀念。另外，7-ELEVEN把愛
找回來粉絲專頁也發起「愛地球請舉手」社群串聯活動，促進民眾環保意識。

7 - E L E V E N推廣環保意識

社會企業設計產品、7-ELEVEN逆物流回收

非營利組織媽媽手工製作零廢永續商品

愷愷（腦麻朋友）
「跟媽媽一起工作中，我
最喜歡拆縫線，而且可以
主動協助打掃，回到家也
可以幫忙做曬衣服等簡單
的家事，讓我對自己的能
力更有信心，也可以為辛
苦一直照顧陪伴我的家人
做一些事情。」

翁媽媽（腦麻家屬）
「對孩子未來工作有多一
些的信心與希望。對於孩
子工作的馬斯洛金字塔概
念，了解首要的是工作的
動機，概念及態度培養，
進而才是工作能力。」

專案具體效益

永續商品銷售額達400 萬，創造公益團體

零錢捐額外收入 (截至 2021.7) 

提供92 位非營利組織媽媽就業機會，幫助

近百個弱勢家庭 

資源回收再利用

2,520 kg

寶特瓶 (PET)

2,968 kg

業務用鮮乳空瓶 (PE)

3,400 碼

廢棄牛仔布料

超過1 萬人次消費者響應公益行動，永續商品共銷售超過1 萬個 

利害關係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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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山林保護
●    淨灘與淨山

「愛• 自然社團」自 2016 年起以企業社團名義參與環保署推動的倡導認養美麗海
岸線及維護海岸清潔（金山中角沙珠灣、萬里翡翠灣、萬里頂寮海灘）， 2021年考
量 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僅規畫 3 場，保守估計每場清出近 600公斤（註）來自於惡意棄
置、漁業行為、海岸遊憩＆生活棄置、異國海漂、天災＆掩埋場等垃圾（海廢）。我們都知道，海洋廢棄物
總是撿不完，但社員們持續堅持讓海洋環境恢復自然清淨的樣貌、減少生物傷亡的信念，以實際行動履行公
民責任，希望讓更多人關注此議題，影響更多人加入。

（註）每場次至少清出估計 30 袋以上垃圾 (70L 環保局垃圾袋，不含大型垃圾 )* 每袋估計 20公斤

2021 年愛• 自然社團除淨灘外，也持續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計畫，認養
2所學校 (瑪陵國小、尚仁國小 )，並在基隆七堵種植 20顆落羽松，除
美化環境、提供休憩場所，還有調節氣候、空氣，減少噪音、涵養土
地、豐富生態等許多優點，期能藉由植樹造林對社會盡一份心力。

5.4  促進健康與福祉
長者關懷

●    幾點了咖啡館

台灣 65歲以上老人的失智症盛行率約 3.4%，每 12人中就有 1名失智長者，更有研究發現，社會大眾對失智
症未有正確認知並缺乏警覺性，加上台灣對失智症者及照顧者的服務量能不足，顯示失智預防與照護已是刻
不容緩的議題。統一超商體認到高齡社會已不可逆，故透過自身據點廣泛、商品及服務多元的優勢來與社區

另外，統一超商商場在清境地區經營已超過 20年，與在地有
深厚連結，每年皆會響應南投縣政府淨山活動；2021年由商
場中區營運經理、商場幹部與志工參加淨山，清境、小瑞士
商場也響應淨山活動，贊助志工餐費 3萬 6仟元，當天淨山
活動共清出 900公斤垃圾，希望民眾能經由親身參與活動及
相關報導的介紹，提升山林環保意識。

公益相結合，並借鏡歐洲和日本的經驗，2017年開始與中華聖母基金會等社福團
體合作，首創「幾點了咖啡館」，失智長輩每週固定到合作門市體驗一小時，以
高齡學習生的身分，在門市夥伴陪伴下，協助接待、擺放陳列、收銀、沖泡咖啡
等工作。打造超商門市成為失智長輩日常復能活動的安全場所，也是民眾最佳的
友善失智實體教室。

小雪（門市夥伴）
「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認識秀枝阿嬤，雖然常常需要提醒她工作內容，但是不會覺得厭
煩，反而可以耐心教導她該如何做，其實長輩只是需要有人陪伴。雖然知道她可能不會
記得我，但我們曾經一起互相學習也是彼此成長的一部分。」( 註 : 非照片中人物 )

社區居民關懷
●    好鄰居同樂會健康類活動與好鄰居健康教室

統一超商長期關注民眾健康與福祉，持續就預防醫學觀點關注國人常見疾病。2008 年開始好鄰居基金會與千
禧之愛健康基金會合作，於門市擇點成立「千禧血壓站」。亦推動「好鄰居同樂會健康類活動」、「好鄰居
健康教室」等健康活動以提升民眾健康意識。

「千禧血壓站」提供民眾自助式量血壓及量腰圍服務，每年並舉辦健檢活動，呼籲民眾一同遠離三高慢性病，
共同打擊代謝症候群。「好鄰居同樂會健康類活動」2021年共舉辦 1,872場，內容涵蓋捐血、量血壓等活動，
超過 2萬人次參與。其中 2021年 89量腰日與全國健康日，好鄰居基金會與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號召全台門
市於活動期間，免費為民眾測量腰圍及透過線上遊戲強化代謝症候群認知，共舉辦 1,425場。「好鄰居健康教
室」2021年與四個公益團體合作推出線上同樂會活動，以趣味互動的方式進行病症認知、營養餐食、用藥安
全、健康操運動等主題的衛教與健康促進活動，提供長輩及家人正確的衛教資訊。

至 2021年累積服務

失智長輩超過

1,700人次

利害關係人回饋

2021年幾點了咖啡館專案達 16店 (註 1)、服務長輩 235人次 (註 2)、
累積服務長輩超過 1,700人次。2022年目標預計達 20店、服務
長輩 1,200人次；2025年目標預計達 32店、服務長輩 1,600人
次。期能持續藉由幾點了咖啡館不僅延緩失智長者症狀
惡化，更能提升民眾對失智症的認知與維護個人健康
的意識。

（註 1）第 16店因疫情影響延至 2022/1月開始服務

（註 2）5-11月因疫情暫停，故服務人次較去年少

（註 3）相關影片請        點此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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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消除飢餓
鄰里關懷

●    好鄰居送餐隊

統一超商坐落在各鄉鎮與城市，透過我們首創的門市送取餐服務，讓經濟弱
勢家庭或長輩免於擔心餐食問題，亦能補足公益團體假日送餐人手不足的缺
口。自 2014年開始，從花蓮台東為起點，至 2021年已涵蓋 10個縣市、累計 43

間門市提供服務，甚至離島（綠島）也有服務據點。

我們號召門市熱心夥伴們為獨居或行動不便的長輩送餐，除了送餐也同時關懷
長輩動態，如有異狀回報公益團體以採取行動；或是讓經濟弱勢家庭或長
輩可以到門市取餐，解決餐食困境之外，更鼓勵長輩出門互動。2020年
末因應疫情，將定點送取餐提升成行動送物資，將送取餐的服務面向擴
大、發揮更多效益。2021年與中華聖母基金會、門諾基金會、弘道老人
基金會、一粒麥子基金會等 4個基金會合作，共累計 57,591送餐人次，
較 2020年增加約 5成。

●    商場義賣

統一超商商場開放顧客會經過的空間，無償提供在地小農
舉辦義賣活動，或讓在地居民兌換農產品，協助在地小農
曝光與增加銷售管道。2021年泰安商場舉辦 2場活動，其中
「rock potato」活動現場烹調馬鈴薯創意料理，並供后里居民
憑泰安商場購物發票免費兌換馬鈴薯，總共向在地農民購
買 480公斤馬鈴薯共 12,000元，增加小農收入。

至 2021年累計

送取餐服務超過

15萬人次

利害關係人回饋

黃爺爺（服務個案）
「有了 7-ELEVEN 的門市取餐，不僅增加了我出門與人
互動的機會，更不用擔心每天的支出太多，還每天都吃
到不一樣的餐點，讓生活減輕不少壓力呢！」

5.6  永續城市
在地產業發展

●    青年深根計畫

統一超商門市遍布各鄉鎮，我們看見許多鄉鎮面臨高齡化、少子化衝擊，地
方觀光及相關產業沒落，然而也有一群青年進鄉發展，努力尋找資源，力圖
振興產業，讓鄉鎮重獲生機。因此，好鄰居基金會 2017 年開始規劃青年深根
計畫，除投入經費與媒合資源，更邀集相關領域多位專家擔任顧問，一起陪
伴、輔導青年創業共榮地方。

好鄰居基金會發現青年在地創生，缺少的不是創意與能力，而是能夠根植在地、就近展示成果、與市場接軌
的場域，故攜手統一超商替返鄉青年提供展演、交流分享平台，推出「OPEN! 青春同樂會」串聯在地社區資源。
青年深根計畫讓青年團體共享統一超商通路資源（實體門市展售、線上賣貨便上架），亦提供門市作為青年
團體舉辦食農 /食魚教育與在地文化推廣活動的空間，讓統一超商成為地方創生最好的協力夥伴。與更多返
鄉青年攜手合作讓鄉鎮重獲生機，長期下來也有助提升統一超商的在地採購，於地方產業發展、在地採購、
地方行銷等創造企業與環境、社會三贏局面。2021年共與青年團體合作 7個專案，合作專案數較 2020年增加
1倍之多；青年團體結合門市舉辦之食農 /食魚教育與在地文化推廣等活動共 131場、約 3,200人次參與。2022

年目標為青年團體合作專案數量 7個；2025年累積達 34個專案（自 2018年累計）。

（註）相關影片請        活動細節請點此查閱

至 2021年累計與青
年團體合作

14個專案

●    2021年計畫內容與成效

宜蘭金魚。厝邊
傳遞在地文化故事

「金魚。厝邊」以「好厝邊」精神串連
在地人、地、產，挖掘在地城鎮特色。
與頭城在地藝術家所舉辦之工作坊結合門市推出「OPEN! 青春同樂會 -自慢頭城職人體驗」，透過
藝術家帶領民眾創作與學習，並更認識在地職人與過去歷史故事，2021年共舉辦 11場次、306人次
參與。另從宜蘭青年創業加速器開始陪伴宜蘭跨鄉鎮青創團隊，強化宜蘭門市商品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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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禾乃川國產豆製所
傳遞在地好食物理念

禾乃川國產豆製所以社會企業理
念結合返鄉青農的國產大豆，發
展穩定的商業模式。本次與在地
門市合作舉行「OPEN! 青春同樂
會 -豆豆隊長出任務」活動，以
在 7-ELEVEN嚐一口土地的美好為
題，透過影片、美好生活食驗室
及上班族一日生活菜單等方式，
讓繁忙的都市人能在門市感受慢
活，並提高民眾對於在地好食物

及社會企業的認識與
關 注。2021 年 共
舉 辦 28 場 次、
573人次參與。

雲林三小市集
食農教育

三小市集透過建立值得消費者信賴的品牌，成為產銷間的溝通橋樑，讓
生產者專心耕種、得到合理收入、並轉型友善栽培，讓在地農業與土地得
以永續經營。同時透過食農教育，深度介紹雲林食材與生產者的故事，帶動消
費者一同打造不一樣的產銷關係。2021年「OPEN! 青春同樂會 -認識旺來鳳梨 &尋找本土小麥」活
動讓民眾更認識鳳梨與本土小麥，共舉辦 12場次、366人次參與。

金魚。厝邊團隊（青年團體）
「本次計畫使團隊能與在地 7-ELEVEN 門市
合作，透過執行活動串連更多在地居民及將
青創團隊商品上架至 7-ELEVEN 門市，因疫
情減少了實體空間的人流，金魚團隊也將培
育青創團隊商品上架至 7-ELEVEN 賣貨便平
台，使得消費者可以在線上選購，獲得許多
正面迴響。」

利害關係人回饋

5.7  教育品質
永續扎根

●    永續同樂會

統一超商自 2009年開始舉辦「好鄰居同樂會」活動，聚焦
親子互動等四大主題，深入社區關懷所需。親子互動類型
活動如小小店長，帶領孩童體驗店長工作，協助孩童增進
生活自理、應對、人際互動等能力；亦舉行各式親子協力
完成的體驗或 DIY，促進親子關係。2020年疫情嚴峻時，許
多實體活動包含好鄰居同樂會因此停辦，觀察到疫情影響
非短期，統一超商積極對應，透過跨部門溝通並運用系統化
組織，於同年 5月首創「好鄰居 O2O（Online To Offline）同樂會」，
虛實整合遍及各地的 7-ELEVEN門市及好鄰居基金會活動，持續舉辦
不間斷，也因此面對疫情更加嚴峻的 2021年，統一超商依舊舉辦了近 1萬場
好鄰居同樂會，共近 7萬人次參與。

統一超商更觀察到永續教育的重要性與相關教材之稀缺，自 2020年起推出近 20款自製教材（2021年推出
10款），將環保、食安、健康、公益等知識，轉化成淺顯易懂的素材傳遞，除可透過好鄰居基金會官網
下載，更可透過 ibon直接列印，多樣化 DIY素材於 2021年共 7.5萬人次使用、累積超過 12萬人次使用，透
過主題活動操作，讓好鄰居同樂會活動再進化，成為傳達永續知識之平台。

（註）相關影片請        點此觀看

多樣化 DIY素材

累積至 2021年

超過12萬人次使用

參與家長
「不只是教導小朋友，
連大人也一起學習，很
棒的親子遊戲」

利害關係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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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質

●    青年永續扎根計畫

統一超商積極響應 SDG4教育品質等目標，著眼於新世代人才與消費者的永續培力。2020年起，以「青年
永續扎根計畫」專案出發，前進各大專院校推動 SDGs議題的培力，透過「扎根永續－ SDGs培力工作坊」，
提升青年永續認知度，並與學生們分享統一超商經營理念、產銷永續計畫、多元募款平台及青年深根計
畫等永續專案。至 2021年累計前進 15所大專院校，包含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中國醫藥大學、中央大
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等，期望讓讓青年從認識永續議題，到思考與行動，展現青年力量。

●    SDGs創意挑戰賽

統一超商與交通部、英國在台辦事處等單位，在
泰安商場展出全球 SDGs創意挑戰賽台灣學生 36件
優選作品，共同響應聯合國 17項 SDGs。如作品用
藥提醒裝置「一錠藥記住你」回應 SDG3促進健康
與福祉，設計發想是因為許多樂齡人士常會忘記
自己是否已經按時服藥，甚至出現錯誤用藥情況
導致危險，所以將用藥提醒裝置設計成像遊戲機，
有按鈕、燈光、音樂等裝置，除了增加樂趣，最
重要的是記得用藥。期待藉由比賽，帶領學生創
意發想與實踐 SDGs議題，更藉由展覽進一步將 SDGs議
題向外擴散。

●    永續社群

統一超商公益社群（     7-ELEVEN把愛找回來官方 FB粉
絲專頁、    IG及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LINE）
2021年由公益社群轉型成為 ESG永續社群，除了揭露企
業永續資訊外，更期許能提升大眾對永續教育的認知及
行動。

2021年分別舉辦「我的永續　你的日常」
數位與實體的策展，期能促成消費者實
踐個人永續行動。數位策展以簡單插畫
告訴消費者可以如何於生活中落實永
續；實體活動結合精品咖啡、現萃茶，
與消費者溝通自帶杯減塑、零錢捐與數
位捐款，及熱帶雨林認證及永續商品，
推廣統一超商永續理念。統一超商更串
聯長年深耕永續的媒體，及社企組織、
公益團體共同發聲，期能擴大永續影響
力，2021年 7-ELEVEN ESG永續社群總觸
及超過 3千萬人次。(註 )

註：尚未包含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LINE社群的好
友數

閱讀推廣
●    閱讀勵學計畫

根據調查 (註 )，各地鄉鎮小學有超過 20%沒有購書經費，且高達 90%必須透過外部資源來推動閱讀活動。響
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4「教育品質」目標，自 2014年起於鄉鎮小學推動閱讀，透過閱讀集點方式，提
升孩童閱讀動力。2021年共支持 97所學校、陪讀班據點，所在縣市包含雲林、嘉義、台東、蘭嶼、金門等地，
鼓勵 6千多位孩童，並提供免費永續教案進行永續教育。

（註）根據好鄰居基金會 2016年針對六都及鄉鎮進行「國民小學閱讀習慣與資源」問卷調查結果。

2021年暑假推出「好鄰居愛閱讀徵文比賽」鼓勵孩子疫情間不忘閱讀寫作，徵文對象以參與閱讀勵學計劃的
學校及陪讀班據點為主，短短不到三個月的徵文時間，總計 224位孩童投稿，共有 302篇作品角逐，更邀請
金鼎獎童書暢銷作家王文華老師評比，共選出 2組共 20篇優勝作品。另外也跨域合作，如結合太古可口可樂
與兒福聯盟，將《我有我的霸免權》反霸凌計劃推入閱讀勵學之合作學校，將插畫故事及相關教材、線上課
程帶到課堂，讓友善校園的理念能影響超過 6千名孩童。

（註）相關影片請       點此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