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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elect供應鏈



7-ELEVEn簡介

7-ELEVEn 經營理念

7-ELEVEn 經營優勢
1.創新生活型態

 
5.完善物流體系

2.便利安心商品
 

6.先進情報系統
3.貼心生活服務

 
7.強大擴店能力

4.完善加盟制度



近幾年，在電視上常聽見關於食品衛生安全的新
聞討論，讓大家對於吃的安全，開始比從前更加
小心！

以此為出發點 7-ELEVEn 提出「台灣新農業」概
 念！，於是光合農場因而誕生！

要如何才能讓大家能夠吃得更健康、
 更放心？

7-ELEVEn台灣新農業

7-ELEVEn光合農場位於雲林、是一座擁有全台唯
 一和歐盟同步的溫室菜園、面積將近180公頃的農
 場。



從源頭開始進行控管
這些重擔，就落在 7-ELEVEn 鮮食部中，鮮食

 中， 常遇到的東西就是菜、米、肉跟蛋。

7-ELEVEn台灣新農業



7-ELEVEn供應商

7-ELEVEn「米」
契約合作

農田管理

14道精米流程



7-ELEVEn供應商

產地介紹

牧場名稱：石安牧場

1.雞舍(Henhouse)
＊德國進口全密閉式環保雞舍

＊全密閉水簾式的建築結構



7-ELEVEn供應商

7-ELEVEn「蛋」
2.飼料(Forage)

＊不使用化學合成物、藥物及抗生素

＊成分採用高優質玉米、水解黃豆蛋白（優質蛋白）、

納豆菌、酵母硒、鳳梨酵素、天然萃取元素等

＊獸醫師、營養師、顧問、廠方品管組成健康管理團隊

＊科學儀器檢測雞蛋品質

3.養產(Culitivate)
 ＊雞採用進口白種海蘭珍珠雞

＊不用化學合成品及不施打藥劑

＊雞齡約80週即進行整舍淘汰

＊雞隻活動空間亦以歐、美動物福利為標竿



7-ELEVEn供應商

＊

 
結球萵苣— 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

＊

 
牛番茄 — 台中縣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

＊

 
紅蘿蔔 — 嘉義市嘉全果菜生產合作社與斗南鎮農會

＊

 
青江菜、空心菜 、小白菜、地瓜葉、山茼蒿、省產蘿
美、甜玉米、高麗菜、青花菜、 A菜、菠菜

—嘉義縣青松果菜生產合作社

7-ELEVEn「青菜」



7-ELEVEn供應商



鮮食場商介紹

統一武藏野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台灣7-ELEVEN 18度C產品之鮮食製造工廠
由統一企業、統一超商、及亞細亞食品共同投資
與日本武藏野技術合作，運用日本武藏野之生產技術
Know-how，於2000年5月開始生產
台南工廠：
目前供應7-ELEVEN雲林、嘉義、台南全區、及高雄岡
山區，共計762家門市。
台北工廠：
目前供應7-ELEVEN 大台北地區，共計735家門市。



鮮食廠商介紹

統一武藏野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類別
1.御飯糰類
2.壽司手捲類
3.三明治漢堡類
4.御便當類



洋芋片廠商介紹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經營四大目標

品質：不斷提昇產品品質、改善不良率，確保食品之衛生安全。

創新：致力研發新產品、新口味，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速度：對外掌握市場訊息求新求變，對內鼓勵追求生產合理化。

服務：誠懇服務顧客，傾聽消費者的需求，提供更貼切的產品。



洋芋片廠商介紹

洋芋片流程
作業項目 作業場所 備註

進貨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自斗南鎮農會進貨產銷履歷馬鈴薯

清洗挑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動脫皮

人工檢查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剔除不良品

清洗馬鈴薯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清水清洗

切片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依產銷履歷馬鈴薯比重

油炸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快速油炸設備做成洋芋片半成品

品檢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依製程及成品抽驗表

調味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測定鹽度

全自動包裝完成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檢測其封密度及殘氧量

品質檢驗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隨機抽驗成品

出貨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至7-11門市



7-ELEVEn低溫物流

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1999年3月1日
資 本 額：新台幣3億2600萬元
股東結構：統一企業(20%)、統一超商 (60%)、南聯貿
易(20%) 
員工人數：約1500餘人
服務溫層：冷凍、冷藏、恆溫鮮食、空調溫
物流中心：22座(台灣/中國大陸) 
營運車輛：約300餘輛
投資合作：捷盛運輸公司、大陸統冠物流有限公司



7-ELEVEn低溫物流

統昶行銷系統平台
運輸管理系統
•RFID溫度監控
•GPS監控系統
•排車作業系統運輸情報管理
•虛擬路線系統

企業資源與行政管理系統
• EIP入口網站
• 行政E化平台
• 品異即時通報系統
• 多溫多通路成本分析系統

SCM供應鏈協同管理系統
•電子發票平台
•供應商庫存管理平台
•供應鏈訂單管理平台
•供應鏈整合服務平台

倉儲管理系統
•CVS多溫層物流系統
•PDT即時驗收系統
•CAPS揀貨系統
•WMS系統
•RF車機系統



7-ELEVEn低溫物流

RFID溫度監控介紹

配送虛擬路線

理貨變動儲位



7-ELEVEn常溫物流

1979年 統一超商成立物流課，為全省之據點配送常溫商品。

1999年 配合7-11外島展店業務，領先進入離島配送，成立了澎湖物流分倉與金

 門物流分倉， 提供離島民眾更便利的服務。

2000年 配合7-11台鐵展店，展開一日多配（含週日）的配送業務。
電子商務B2B2C購物網站（生活便利購）開始營運。

2004年 承接星巴克低溫、無印良品、統一多拿滋等物流業務。
導入供應鏈管理系統(SCIS)。

2005年 完成泛用型常溫DC整建。
通過ISO14001轉版審查作業。

2006年 承接統健、二十一世紀及統一佳佳等物流業務。
推動電子發票，提升帳務處理時效與降低成本。

2007年 承接統一時尚、酷聖石等物流業務。

2008年 承接統一午茶風光物流業務。
承接聖娜多堡物流業務。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7-ELEVEn常溫物流

7-ELEVEn商品流通中繼站－捷盟物流中心



7-ELEVEn常溫物流

批發業客戶 主要商品

統一生機 有機食品、有機蔬果

統一生藥品 藥品、美容品

零售業客戶 主要商品

統一超商(7-ELEVEn) 食品、日用品

統一生活(Cosmed) 健康食品、藥品、美容品、日用品

台灣無印良品(MUJI) 衣料品、食品、日用品

統健(Santa Cruz) 健康食品、有機食品、日用品

統一時尚(Plaza) 衣料品、食品、日用品

捷盟物流主要服務對象：



7-ELEVEn常溫物流

捷盟上下游關係示意圖



7-ELEVEn常溫物流

波特五力分析
分析 7-11 之競爭力

1.
 

現公司間之競爭
•

 
產業成長趨緩

•
 

競爭者集中度高
•

 
產品差異化小

2.
 

新進入者的威脅
網路及電視購物。

3.
 

替代品的威脅
目前尚無

4.
 

顧客議價能力
顧客不能殺價，必須現金交易。

5.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供應商要來拜託，而且還要付費
上架。



結論

7-ELEVEn主張：
「從農場到餐桌，從源頭管理，確保安心安全的食材。」

＊深入解析供應鏈流程，掌握數量成本，提供顧客安心安全美味食品
＊透過供應鏈整合，開發差異化商品，保持通路領先優勢
＊積極使用優良在地商品，協助台灣產業轉型，善盡企業責任



參考資料

http://www.7-11.com.tw/company/about/History.asp
http://blog.7-11.com.tw/index.aspx?blogtypeID=2
http://www.7-11.com.tw/quality/index.asp
http://blog.xuite.net/musashino_pmc/company
http://www.hyfoods.com.tw/
http://www.uni-
president.com.tw/04business/departments02-2.asp
https://www.rsi.com.tw/scis/PortalCommon/about05-
1.aspx
http://www.upcc.com.tw/business.htm

http://www.7-11.com.tw/company/about/History.asp
http://blog.7-11.com.tw/index.aspx?blogtypeID=2
http://www.7-11.com.tw/quality/index.asp
http://blog.xuite.net/musashino_pmc/company
http://www.uni-president.com.tw/04business/departments02-2.asp
http://www.uni-president.com.tw/04business/departments02-2.asp
http://www.upcc.com.tw/business.htm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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