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圓滿幸福的推手
讓兩個世代都感動

「婚沁 Wedding Plus」 婚禮企劃團隊

五星主廚上菜 真係好好食 

港式點心 
香茜腐皮捲

APRIL-JUNE 2018 NO. 10 BY GLORIA HOTEL GROUP



GLORIA'S LETTER

發行 PUBLISHED BY/ 

華泰大飯店集團
GLORIA HOTEL GROUP

地址 ADDRESS/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369 號
369, Linsen N. Roa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電話 PHONE NO./ 

+886 2 2581 8111

打破自我設限－人生跨領域，職場更優秀。
我們就是圓滿幸福的推手－婚沁婚禮企劃團隊。

身為婚企主持人，多數人看到的都是 Ivy 黃資茜光鮮亮麗的一面，彷彿只要在婚宴上說說話，婚宴

與典禮就能順利完成。但不論婚禮大小、宴客人數多寡，一場完美婚宴絕非表面上看來如此輕鬆簡

單，事前的企劃作業與一顆體貼的心，是在繁文褥節與壓力下，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Ivy 是華泰大飯店集團「婚沁 Wedding Plus」婚禮企劃團隊經理，護理科系畢業，擁有護理師執照，

但她沒有選擇當個白衣天使，卻選擇「婚禮企劃」作為志業。乍看彷彿無關的兩個行業，對她而言

卻有著相同本質－都需要一顆細膩體貼的心。

新人婚禮上的風光，背後是婚禮企劃不眠不休的籌備。「有些新人在籌備前期就崩潰了。」身為婚

禮企劃的 Ivy，對於顧客的需求與心情相當敏銳，能夠因著豐富經驗快速提供建議與規劃，細膩的

心思更能察覺新人的潛在想法。在面對新人以外，還要面對兩個家庭甚至兩方賓客各式各樣的狀

況與情緒，特別是新娘的待嫁心情，體貼的她完全能夠理解新娘內心深處的焦慮，那些不方便對婆

家表達的意見、想說又怕娘家擔心的話語，經常讓她成為新娘吐露心事的最佳對象。

一場圓滿的婚宴，除了來自新人本身洋溢的幸福，更來自新人與婚企、婚企與幕後執行團隊的充分

溝通，以及來自公司的支持。「只有重視幸福的企業，才能讓員工發自內心重視客人的幸福。」Ivy

覺得因為公司提供這樣的幸福感，她自然更能將這份心意傳達給新人及賓客。而原本就讀護理科

系的她，此時更加認為沒有入錯行。還好當年沒有自我設限，讓自己挑戰跨領域與多方位的工作能

力，才能提供萬千賓客都感到幸福的婚禮饗宴。

華泰大飯店集團

「婚沁 Wedding Plus」婚禮企劃團隊經理

Ivy 黃資茜

近
年來不少飯店或婚宴廣場也開始提供整合性婚

宴服務，但提供內容較為簡單，多半為制式基本

餐飲場地與簡單陳設，無法提供量身訂製服務。

然而，對於重視個人風格的創意世代而言，無不希望能將

整場婚禮流程設計得繽紛別緻，且符合自己的生活與個性，

打造出專屬的夢想婚禮。華泰大飯店集團「婚沁 Wedding 

Plus」婚禮企劃團隊以專業及熱忱為新人量身訂製專屬婚

禮，不但能結合婚宴場地，提供高檔餐飲與婚禮企劃專業，

更能依據新人特色打造風格婚禮，讓小倆口能擁有終身難

忘的回憶。

實現新人夢想 

將愛琴海搬至婚宴現場

對許多新娘而言，婚禮是一生中夢想的實現，婚沁婚禮企

劃團隊除了讓新人順利完成終身大事，也盡可能運用一切

資源，讓新嫁娘的美夢成真。

曾有一位新娘因曾到希臘愛琴海旅遊而愛上那份純粹的

藍與白，畢生的夢想就是能在當地舉行浪漫婚禮，再邀請

雙方賓客參加。受限於現實狀況，無法將婚禮搬到希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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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的婚禮市場，主要以婚紗業為中心，再延展至周邊需求。近年婚禮市場分工朝向細膩專業，所謂新娘

祕書（新祕）、婚禮顧問（婚顧）、婚禮企劃（婚企）等相關新職出現，婚禮產業也更形豐富，雖然結婚人數因

少子化、不婚族而逐年下降，但婚禮市場的產值卻在不斷擴大。

終身大事      
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婚沁 Wedding Plus」讓兩個世代都感動的婚禮企劃團隊



漾粵菜港點的水準，也希望將這些好滋味分享給老朋友，

進而觀察餐廳各種軟硬體細節，知道華漾在方方面面都

能打點好賓客的需求，因此很多案例是新人的父母推薦子

女在此舉行婚宴。」

華漾由資深廚藝團隊領軍，承襲 45 年歷史的飯店世家－

華泰王子大飯店的沉厚實力，善於將頂級新鮮食材的原

味結合道地粵菜風味，無論從海鮮料理、功夫菜至港式點

心，都能以不同的料理方式、火候並重，將食材的特性發

揮至恰到好處，並百分百保留著食材鮮甜的滋味。

婚禮是兩個家庭的結合，除了重視新人的感受，細膩的

Tina 也同樣觀察到家長內心深處沒說出來的話語：「新人

家長重視的細節通常與新人會有些許差異，新人本身重視

夢想實現，家長則希望婚宴喜氣大方有面子。對家長而言，

那些多年不見的朋友、親戚、同學甚至鄰居，大家都會在

嫁娶兒女時齊聚一堂，因此宴客現場裝潢是否豪華大氣，

地點交通是否便利，特別是宴客菜色一定要美味，這些環

節都是老一輩人看重的細節。只要讓他們有面子，其他都

好談。有時新人不理解家長內心深處的需求，傳統上老人

家也不會明講，而我們就會和新人分享，其實家長不是刻

意刁難，他們只是希望能開心和親友分享喜氣。」

透過經驗分享，解決父母子女間的認知差異。畢竟婚禮

不但是新人、也是父母甚至一整個家族的大事。而「婚沁 

Wedding Plus」除了替新人規劃風格婚禮，讓婚宴順利完

成，更重要的是能讓兩個家庭的成員都感到幸福，擁有難

忘回憶，這正是「婚沁 Wedding Plus」最專業也最感動人

心的呈現。

「名品 Gogo 購！成家專案」

送華泰名品城 NT$20,000 購物金

有別於其他飯店，多以異業合作方式提供新人套裝服務，

華泰大飯店集團特別整合旗下資源，將婚宴及 Outlet 市

場結合，於2018 年全年度推出「名品Gogo購！成家專案」。

於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各分店指定日期訂席 20 桌以上，

即可額外獲得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NT$20,000

商品抵用券，無論婚禮所需的六禮或十二禮、居家用品、家

電鍋具，時尚精品服裝等皆應有盡有，全區超過170 家國

際品牌，自由選擇商品，不必被異業合作廠商套裝商品綁

住，依據新人想要的風格採購。更重要的是，小倆口省下

更多時間、金錢與精力，不必為婚禮採辦傷腦筋，就能擁

有更多甜蜜的兩人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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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婚沁 Wedding Plus」婚禮企劃團隊努力將愛琴海搬至婚

宴現場，打造一個充滿藍白希臘風情的氛圍。大至看板裝飾，小

至婚禮小物，還有新娘自己至希臘旅遊帶回的紀念品都一一再

現。看到現場滿是希臘的旅遊回憶，加上對婚禮的憧憬，除了新

娘感動到不行，別緻的婚宴現場佈置，也讓現場賓客感受到新

娘對愛琴海的深刻嚮往，以及婚禮企劃團隊的用心。

而這場浪漫婚禮的企劃人員便是婚沁團隊的 Ivy，她不但負責這

對新人的婚禮企劃，也負責婚宴當天的現場主持工作。由於 Ivy

早已了解新人雙方對婚禮的想法，以及兩個家庭的風格與價值

觀，加上籌備過程中無數次的溝通，因此比起坊間臨時拿字卡背

流程的主持人而言，更多了一份親切感，就像是新娘的好姐妹親

自主持婚禮一般熟稔。

翻轉突發狀況 

從一片漆黑到浪漫燭光

一場完美的婚宴，不只取決於新人及婚企團隊在婚宴前的前置

作業，婚禮企劃在婚宴當天的責任更是重大，不但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更要讓新人在攜手走上紅毯的同時，還能安心把所

有現場瑣碎的事務交由婚企團隊來打理。尤其在當日現場，若

遇上無法預期的突發狀況，這時就需要有經驗、善解人意及熟

悉場地設施的婚企來全面控場。

說到婚宴現場五花八門的狀況，華泰大飯店集團旗下－華漾環

球店總經理 Tina 林庭茜笑說：「身為婚宴服務團隊一員，又是

現場主管，深知要為新人打造完美婚宴，除了浪漫的婚禮創意，

更要有隨機應變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她服務過的一次婚宴

上，曾遇過無預警的停電狀況，首先就得解決會場照明，需當機

立斷協調現場服務人員拿出平時備用的 LED 燈與 LED 蠟燭，

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婚宴現場能見度。但接著出現更大的問題，

由於廚房廚具需要大量用電，蒸籠烤箱等全都無法使用，還好

主廚擁有硬底子辦桌功夫，立即搬來傳統大灶，改以爐火出菜。

這種種狀況不僅考驗婚宴團隊功力，就連

後勤廚房團隊，也必須有隨機應變的能力。

當天他們不僅將不可抗力因素化為轉機，

點點燭光、浪漫氛圍，更讓所有賓客都參

與了一場難忘的婚禮。

最佳溝通橋樑 

讓兩個世代都滿意的婚禮

婚宴除了流程順暢、風格符合新人所需，另

一個重點就是宴客菜色。Tina 分享：「原本

華漾就是以家庭客群為主，很多老主顧是

住在大台北地區的在地老饕，因為肯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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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 X 華漾《名品 Gogo 購！成家專案》
滿 20 桌送 NT$20,000 購物金

於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大飯店各分店指定日期訂席20桌以上，

每桌 NT$13,800+10%，即可獲得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

城 NT$20,000 商品抵用券。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位於桃園高鐵、桃園機場捷運旁，

是全台首家國際級美式露天 Outlet，為華泰大飯店集團首度跨

足百貨業的代表作。擁有超過 170 家國際品牌，包括時尚精品

如 GUCCI、COACH、LOEWE、MICHAEL KORS 等；居家用品如北

歐櫥窗 Nordic、Philips 等；家電鍋具如 LE CREUSET、LG 等；從

裡到外一次購足，讓小資族也能輕鬆成家。

《名品 Gogo 購！成家專案》

本專案適用日期請洽各分店

成家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7721 6699 #1500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華漾港式飲茶 提供精緻港點與道地氛圍

「華漾港式飲茶」傳承 45 年歷史的飯店世家－華泰王子大飯店

的精髓，從空間裝潢、料理到服務細節，無一不融入五星級飯店

獨有的品味及細緻。餐點主打道地港式料理，從燒臘、功夫菜、

到各式甜品，加上現點現做的傳統推車港式點心，在環球店大器

華美及華泰名品城店木質溫暖的環境中，復刻早期港式茶樓親

切的飲食文化，讓消費者體驗最道地的香港美味。而環球店及

中崙店提供多功能的宴會空間，也是各式婚宴尾牙最佳首選。

華   漾婚沁婚禮企劃團隊



CHEF'S RECIPE

真係好好食

1 備料

Ingredients 

3	 包餡2	 打餡 4	 油炸 5 完成

「香茜腐皮捲」是華漾極

受歡迎的人氣港式點心。

鮮嫩 Q 彈的大蝦仁，混搭

台灣人喜愛的韭黃、香菜、

香菇，再以金黃色酥脆的

腐皮包覆，豐富的內餡，絕

妙的滋味，只要吃過必定

再度點播！本期由具有 20

年以上資歷的華漾港式飲

茶－蔡安豐主廚掌勺，教

您簡單五步驟，在家也能

做出五星級港式點心！

將蝦仁切半，一半以菜

刀刀背壓扁後切碎成泥，

另一半稍微切開以維持

蝦肉 Q 彈口感。香菇 切

絲，香菜、韭黃切片段，

半圓形的腐皮對半切成

三角形。

將蝦仁泥混合胡椒粉、

鹽、糖、麻油及豬油粒，

以手 攪拌，再加入些許

太白粉 ( 約 2 茶匙 )，混

合後 上下甩動餡料，讓

餡料更有彈性，之後 放

入韭黃、香菜，最後放入

香菇。

將少許麵粉加水攪拌成

糊備用。打開三角形的

腐皮，將約 35-40g 的餡

料放在腐皮中央，腐皮

左右往內折後，再從後

往前捲，最後用麵粉糊

稍微黏住。

將腐皮捲撒上太白粉，

取鍋放入沙拉油後起中

火，慢慢放入腐皮捲，浸

泡約 3-4 分鐘 後撈起。 

將中火轉為大火至 180

度，重新放入腐皮捲以

逼出腐皮捲內油份，大約

20 秒後即可撈起上桌。

可先以餐巾紙鋪底，吸

取多餘油份後再擺盤，

無論原味或搭配喼汁、

黃芥末都各有千秋，讓

人一口接一口！

材料： 

            

調味料：    胡椒粉1茶匙、鹽1茶匙、糖1茶匙、麻油2茶匙、沙拉油(可依個人喜好增減)

華漾大飯店主廚 蔡安豐

港式點心 
香茜腐皮捲

五星主廚上菜

 1. 草蝦仁 600g  2. 豬油粒 30g  3. 香菇 50g  4. 韭黃 80g  5. 香菜 20g

 6. 腐皮 6 張 (1 張半圓形切半可做 2 份 )  7. 太白粉  8. 麵粉

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名品城

名品 Gogo 購！
成 家 專 案： 訂 席 20 桌 
送 華 泰 名 品 城 購 物 金
NT$20,000
於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中崙店、華
漾環球店舉辦婚宴並訂席滿 20 桌以
上，每桌 NT$13,800+10%，即可獲得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商品抵
用券 NT$20,000，一次購足婚禮所需的六禮或十二禮，舉凡
時尚精品、居家用品、家電鍋具等皆應有盡有，全區超過170
家國際品牌，讓婚宴大小事一次到位，輕鬆成家。

訂宴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7721 6699 #1500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華泰名品城

華泰唐人街 
為迎接農曆新年，華泰名品城春節佈置以「巨型辦桌」為
主題，一大桌的「碗緣子」吸引網紅網美、全家大小都坐
在碗公內拍照打卡、共「桌」同樂；一旁還有拿著紅包的「桃
粉自由女神」站在以各色馬卡龍裝飾的粉樂草皮上向大
家拜年。超人氣的「華泰唐人街」活動更讓整個 Outlet 熱
鬧滾滾。除了有舞龍歡喜迎財神，現場更發放了發財金及
糖果，讓大家都能好運旺旺來！

華泰瑞舍

榮獲 booking.com 
2017年住客評分卓越獎
華 泰 瑞 舍 獲 得 Booking.com 舉
辦的「住宿業大英雄」評選活動，
一舉獲得「好評住宿獎」！要獲
獎可不簡單，旅客評分需在 8-10
分以 上、平均持續 24 個月都獲
得好評！

華泰瑞舍樂於扮演「住宿業大英
雄」這個角色，新的一年，將繼續
提供細緻入微的服務、為每個來
訪的朋友帶來非凡的住宿體驗。

沐餐廳

台灣「美」其林百味美牛餐廳
由美國肉類出口協會舉辦的「台灣『美』其林－ Diamond 
Plus Precious 百味美牛」美食評鑑計畫公佈首批通過嚴格
評鑑的27間百味美牛餐廳，華泰瑞苑沐餐廳也名列其中！
五大評選項目「色、香、味、意、形」，沐餐廳的「美國頂級
紐約客牛排」可謂面面俱到，加上得天獨厚的山海美景環
繞，現在就訂位享受百味美牛的滋味！

訂位專線：08 886 3666 轉 1511

驢子餐廳+TK SEAFOOD & STEAK

美國牛排月
驢子餐廳及 TK SEAFOOD & STEAK 4
月響應美國牛肉協會「美國牛排月 - 貪
戀春色」企劃，以「顏色」為構思主軸，
推出限定套餐，每位 NT$1,688+10%。
驢子餐廳「橙心橙意美牛套餐」，讓招
牌料理如「煙燻番茄濃湯」、「波士頓
龍蝦燉飯」、「Josper 爐烤紐約客牛排」
表達橙色系的溫暖；TK SEAFOOD & 
STEAK 「綠意盎然美牛套餐」則以「自
製義式培根，燻牛髓菠菜折管奶蛋麵」、
「翠綠沙拉，美國紐約客牛排」、「抹茶
提拉米蘇」傳遞春天的綠意盎然。

訂位專線：
驢子餐廳 0903 393 098
TK SEAFOOD & STEAK 0903 393 008

華泰瑞苑

全包式在地活動住房專案
春天到墾丁，除了春吶還能怎麼玩？
華泰瑞苑「全包式在地活動住房專
案」除了原有的蔣公書齋導覽、遇見
梅花鹿、夜間觀星、苗圃散步活動，
現在還能到溪邊摸蛤仔；DIY 課程
如手作紅龜粿、手工肥皂、不織布相
框設計、瓊麻編織⋯⋯讓全家大小
都玩到不想回家！

訂房專線：08 886 3666
（註：活動項目將依照現場為主）

華泰瑞苑

暑期度假饗樂
《華泰瑞苑管樂營》
2018 年第七屆節慶樂團《管樂營》
將於華泰瑞苑舉辦，在山與海之間
的綠茵草地演奏，舉辦一場別具意義
的大自然饗宴音樂演奏！享受美食饗
宴、靜心慢活讓悠揚的音樂在大自然
中飄揚，絕對是一趟身心靈豐富的音
樂旅程。

活動日期：2018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4 日。報名方式：請於 facebook 搜
尋「節慶長笛樂團」。

333 RESTAURANT & BAR

下午茶新口味
最受歡迎的荷蘭鐵鍋鬆餅下午茶系列
一次推出三種新口味！「提拉米蘇麻糬
鐵鍋鬆餅」咖啡酒香與甜蜜奶油交織，
結合會牽絲的 Q 彈麻糬鬆餅層層交疊，
撒上微苦可可粉，圈住中央的香草冰
淇淋，冷熱交織的滋味，午後時光就該
如此美好！「藍莓麻糬鐵鍋鬆餅」以藍
莓慕斯、藍莓醬為基底，創意將新鮮藍
莓加熱，原來水果熱熱的也好吃！「輕
檸乳酪塔」以頂級法國粉製成塔皮，內
餡混搭奶油起司及馬斯卡彭起司，點綴
新鮮檸檬汁、檸檬皮屑，酸甜滋味，讓
爆漿的瞬間幸福感滿載！ 

訂位專線：02 2175 5588

華漾大飯店

漾出幸福 
婚沁攝影比賽得獎公佈
「漾出幸福」華漾婚沁新人攝影比賽
活動圓滿結束！感謝眾多在華漾舉辦
終身大事的新人報名參賽，每個婚禮
攝影作品都相當優秀，也洋溢著濃
濃的幸福感。恭喜並期待獲得住宿
券、餐券獎項的新人們在華泰瑞苑、
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
擁有難忘的住宿回憶，或在華泰大飯
店集團旗下餐廳品味各式美食饗宴。

HOTEL PROVERBS Taipei, 

HOTEL QUOTE Taipei

Destin Asian 精選飯店
全 球 知 名 旅 遊 及 生 活 時 尚 雜 誌《Destin Asian》將
HOTEL PROVERBS Taipei 評選為亞洲最佳精品酒店之
一，為台灣唯一入選。並將 HOTEL PROVERBS Taipei, 
HOTEL QUOTE Taipei 雙雙列入台灣十大最佳酒店，此
結果反映了越來越多的旅人對於高質感旅遊與生活方
式的嚮往，而華泰大飯店集團可說是最大贏家。

訂房專線：
HOTEL PROVERBS Taipei 02 2711 1118
HOTEL QUOTE Taipei 02 2175 5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