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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主廚上菜
「帶我走！」

 提拉米蘇的浪漫寓意。

華泰瑞舍  
溫馨台灣生活的起點 —最有歸屬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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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初心
   「華泰瑞舍」經理巫幸澐 Irene ， 在台灣飯店服務經驗超過 12 年 ， 進入華泰大飯店集團

後 ， 受任旗下各精品飯店輪調 ， 現以華泰瑞舍作為職業生涯的發展與定位 。 從國際型的大飯店

到精巧的公寓式酒店 ， 這個選擇讓不少同業詫異 ， 也曾讓 Irene 猶豫不安 ， 經由反覆和自己對話

後 ， 心裡深處「莫忘初心」這個最重要的聲音 ， 引導她做出對自己最真實的決定。

    在動輒數百間客房的大飯店 ， 旅客往往來去匆匆 ， 光是大門和櫃檯的距離就相隔了一個大

廳 ， 要記住客人的長相與名字都不容易 ， 更別說進一步的互動交流 。 此外 ， 許多入住五星級飯

店的客人往往想要的是品牌光環或會員福利 ， 相形之下，選擇華泰瑞舍的旅客目的較為單純 ， 也許

是探親 、 商務或觀光 ， 但共通點就是想入住一個像「家」的地方 。 華泰瑞舍的住客與員工之間的

互動非常有溫度，許多客人 Check-in 時的第一句話就是：「回到家的感覺真好！」Irene 笑說：「在

華泰瑞舍 ， 不僅僅是在工作 ， 更常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交流。」

    隨著新飯店不斷地成立 ， 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保留一定忠誠度的客人 ， 不僅是華泰瑞

舍全體員工的課題 ， 更是華泰大飯店集團一直以來努力的大方向 。 Irene 認為其實沒有太複雜的

方法：「萬法不離其宗 ， 就像我們的企業理念 ： 將心比心 ， 用心付出 ， 設身處地為客人著想、用

心觀察、主動關心 ， 無論大人或小孩 ， 都讓他們無時無刻感到安心 、 開心 、 暖心 ， 這就是華泰

瑞舍的魅力 ， 也是一間飯店無法被取代的原因。」

    Irene 喜歡接觸人群 ， 這份熱情從踏入飯店業至今從未改變 。 在華泰瑞舍遇見的一切 ， 經

由時間更迭累積 ， 讓她的「初心」越發明亮 。 她溫柔而堅定的說：「因為喜歡，我才能走到今天 ，

也還要一直堅持走下去。」

                                                                                   
                                                                 華泰大飯店集團

華泰瑞舍經理巫幸澐 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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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在異地有一個家， 你

對它的想像是什麼？座落

於台北市中山區的華泰瑞

舍，安靜低調地融合在都市脈絡之

中， 簡約的建築立面在熙熙攘攘

的林森商圈顯得清新而脫俗， 或

許就是你的想像之一。華泰瑞舍於

2010 年由獨步亞洲的建築設計雙

雄—日本建築師青木淳、台灣設計

師陳瑞憲聯袂打造，是一座融合飯

店與住家特色的「公寓式酒店」，

不僅提供舒適的住宿服務，更用

「家」的氛圍讓旅客卸下旅途中的

所有疲憊。

旅途中的輕豪宅
華泰瑞舍的居家魅力

青木 淳大 師以「天 堂 」為設 計 理

念， 將超過二百萬片馬賽克磁磚包

覆建築外觀， 在陽光照射下， 閃

爍著夢幻雲紋的華泰瑞舍顯得格外

耀眼；呼應著室外的馬賽克磁磚，

室內走廊牆面以全白石材貼飾， 走

入其中彷彿身處雲端般自在舒適。

大廳及客房設計由陳瑞憲設計師構

思， 將「家」與「時尚」兩個概

念結合，渴望透過細節質感以及氣

氛營造， 突顯都會精品輕豪宅的氣

息。 接待來客的櫃檯由黑色原木堆

疊而成，設計感十足且饒富逸趣；

接待人員的的親切問候， 讓旅客一

進門就有回家的感受； 不同於一般

飯店的輕隔間， 每間客房都以「獨

棟公寓」為概念建構， 幾乎聽不到

周遭的聲音； 整棟建築只有一個出

入口，安全隱密性無虞。這樣的整

體規劃深深贏得長租旅客、高階商

務旅客的心，讓他們在工作或是旅

遊之餘，輕鬆地進出入門廳而不感

到太多干擾與壓力， 就像進出自己

的家一般輕鬆自在。

「我家也要設計成這樣！」這通常是

客人一打開房門時， 對管家說的第

一句話。 有別於一般飯店， 華泰

瑞舍的客房以「居家」動線為規劃主

軸， 賦予飯店除了「住宿」以外，

更多更貼近生活感的可能性。共計

華泰瑞舍
溫馨台灣生活的起點 — 最有歸屬感的旅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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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巷弄間的風景

真實體驗在地生活感

越來越多的旅客認為巷弄間的風景才是旅程中最道地的

生活之美，許多華泰瑞舍的住客不一定會走訪遊客如織

的知名景點，反而喜歡搭著捷運或公車，到當地傳統市

場、特色店家帶回滿滿戰利品，回到房中仔細料理、緩

緩品嚐，這樣的旅遊型態改變，讓「公寓式酒店」成為

絕佳的住宿選擇，也讓旅途中增添更多生活趣味。

對於需要長期在異地生活的住客而言，能夠隨心所欲地

帶回新鮮食材、烹調簡單輕食以及想念的家鄉味，是讓

自己最接近「家」的撫慰。廚房是華泰瑞舍客房的設計核

心，彷彿空氣中飄著家常菜香味，等著「家人」歸來，

廚房中各式家電一應俱全， 如電陶爐、 蒸烤爐、 烘碗

機以及冰箱，讓喜愛烹飪的住客隨時都能享受下廚的樂

趣； 陽台放置了房客專屬洗衣機， 打開窗戶， 不僅能

讓空氣流通，也是讓人放空片刻、透透氣的角落；除

此之外，陽台也是曬衣服的場域，就算住在飯店裡，

潔淨的衣服也能有曬過太陽的味道。這些像家一樣的機

能，不但破除了一般「住飯店」的刻板印象，同時大大提

升便利性，正是因為這項特色，華泰瑞舍自開幕以來一

直受到旅客的青睞。

七種房型， 規劃有雙人房、 一房一廳、兩房一廳的空間配置， 坪數自13~47.7 坪不等， 採用天然橡木地板與牆

面，搭配如米色、咖啡色等暖色系主色調，並以帶有東方語彙的傢俱點綴，自然展現出溫潤宜人的旅居氛圍；

寬敞的浴室潔淨明亮，浴缸設計也考量長輩及孩子的安全，特別設置把手與防滑配置，讓各年齡層的住客都能

感到安心。令人感到窩心的是，華泰瑞舍提供了不收費的 Mini Bar，讓旅客享用飲料、點心，就像在家開冰箱一

樣自然，無須擔憂預期之外的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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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第二個家

傾聽每一個旅行故事

華泰瑞舍經理巫幸澐 Irene 觀察，

選擇「公寓式酒店」的旅客往往工作

時間較為彈性、個性較為獨立自主、

注重寧靜與隱私， 而華泰瑞舍服務

團隊總能敏銳地依據旅客的習慣，

適時給予協助； 當入住的客人抵達

時， 管家總會親切詢問來訪緣由、

選擇公寓式酒店的目的， 並提供鄰

近地區的交通資訊，讓旅客能更快

融入這座城市， 而旅客也往往回饋

給華泰瑞舍員工意想不到的故事。

澳門籍住客吳先生非常喜愛探訪台

灣北部的登山景點， 每次「翻山越

嶺」歸來， 都會和員工們分享連當

地人都不知道的秘境美景， 也曾經

在寒流來襲的冬天， 獨自到桃園健

行及騎腳踏車， 超強的行動力讓年

輕的員工都自嘆弗如。此外，許多

攜家帶眷來台北旅遊的住客， 對華

泰瑞舍的體貼服務印象深刻， 形成

每年都要到台北一遊、 回華泰瑞舍

看看「在台北的家人」的習慣，就像

香港籍旅客柯先生，從太太懷女兒

開始就每年入住一星期， 現在女兒

都已經 6 歲，還是每年「回家」一趟。

公共設施及交誼活動

打造最有歸屬感的台灣生活

五星級大飯店中總有個特別的「行

政樓層」， 其中設立了唯有 VIP 住

客才能使用的貴賓休息室， 在華

泰 瑞 舍 每 一 個 住客 都是 VIP， 任

何時間都能到 24 小時開放的「The 

Lounge」免費使用桌上型電腦、 飲

品、 小點心以及閱讀各式報章雜

誌。 在這個安靜、 輕鬆的空間，

無論是獨自靜靜閱讀或與家人旅伴

隨性聊天都相當適合， 許多旅客也

在這裡不經意地認識新朋友，互相

分享著自己的旅行故事； 商務旅客

能在此討論公事或舉行小型會議，

讓客房內的生活與工作更有區隔

性；「The Lounge」也是孩子們最

喜歡的地方， 各式小型玩具、豐富

的童書與繪本，讓爸媽在旅行中也

不錯過孩子們最喜歡的說故事時光。

喜愛運動的住客， 也別錯過室內泳

池， 陽光透過大落地窗灑落進室

內，帶來明亮清新的感受，泳池周

遭規劃種植草皮、綠樹，在享受溫

水泳池時，也能在嘈雜的城市中，

找到令心靈回歸平靜的一個角落。

華泰瑞舍的另一個優勢就是座落於

有台北表參道之稱的林森商圈， 地

處交通、 商業樞紐中心， 臨近超

市、公園、 電影院以及百貨公司；

中山國小捷運站、雙連捷運站近在

咫尺，生活機能完善。

出門在外的旅客們當然會有每逢佳

節倍思親的思鄉心情， 華泰瑞舍不

定時舉辦交誼活動，讓住客將想家

的情緒轉化為學習的樂趣，外籍住

客也能透過這些活動更了解台灣傳

統文化，和華泰瑞舍的一切產生更

多連結。 而華泰瑞舍服務團隊更不

會忘了每個住客的「大日子」，每每

遇到住客的生日，從蛋糕裝飾、卡

片設計到熱鬧的生日歌， 無不費盡

心思， 為的就是帶給壽星獨一無二

的驚喜回憶。

當旅行成為另一種「回家」， 那麼

旅途困頓的疲乏便能化作雲煙。 華

泰瑞舍是一座歡迎各地旅人的避風

港，每一位來訪者都能在這裡找到

「家」的理想樣貌。 透過貼心的服

務、溫馨舒適的空間，無論是長期

住宿的旅客或是短期旅遊的訪客都

感到賓至如歸，帶著滿滿的、暖暖

的回憶離開， 再期待下一次的「回

家」。

COVER STORY

Abundance 套房一景

室內溫水泳池

The Lounge 24 小時提供數種零食與冷飲

華泰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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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RECIPE

1 備料

Ingredients

3 浸泡2 打發 4 堆疊 5 裝飾

提拉米蘇 Tiramisu 是義大利的經典甜點，也是 L'IDIOT RESTAURANT 驢子餐廳最受歡迎的

招牌美味。義大利文中，“Tira“是「提、拉」的意思，”Mi“是「我」，”Su“是「往上」，合起來

就是「帶我走」。傳說中有個義大利士兵要出征 ， 妻子為了即將遠行的丈夫，將家中僅有的

食材做成一份糕點，讓他帶走最深的掛念，也希望他吃到提拉米蘇就會想起家中心愛的人。

在驢子餐廳，帶走的不只是美味，還有愛和幸福。提拉米蘇也是許多新手的入門款式，現在

就跟著主廚 Jack 蔡泰源一起試試這款浪漫又好吃的甜點！

取出烘烤完成的手指餅乾 ，

同時將咖啡倒入盤中放涼。

將鮮奶油打發 ， 將蛋黃、砂

糖、牛奶倒入碗中攪拌均勻

後 ， 加入鮮奶油及馬斯卡

彭起司製成慕斯。

將手指餅乾浸泡在放涼的咖

啡中大約 1-2 秒 ， 也可依個

人口味調整浸泡時間。

取出要放置提拉米蘇的碗盤，

第一層先放手指餅乾，接著擠

上慕斯 ， 依照「手指餅乾→

慕斯→手指餅乾」的順序重複

堆疊，最上一層為慕斯。

最 後 撒 上可 可 粉即大功 告

成！

義大利進口馬斯卡彭起司1 盒、牛奶 35g、Espresso 150g（可依個人喜好加入咖啡酒 30g）、鮮奶油 100g、蛋黃
60g、手指餅乾（也可以使用雞蛋 2 個、糖 30g、麵粉 60g 自製）、可可粉適量、砂糖 50g

「帶 我 走！」
提 拉 米 蘇 的 浪 漫寓意。

L'IDIOT RESTAURANT 驢子餐廳主廚 Jack Tsai 蔡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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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瑞苑

「全包式在地旅遊行程」
住房專案
大受歡迎的華泰瑞苑「全包式在地旅
遊行程」住房專案除了原有的蔣公書
齋導覽、夜間觀星、探訪墾丁國家公
園秘境、苗圃散步活動，現在還能和
國寶梅花鹿近距離接觸、在全台面積
最大的神秘毛柿林區尋幽、到溪邊摸
蜆仔、製作紅龜粿；館內 DIY 課程如
手工肥皂、手作大豆精油蠟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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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華樓、華漾

「月圓雙獻」月餅禮盒
華泰王子大飯店九華樓及華漾今
秋推出「月圓雙獻」月餅禮盒：
NT$640/ 盒 (8 入 )，內含抹茶棗泥
松子、南瓜五仁豆沙、杏仁白玉豆
沙、竹炭奶皇鹹蛋月餅共四種口味
各二顆。多樣口味及純天然食材創
造出繽紛月餅色澤，視覺活潑，味
覺豐富。凡於 8/27 前完成付款，早
鳥更可享 9 折優惠！

訂購專線：九華樓 02 7721 6619；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驢子烘焙坊

平日下午飲品加購甜點
優惠
在平日下午，忙裡偷閒的感覺最愜
意！星期一至五 14:30-17:00，在驢
子烘焙坊點上一杯馨香茶或咖啡，
加 價 NT$50 即 可 品 嚐 如 芋 頭、 巧
克力芝麻、蜂蜜等生乳卷；若加價
NT$70，就能享受超人氣的水果香
堤蛋糕、提拉米蘇等夢幻滋味。每
日不定期變換甜點口味，千萬別錯
過午後限定的幸福時光。

訂位專線：驢子烘焙坊 0903 393 
098。

驢子餐廳 

商業午餐新菜色
擅長將食材本質美味展現在溫暖料
理 中 的 L’IDIOT RESTAURANT 驢
子餐廳，推出平日商業午餐新菜色。
「海鮮墨魚汁燉飯」及「油封鴨腿
與破布子醬」是 NT599、NT899 套
餐不可不試的新鮮料理，「海鮮墨
魚汁燉飯」將洋蔥、鯷魚、番茄、
透抽共同熬煮成鮮美的墨魚汁，讓
義大利米心牢牢吸附，再以時令海
鮮搭配洋蔥拌炒，加入特製辣油，
將海洋氣息表達得淋漓盡致；「油
封鴨腿與破布子醬」則創意十足地
將常用於中菜的破布子醬與鴨肉汁
一同熬煮，中式風格的甘甜和諧地
展現在西式料理中，搭配當季農場
蔬果，每一口都是新鮮滋味。

訂 位 專 線： 驢 子 餐 廳 0903 393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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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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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END

The Bar at Sexy Fish 客座
倫敦最時髦酒吧 The Bar at Sexy Fish 
為 Caprice 餐飲集團第一家獨立經營
酒吧，室內空間充滿中世紀華麗精
緻風格，並以亞洲海鮮作為靈感，
創造兼具視覺衝擊與食材間的巧妙
平衡，活靈活現地將水中生物巧妙
運用在空間、菜色與盤飾上，讓賓
客猶如真實置身海洋世界般，體驗
一種全新型態的飲食空間與文化。
The Bar at Sexy Fish 於五月進行亞洲
巡迴客座，台灣唯一快閃指定飯店
型酒吧 EAST END，現場帶來五款人
氣調酒，為一直以來支持 EAST END 
的賓客提供源源不絕的國際視野與
品酒體驗。

訂位專線：0903 531 851。

華泰名品城

「愛在桃園，傳愛快閃」
百人快閃歌舞活動
母親節前夕，GLORIA OUTLETS 華
泰名品城 特別與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攜手合作，共同推廣環境教育、宣
傳環保理念。並號召不同族群的桃
園市民朋友、金曲歌王謝銘祐及知
名歌手同恩，一同於園區第一及第
二廣場展開「百人快閃歌舞表演」，
吸引大批逛街民眾駐足圍觀。

華泰王子大飯店

櫻花季
春暖花開，華泰王子大飯店櫻花紛
飛。一整棵的櫻花樹在大廳綻放，
並延伸到大片玻璃窗、check in 櫃
檯、客房電梯內，日式酒樽和紅色
的日本郵筒，更營造出濃濃的春季
賞櫻氛圍。

現場並提供櫻花明信片，讓前來用
餐或住宿的客人寫下自己的心意，
華泰王子大飯店免費代為郵寄，期
盼新的一切都隨著盛開的櫻花般繽
紛燦爛。

沐餐廳 

夏日池畔冰棒、沁涼果汁、
古早味番茄
夏日在戶外泳池畔，除了比基尼泳裝
上陣，好吃又好拍的水果冰棒或果汁
是一定要的！再來一盤南部限定的古
早味甘仔蜜番茄切盤，搭配醬油膏、
薑末、甘草粉製成的沾醬，酸酸甜甜
鹹鹹，暑意全消！新鮮果汁以嚴選產
地恆春火龍果及燕巢芭樂、西瓜、芒
果為主角，加入養樂多多酚，搶眼的
外型，讓視覺和味覺都沁涼，也吃得
到健康與新鮮。

訂位專線：08 886 3666 轉 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