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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必逛六大景點
華泰名品城 征服海外 
榮登泰媒心中來台必逛口袋名單 

逛街購物
當然還要吃點心！

華漾港式飲茶 
華泰名品城店盛大開幕



台灣必逛六大景點
華泰名品城 征服海外 
榮登泰媒心中來台必逛口袋名單

台北 101 的跨年煙火、中正紀念堂

的藝文活動、淡水漁人碼頭的落日夕

陽…，這些聲名遠播的觀光聖地，一

直是多年來海外旅客來台後的必訪

景點！然而，除了這些美麗景致與人

文之旅外，台灣還有什麼時尚「新亮

點」是可以立足國際，吸引各國觀光

客前往的呢？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引領 Outlet 購物新熱潮

隨著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的盛大開幕，「Outlet 觀光」除了在國

人間被廣泛討論外，更受到中港澳、

泰國及星馬等外國觀光客歡迎，成為

來台必朝聖的新興熱門景點之一。位

居時尚匯集地的台灣，品牌包羅萬象，

民眾接受度高，汰換率也高。也因此

品牌的商品週期相對較短，許多前

一兩季的商品，很快就能在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看得到、買得

到，商品的流行性遠優於亞洲其他國

家的 Outlet，天天平均 2 至 5 折的優

惠，價格頗具競爭力。

會在開業短短兩年，就受到國內外的

關注，主要原因無他。就是優越的地

理環境，不僅桃園高鐵、捷運共同加

持、距離桃園國際機場也只有 20 分

鐘車程。目前擁有約 170 家國際級品

牌與精品進駐，其中更有超過 40 家

品牌的獨家 Outlet 店櫃設立於此。

未來在三期全面開發完畢後，將有

超過 260 個品牌匯集，加上周遭八

景島水族館、新光影城、國際級飯店

與辦公大樓陸續到位，預計可在此形

成極具規模的一日休閒生活圈。

因應節慶變化園區氛圍 

打造驚喜購物樂趣

除了國際級的管理思維與硬體建設，

園區也提供賓至如歸的服務與精彩

購物體驗！每逢假日，街頭藝人皆會

在各角落進行多樣化的表演，帶給

商場無限活力。配合全球重要節慶，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每季

都會進行大規模的創意主題換裝。

如 2017 的聖誕檔期，園區就網羅超

過 20 家人氣打卡美食名店，共創令

人驚豔的美式耶誕市集。大型的粉紅

薑餅屋、飛簷走壁的聖誕老公公、15

米高的巨型聖誕樹、園區外和機捷合

作的聖誕彩繪列車、全區的大規模降

雪活動，都讓前往 Outlet 的民眾，感

受彷彿置身在國外的聖誕假期！消費

者每次到訪，不只能買好物、享折扣，

更有截然不同的購物驚喜與體驗！

南進計畫招攬觀光客 

泰國曼谷媒體見面會大獲好評

自 2016 年起，隨著台灣觀光局力推

新南向政策，華泰大飯店集團一直

尋求機會，策動海外拓展計畫。並於

2017 年 6 月底，在外交部與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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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大飯店集團 前進東南亞市場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為全台首座國際型的美式露天購物商城，開幕二年來不僅引領國人

Outlet 購物熱潮，也站穩國內 Outlet Leader 位置。為拓展外籍旅客消費人數、成為亞洲重點 Outlet

之一，2017 年 6 月底，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以華泰大飯店集團之力，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選定泰國曼谷為拓展東南亞市場的首站，獲得當地各大媒體熱烈迴響！泰國日報更將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列為泰國人旅遊台灣時必逛的六大景點之一。

  

獲得如此大的迴響，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總經理梁曙凡表示，因鄰近高鐵、機場捷運線的

雙重加持，外籍旅客已逐漸將這裡設定為旅程的首站或最終站，與設立之初的國際市場定位及目標

一致。「2020 年，周遭各建設將陸續到位，我們將整合國泰商旅、八景島水族館、新光影城等資源，

屆時外籍旅客的消費佔比將會再穩定成長。」總經理梁曙凡對於未來的營運，信心滿滿。

而為何選定泰國作為首要目標？梁曙凡分析：「目前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的外籍旅客佔比：

第一、二名為中國與香港旅客，泰國則為第三。泰國旅客在進行海外觀光時，購物是相當重要的一項

目的，因此消費潛力最高。另外，台、泰勞動市場長久互通、民間關係良好，加上這兩年互相開放免

簽證優惠，大幅增加泰國人民對台灣旅遊的嚮往。泰國具有 6800 萬的人口市場紅利，當地也尚無像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這樣國際級規模的 Outlet。加上集團與飯店亦有相同需求，幾經考

量與評估，選定泰國作為拓展東南亞的第一站。」

關於下一步拓展東南亞市場的策略，梁曙凡表示：「配合政府釋出的更多管道與行銷資源，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將站在政府巨人的肩膀上繼續前進。看好如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

亞等，總共近 10 億的消費人口，我們將以多樣化的行銷方式進行宣傳曝光，帶動東南亞各國前來台

灣觀光消費，便指日可待！」

華泰大飯店集團

GLORIA OUTLETS 總經理 梁曙凡



→事先上網做足功課，掌握每季優惠重

點。

→加入會員，每季可領取免費 Couply 

Flyer，享有額外驚喜折扣

→ Made For Outlet Line 商品不容錯過：

MK、Coach、Swarovski、Tumi、Tommy、

Mothercare、Polo Ralph Lauren、Brooks 

Brother...，款式大多為簡單、基本款，因為

Outlet Line 本身在定價上就比正價商品

低，所以折扣空間會大一些，是來 Outlet

時可納入採購清單的單品！

→歐系精品、義大利精品如 LOEWE、

GUCCI、Salvatore Ferragamo等，在這裡買

最划算，善用 Coupon Flyer 可湊件享更低

折扣，有時候價格可媲美歐美 Outlet！

→國外 Outlet 更新商品的速度1-2 年，

但台灣因為市場小且特殊，在這裡可以買

得到 1-2 季前的商品

→獨家品牌眾多，放眼全台灣，以下

品牌的正規 Outlet 店鋪只在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

● 一期獨家品牌：流行時尚品牌包括西

班牙頂級品牌 Loewe、以設計頂級女鞋

聞名的 Jimmy Choo、明星私房衣櫥之稱

的 Chloe Chen、集合世界各地設計商品

的 Artifacts、日本領導品牌 iCB 等；珠寶

配件Alexandre de Paris、日本精品帽飾品

牌帽子工房 Bowu Si Ko Bo、精品時尚眼

鏡品牌 JEpoque、2020 EYEhaus 等；居家

用品則為北歐櫥窗 Nordic、Philips 等；嬰

幼兒用品為英國知名品牌 Mothercare …

●二期獨家品牌：義大利時尚精品 Gucci;

巴黎時尚精品 LANVIN；剛重返台灣市場

的美國時尚品牌 Guess；揚名國際的台

灣設計師品牌 Jamei Chen 陳季敏；義大

利頂級內衣品牌 La Perla；廣受時尚潮人

歡迎的法國防水靴品牌 Palladium；名人

最愛時尚複合品牌 Level 6ix；Samsonite

集團下的包包品牌 Lipault Paris；因代

理漫威電影系公仔玩具而聞名的 Beast 

Kingdom 野獸國；兒童用品與服飾品牌

Recaro、Baby City；居家生活品牌 Lock & Lock、

LG、Tefal；服裝品牌 Wolsey、Majestic Legon、

Hazzys；包包品牌Promax、Bagstage；頂級車頂

架品牌Thule...

掌握以上的採購攻略，就能聰明消費！

喜歡來 Outlet 挖寶搶好貨的朋友，不妨

找個時間前往桃園 GLORIA OUTLETS 華

泰名品城，感受遼闊的戶外血拼空間、體

驗輕鬆愜意的時尚 Outlet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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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 OUTLETS

華漾港式點心

華漾港式飲茶華泰名品城店

2018 盛大開幕

以道地港式飲茶聞名的「華漾」，傳

承 40 多年歷史的飯店世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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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有的品味與細緻。2017 年底，「華

漾華泰名品城店」以溫暖質樸的設

計風 格，於 GLORIA OUTLETS 華 泰

名品城內盛大開幕，為逛街購物的饕

客們再添一家必吃人氣打卡餐廳。現

點現做的各式粵菜，輔以傳統推車道

地港式點心，絕對滿足每個老饕的味

蕾！無論是購物前、採買後，皆能在「華

漾華泰名品城店」享有最道地的飲茶

饗宴。木質溫暖色調裝潢，簡單明亮

的空間，充滿輕鬆愜意的氛圍，更能

細細品嚐餐點的美味及貼心服務。開

幕期間，華泰名品城會員可享 95 折

優惠。

「奶黃流沙包」鬆軟的包子皮，包裹

著以鹹蛋黃、奶油、煉乳等混合而成

的內餡，滿溢奶蛋香氣；「水晶鮮蝦

餃」使用完整的蝦仁包裹在晶瑩剔透

的水晶皮中，透明中透出蝦仁的粉紅，

口感飽滿紮實；「蟹粉燒賣皇」主廚

獨家秘方蟹粉，與眾不同的美味。除

了經典港點外，本次更多了兩款特色

主食，「櫻花蝦 XO 醬炒飯」以華泰大

飯店自製櫻花蝦 XO 醬結合香米搭配

簡單的蔥花、蛋及東港櫻花蝦快炒，

粒粒分明的炒飯鑊氣十足，而拌炒的

XO 醬遇上熱油釋出香氣，讓炒飯更

香口撲鼻，令人垂涎三尺；「蝦球撈麵」

撈麵為香港人最基本的飲食之一，以

撈麵本身自帶的獨特味道，搭配新鮮

草蝦手工製成蝦球，淋上些許蠔油拌

勻，讓原本的庶民料理脫胎換骨成為

絕響。 不論冷盤、小炒、主食、湯品

或港點，華漾專業廚藝團隊都以最高

標準細心料理，為的就是讓消費者體

驗最道地的香港美味。

體驗精彩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採購攻略大公開 

官網：www.gloriaoutlets.com的支持下，成功率領旗下各大飯店與 GLORIA OUTLETS 華

泰名品城，於泰國曼谷舉辦首場媒體見面會，一舉敲響在

泰國的知名度！除了獲得泰國各大主流媒體的熱情報導，更

被當地最具權威性的報紙媒體「泰國日報」(Thairath) 評選

為台灣觀光客必去的六大景點之一，成為台灣零售業成功

行銷東南亞的最佳典範！這讓來台旅遊不只侷限在體驗自

然美景與夜市小吃，更有國際級的 Outlet 採購行程等著觀

光客來一展血拼快感！

泰國媒體私房路線 台灣必逛六大景點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台灣最大的戶外露天 Outlet。無論是建築、氣氛都宛如置身在美國地

區，鄰近高鐵桃園站及 2017 年開通的機場捷運線，想從機場或是國內外

縣市直奔 Outlet 都不成問題！數百家國際品牌，如 adidas、Nike、UA 等

運 動品 牌，以 及 COACH、GUCCI、LANVIN、LOEWE、MICHAEL KORS、

VALENTINO 等精品區，折扣均 2 至 5 折起，若要享更多折扣，可先申請

會員，再到客服中心索取 Coupon Flyer，眾多隱藏優惠等著你，千萬別錯

過！

●營業時間：10am-9pm

（國定假日，每週五與週六延長營業至10p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 189 號

●官網：www.gloriaoutlets.com

●退稅：於同一家店購買滿 3000 元以上，持當日消費發票及護照至1F

客服中心辦理登記，即可索取「退稅明細申請表」

台北 101
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位於臺北市信義區。遊客可搭乘金氏世界

紀錄最快速恆壓電梯至觀景台，僅需 37 秒即直上 89 樓，盡享大台北繁

華夜色。  
 
中正紀念堂
為眾多紀念前總統蔣中正的建築中規模最大者。園區廣場的南北側為國

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廣場除了供民眾休憩外，也常是大型藝文活動

的場地，邦交國元首訪華的歡迎儀式也在此舉行。

淡水漁人碼頭
選一個悠閒的下午，到淡水漁人碼頭欣賞日落時分的絕美景致，漫步碼

頭上的木棧道，河岸咖啡店播放的音樂迴盪耳際，啜飲一杯屬於當下的

美好，是當地人的日常，也是風格旅人難忘的體驗。

 
野柳地質公園 - 女王頭
到野柳地質公園，一睹「女王頭」的風采，時間與空間風化了蕈狀岩，造

就了神似英國伊莉莎白女王頭像的獨特景觀，遠看雍容大方，頸部修長、

臉部線條優美，讓人不禁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九份老街
街道由「三橫一豎」等四條道路為主，被許多階梯圍繞，別具特色。 身處

孤懸在山丘上的九份山城，得以鳥瞰基隆嶼山海險峙的霧雨迷濛美景。

逛逛特色紀念品店及品嚐在地美食，充滿懷舊氣氛的建築，讓人彷彿時

空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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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漾

華泰名品城店開幕
「華 漾 華 泰 名 品 城 店」在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內盛大開幕，為
逛街購物的饕客們再添一家必吃美食
餐廳。無論是購物前、採買後，消費者
們皆能在華漾華泰名品城店享有最道
地的飲茶饗宴。木質溫暖色調裝潢，簡
單明亮的空間，充滿輕鬆愜意的氛圍，
讓消費者更能細細品嚐餐點的美味及
貼心服務。開幕期間，加入華泰名品城
會員，即可享 95 折優惠。

訂位專線：03 273 8680

驢子餐廳

情人節套餐
浪漫情人節，在以溫暖、童趣為設計主軸的驢子餐廳，享
用當季手工地中海料理，是和親密情人一同度過暖心時刻
的最佳選擇。驢子餐廳特別推出主廚精選套餐，以季節性
手工創意料理繽紛您的每一刻。

訂位專線：0903 393 098

華泰王子＋九華樓

馬來貘入住用餐體驗
超人氣又超可愛的馬來貘入住華泰王子大飯店囉！趁著
來台北出差參加 ITF 台北國際旅展的機會，馬來貘抽空跟
爽爽貓結伴來九華樓大啖美味的廣式片皮鴨，以及愜意
地在 L’IDIOT 驢子餐廳喝杯咖啡享用蛋糕！

訂位專線：九華樓 02 7721 6619；驢子 0903 393 098

華泰 + 華漾

尾牙春酒專案：
週日至週三消費，滿 5 桌送 1 桌
華泰王子大飯店自 2017 年12 月1日至 2018 年 3 月 31日
止，華漾大飯店自 2017 年12 月3 日至 2018 年1月17 日，
或 2018 年 2 月 2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推出週日至週
三消費，滿 5 桌送1 桌的尾牙春酒超值優惠。華泰王子一
桌 NT$11,800+10% 起，三種菜譜提供多樣性的選擇，另依
照桌數及菜譜免費享用或加購精選紅酒無限暢飲；華漾一
桌 NT$8,800+10% 起，每桌贈送紅酒一瓶，共四種菜譜；是
各企業老闆、福委會感謝共同打拼同仁的最佳首選！

訂位專線：華泰 02 7721 6619；華漾美麗華 02 2175 3888、華
漾中崙 02 8772 9666、華漾環球 02 2228 7188

TK SEAFOOD & STEAK

180 天和牛獨家登場
主廚 Louis 全台獨家將牛油包覆美
國華盛頓 PRIME 等級牛肉，乾式熟
成 180 天後盛重推出目前全台天數
最久的「180 天牛油包覆乾式熟成牛
排」，歷經時光的淬煉，每一口馥郁
經由發酵，以及專人每日不斷反覆測
試，成就出無與倫比的極致風味，每
月僅限量供應 10-20 份，雙人套餐
NT$5,280，單點 NT$4,280。

訂位專線：0903 393 008

瑞苑

入住海悅客房
送 SPA By Valmont
面膜專案
華泰瑞苑與擁有百年歷史歐洲皇室
指定頂級護膚品牌 SPA By Valmont
合作，打造首座以大自然為設計背景
的頂級 SPA 館。即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止，凡入住海悅客房以上房
型，即 贈「SPA By Valmont 40 分 鐘
肌密更新面膜療程」體驗乙堂，價值
NT$3,000，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

訂房專線：08 886 3666

華泰 + 華漾

【華泰呈祥】、【漾漾如意】
年菜
華 泰 王 子 大 飯 店、華 漾 大 飯 店 分
別 盛 重 推 出【華 泰 呈 祥】、【 漾 漾
如 意 】年 菜 外 帶 8 人 份 套 餐 僅 需
NT$8,888，並 提 供 單 品 販 售，讓 消
費者有更彈性而多樣化的選購組合。
華漾 大 飯 店 也推出除夕圍爐團圓桌
菜，6 人 NT$9,800+10% 起、12 人
NT$18,800+10％起，並提供紅酒一至
二瓶及果汁無限暢飲。

訂位專線：華泰 02 7721 6619；華漾
美 麗華 02 2175 3888、華漾中崙 02 
8772 9666、華漾環球 02 2228 7188

華泰瑞苑

「全球十大景觀飯店」之一
華泰瑞苑被華文最大旅遊資訊平台 
MOOK 評選為「全球十大景觀飯店」
之一，為台灣唯一上榜飯店！抽空安排
三天兩夜小旅行吧！坐擁大尖山及大
灣海景、追尋梅花鹿的蹤跡、靜聽先
總統蔣公的旅遊故事、體驗南台灣唯
一瑞士進口SPA By Valmont的魅力。
在秘境裡，遠離塵囂，寫下不一樣的
墾丁回憶。

訂房專線：08 886 3666

EAST END

首度參與女巫盃
創意調酒大賽即獲亞軍
EAST END Bar 調酒師 Deemo Zhang 
詹宸昱第一次參加調酒大賽，就以創
意及獨特的調配方式，一舉拿下2017 
Strega 女巫盃飲調創意競賽亞軍。將
有 70 多種花草釀製的「Strega」酒結
合果汁、利口酒、基酒等元素，幻化成
令人心動的藝術品，呼應「Strega」女
巫代表的神秘與魅力。EAST END 專
業的調酒實力及細膩的服務，用心聆
聽賓客的需求，在談笑間陪你度過每
一刻。

提醒：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訂位專線：0903 531 851

華泰瑞苑沐餐廳

全台十大人氣早餐
華泰瑞苑沐餐廳致力於推廣台式風格的恆春在地本
土料理，提供多樣化的早餐選擇，獲得知名訂房網站
Hotelscombined.com 評選為全台十大人氣早餐之一。
從虱目魚粥、東港肉粿、到法式吐司、班尼迪克蛋，無論
如何創意詮釋食材，都能讓您在群山環抱、鳥語花香中
優雅地開啟每一個悠閒的早晨。

訂位專線：08 886 3666

CHEF'S RECIPE

圍爐時刻 

慢火煨熬

1備料

Ingredients 

3調湯2組裝 4燉煮 5完成

團圓時刻必備的佛跳牆，

料多湯鮮、溫暖人心。熱呼

呼的湯盅，散發出難以抗

拒的香氣；濃郁的美味，是

百年經典歷史名菜，當然

也是華泰王子大飯店 - 九

華樓的招牌年菜之一。儘

管費時 費工，若 有興趣自

己動手做，只要有耐心和

愛心，其實沒有想像中那

麼難！現在，就跟著九華樓 

William 李康寧主 廚 一 起

試試吧！

將全部食材大小洗淨、

切塊。將筍片浸 泡 4 小

時、干貝浸泡半小時，將

芋頭、栗子、鴿蛋、魷魚

絲、蒜頭、排骨以油鍋炸

至香酥後備用。筍片、蹄

筋、魚皮絲川燙後備用。

將材料1-10 依編號順序

放入佛跳牆盅內。

將蒜頭、蔥、蛋酥炸香後，

再加水熬煮半小時，撈

起瀝油，取另外一個鍋

子，放進鍋內，加入鹽、

醬油、糖、胡椒粉調味。

將調好的濃郁高湯緩

緩加入佛跳牆盅內，

再將佛跳牆盅放入電

鍋或蒸籠裡，蒸 1 小時

15 分至1 小時 30 分。

溫暖 全家、香氣撲 鼻

的佛跳牆，大功告成！

材料： 

調味料： 鹽、醬油、糖、胡椒粉、五香粉、太白粉

華泰王子大飯店九華樓 主廚 李康寧

幸福的味道 佛跳牆

五星主廚上菜

 1. 筍片 100g  2. 芋頭 200g  3. 排骨 200g     4. 栗子 40g      5. 鴿蛋 ( 鳥蛋 )50g

 6. 蹄筋 70g   7. 蒜頭 20g    8. 魷魚絲 20g    9. 魚皮絲 40g 10. 干貝 20g 

11. 蛋 一顆   12. 蔥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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