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RIA NEWS
SPRING 2016 NO.01 創刊號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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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東區最潮飯店

生態頂尖行旅，華泰瑞苑下午茶草莓季
九華樓╳華漾外帶年菜 國宴御廚到你家
華泰名品城，與時尚有個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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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從歐陸奢食到中式盛宴，華泰大飯店集團以在台四十多年的歷史，始終將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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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更在物業管理、出租公寓甚至生活百貨消費創造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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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帶來旅人一生難忘的感官體驗。近年，華泰更擴大事業版圖，不僅專注在飯店與

本期《 GLORIA NEWS 》春季創刊號，帶領您進入華泰大飯店集團的「將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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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核心，從各面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貼心與專業，首先，我們歡慶華泰名品城開

活動花絮

幕，以時尚視角結合休閒娛樂的購物版圖，4期完工後將擁有260項國內外知名零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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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又有大型美食廣場讓您待上一整天；再入住話題正盛、由知名設計師陳瑞憲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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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OTEL PROVERBS TAIPEI賦樂旅居，宛如劇院般具張力的五感空間，不同一
般旅店的邏輯格局，邀請旅人在心中抒寫出旅行的生活金句。
住旅店，是旅行的一部分。愉快的住宿經驗為旅程畫龍點睛，讓人想一住再住，甚
至專程為體驗旅店而啟程。您會為了什麼理由遠走？本期季刊，我們搶先曝光華泰旗
下各旅店從1月到3月的焦點活動，並回顧2015季末的精采花絮，從心到味蕾，為您打
造旅途中的每一細節。

www.gh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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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誠與真心烹飪

廚藝總監Fudy打造熱血團隊
陳昶福 (Fudy Chen) 自小在阿嬤的廚房打轉，對於料理充滿熱情。曾在美國接受正
統廚藝訓練並到米其林星級餐廳第一線，對西式烹調技術拿捏十分在行，認為突顯食
材本身鮮味非常重要，才嚐得到最真實原味。他曾在加州有機農場探索食物的原點，
找出食材的原味，善於嚴選最新鮮的當季天然食材，甚至是野生的自然食物。
身為華泰大飯店集團的第二代， Fudy 將所學帶回台灣，與一群不同背景、但對
烹飪同樣熱血的廚師、農夫及服務人員組成一支團隊，於集團旗下成立餐飲品牌：

L'IDIOT RESTAURANT & BAKERY驢子餐廳暨驢子烘焙坊、TK SEAFOOD &
STEAK、EAST END bar及333 RESTAURANT & BAR。秉持一家好餐廳除了選
用當季嚴選蔬果、新鮮現流漁貨、自家乾式熟成牛肉等頂尖食材，還要以真誠、用真
心做料理才是至要關鍵。Fudy在台北近郊還擁有一座有機農場，親力親為的他，每日
一早採收後 20 分鐘內直送餐廳，讓顧客品嚐到最新鮮的天然原味。未來，團隊還有更
多實驗性廚藝一起慢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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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歷史背景有新的生命，
時尚中卻帶有「家」的溫度

,,

,,

味，展現多汁的原味鮮甜，還有當日漁港

每季體驗到由 Ueno 大師與王牌調酒師聯

直送的海鮮任您現點現撈，烹出專屬於台

手創造的風格調酒，在 Ueno 的規劃中，

灣的海味，在通透明亮挑高三層樓的美味

酒單分為經典調酒、台灣古早味、分子和

空間，譜出牛排與海鮮的完美協奏。

Ueno 特調四個部分，每款酒體層次分明
且結構複雜，採用極佳品質的基酒並融合

旅行像是一本鉅著，使人明白箴言和
譬喻，懂得生命中的智慧言詞和謎語，
以 哥 雅 畫 作 「 箴 言 」 為 名 的 H OT E L
PROVERBS TAIPEI《賦樂旅居》在台
北東區落定， SOGO 忠孝館後方鬧中取

台灣人喜愛夜生活，調酒也被捧成台灣

在地食材，散發其截然不同的獨特個性，

之光，指標性酒吧簇擁著北市核心，來到

搭配主廚精心設計的Bar Food，帶給味蕾

HOTEL PROVERBS TAIPEI三樓結合
戶外休憩區的特色酒吧 EAST END ，是
由日本調酒大師上野秀嗣 Ueno 坐鎮、同

全然放鬆又竄出驚喜的體驗。

02 2711 1118

時也是他在日本海外唯一合作酒吧，貴客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56號

靜，讓方寸之心得以暫歇。
神秘、奢華、環保，陳瑞憲以綠建築
概念將皮層化為一張網，黑色線條篩落
陽光片片，澆灌露台裡的綠色植栽與城
市相容而不張揚，旋入室內， HOTEL
PROVERBS TAIPEI 以沈穩紅銅、圓
潤木質、手感皮料及細膩織品等元素，
建構出洗鍊奢華與熱情奔放的新美學空
間，靈感來自西班牙畫師哥雅（Francisco

Goya ）的銅版畫及藝術風格，並以其作
品PROVERBS為名，調合了浪漫主義與
寫實主義色彩，透過極精巧細膩的溶接，
將 9 . 7 坪至 14 . 6 坪每一間客房呈現獨特充
滿個性化的構思設計，沙發區、床臥區、
沐浴區各有非固定位置，讓旅客充分感受
到對家以外的「幻想」，如同哥雅作品中
奇幻迷離的世界。

恣意享樂，舌尖上的奢華
一座頂尖旅店，會具有大膽且具實驗性
的能量，帶給五感前所未有的體驗，而欲
了解一座旅店的靈魂，唯有從舌尖感受最
為濃烈，由L'IDIOT BAKERY日本進口
麵粉手揉老麵的烘焙香氣開場，以及同樣
位於一樓，廚藝總監陳昶福Fudy全新打造
的TK SEAFOOD ＆ STEAK，邀請玫
瑰鹽磚包裹的乾式熟成牛排為主角，在鎮
店之寶――西班牙國寶級烤箱JOSPER中
由JACK DANIEL'S白橡木桶木屑燒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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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01/2016
華泰名品城│
輕奢華OUTLET開幕
GLORIA OUTLETS華泰名
品城為華泰大飯店集團全新事
業體，在2015年12月18日盛
大開幕，座落於桃園市中壢
區青埔里，擁有全台首座真
正國際級露天式休閒購物村
與鄉村園藝造景的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距離台北市中心約45分鐘車
程，並與高鐵桃園站、機場
捷運A18站直接相連、出站步
行2分鐘即可抵達，堪稱國內

Outlet唯一最佳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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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住房驚喜│
住滿4家飯店送1晚

華泰瑞苑│森林住房
╳冬季草莓下午茶

EAST END│

華泰大飯店集團推出「買 4

【森林住房專案】帶著祕境

送 1 」大方送，任選集團旗

地圖，搭配房客優惠門票，

上野秀嗣（Hidetsugu

下4間飯店各入住1晚，即享

直探前所未聞的生態旅程。

集團任一飯店第 5 晚的免費

平日每房 NT$ 5 , 699 + 10 %

好康。該活動限訂官網「華

起，含兩客早餐

上野秀嗣 大師獻藝
Ueno ）世界唯一合作酒吧
在 HOTEL PROVERBS
TAIPEI內的EAST END展
開教父級的傳承， Ueno 將

Loewe 、 Jimmy Choo 、
Agatha、20/20 EYEhaus、
DVF、Desigual、Nordic、
Cotelac 、 Eden Park 、
Artifacts 、 LeSportsac 、
Chloe Chen、GMP Baby、
Joseph 、 iCB 、 台 灣 亨 得
利……，第一期共有102家國
際級品牌與餐飲品牌進駐，開
幕前一晚邀請藝人藍正龍、許
瑋甯等知名藝人到現場，並於
聖誕節前夕分享交換禮物必選
購單品，還有時尚達人分享

泰集團住房專案：集滿 4 家

【冬季草莓下午茶】清新莓

飯店送 1 晚」，贈送之有效

香融成甜蜜的季節問候，中

獨創多款調酒，皆為經典中

OUTLET的購物經驗，這處

期限為一年，本專案詳情請

午即可享用新鮮草莓甜鹹

的經典。

全台首座國際級美式露天休閒

參閱各館官網。

點。雙人價NT$990+10%

購物村，比時尚更好玩。

www.ghg.com.tw

www.gloriamanor.com

0903 531 851

於一月再次訪台，現場示範

今年秋冬約會穿搭及在國外

www.gloriaoutlets.com

FEBRUARY 02/2016
驢子餐廳的自家熟成室，吊

PROVERBS│
姊妹淘住房專案
以2-3人午茶甜點盤與點心籃

東區頂級深夜食堂

掛著許多風乾後的牛肉，其

做為甜蜜邀請函，搭配精選

過了晚餐時間就享受不到好料

中T-bone取自牛隻的前腰脊

香檳氣泡酒，再來到完美指

了嗎？這裡是您宵夜的最佳選

部位，將中間的丁骨拆開，

甲調色遊戲，還有女孩專屬

分別是一片菲力牛排及一片

盥洗包，豐富妳的八卦夜。

擇，營業至凌晨1:00，從漁港

紐約客牛排；菲力牛排屬於

2016.02.01-03.30
www.hotel-proverbs.com

驢子餐廳│
T-bone牛排大快朵頤

精瘦鮮嫩，而紐約客則具嚼
勁及油花，T-bone恰好同時

TK SEAFOOD &
STEAK│

直送的現流海鮮到自家乾式

華漾除夕夜│
桌菜慶團圓
6人份每席NT$9,800+10%、
12人份每席NT$18,800+10%
、包廂12人份每席NT$21,800
+10%， 贈 紅 酒 果 汁 佐 以
花膠蟹粉蠔菇海參，搭配

熟成的牛排，等您來嚐鮮。

松露羊排燕窩塔糕，迎接

0903 393 008

2016的奢食之宴不容錯
過。（包廂限華漾中崙、

滿足兩種需求，以西班牙的

華漾環球、華漾大立）

國寶級烤箱 Josper 使 JACK

華漾美麗華 02 2175 3888

DANIEL'S 白橡木桶木屑

華漾中崙 02 8772 9666

融入牛排表層燻香，結合碳

華漾環球 02 2228 7188

烤架及烤箱考驗主廚功力。

華漾大立 07 216 2288
www.hwayoung.com

0903 393 098

MARCH 03/2016

華泰瑞舍│
回家就像度假

觀，以兩百萬片馬賽克拼貼
詮釋「純淨的天堂」概念，

華泰大飯店集團於 2010 年

在陽光閃耀下紋路隱隱發

推出的飯店式公寓暨飯店，

光，內部則由陳瑞憲悉心構

位居台北市中心的優越地理

思，每間房型皆配備頂級廚

位置，交通便利，鄰近雙連

具，是投資置產、短暫休憩

站與中山國小站，可非常快

與長租的都會首選。

速前往台北地區任一地點。

www.gloriaresidence.com

333餐廳│輕食的晌午

H.Q. Lounge│

333 RESTAURANT &
BAR提供給忙碌都會人
輕食新選擇，午間套餐

幸福零時差
HOTEL QUOTE Taipei
2樓的H.Q. Lounge是極富

NT$ 250 + 10 % 起（含主餐

特 色 的 空 間 ， 提 供 旅 人 24

例湯及咖啡或茶），主餐包

小時的特製點心、新鮮水

含鮮菇野菜茄汁義大利麵、
西班牙辣腸蔬菜鹹派與花園

果、各式飲品，還設有Mac/
Windows兩種系統電腦可供

沙拉、經典凱薩沙拉、起司

上網，在閱讀區的另一端，

牛肉醬墨西哥酥餅、碳烤總

設有茶包、牙刷、浴帽、漱

匯帕尼尼與阿根廷香料雞翅

口水等自由備品區，讓晚歸

等吮指美味。

的旅客有任何需求可以隨時

12:00-16:30
02 2175 5588

滿足，自在又舒適的環境，
就像在家一樣。

https://www.hotel-quote.
com

由建築大師青木淳設計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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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EAST END│2015年11月UENO旋風
來到EAST END ——世界頂尖調酒大師上野秀嗣Ueno海外唯
一合作酒吧，每季都會親臨EAST END對Bartender團隊進行訓

集團│秘書之夜
每年 12 月的此刻，我們會邀請
辛勞的秘書們參加祕書之夜，

練、調整酒單，讓賓客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11月Ueno大師秋
訪EAST END，於13及14日對外舉辦活動，並為這次活動特別
精心調製五款經典與獨創調酒，包括Harvester、Full Bloom、

The White Lady、Black Negroni、Boulevardier，訂位人數

聯絡感情也多加慰勞；2015年

在活動開始前兩天即額滿，活動當天更是座無虛席，為了確保品

的主題為「我的青春年代」，

質，現場的每杯調酒都是他親手調製，讓每位賓客都能享用到最

呼應近期最夯的電影話題，現

原味的Ueno Classic。

場佈置成教室、擺放從前下課
時相約去拍的大頭貼機，還請
來木吉他樂手重溫民歌浪漫，
連dress code亦設定為學生時代
的穿著，喝著生活泡沫紅茶與
懷舊零食，讓心也凍齡。

驢子餐廳│與Camp de Amigo的烤雞野宴
11月Camp de Amigo，是以露營為形式的音樂祭活動，瘋露營
的人們坐在草地上輕鬆看表演，抑或是隨著節奏舞動，將平常生
活的緊繃拋在腦後、無憂無慮，而L'IDIOT驢子餐廳特地南下
參與這場盛會，在現場提供美味烤雞、三明治等特色美食，成為
最高人氣的話題。以新鮮當季、自有農場栽培食材入菜的驢子餐
廳，喜愛走向大自然，近期參與不少露營盛會，除了 Camp de

Amigo，還有老官道彩色露營嘉年華、VOGUE風格野餐日等熱
鬧活動。

華漾大飯店│婚體體驗日
一生一次的承諾，由華漾打造此生唯一的大器排場，9月5日「預
見幸福體驗日」，由全新形象創意總監黃子佼、陳珊妮的浪漫音
符以及方序中的全新視覺，聯手打造絕無僅有的婚禮新風貌。現
場以華美大器場地、道地粵式佳餚、專業婚企服務，展現華漾大
飯店在婚宴界的領導姿態，為慶祝邁入十週年，特邀請黃子佼領
軍量身打造專屬形象與視覺，其中以中西式動畫尤其吸睛，掀起
華漾大飯店前所未見的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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