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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外，皆我師也
你心中對於「職人」的定義是什麼？在早期日本文化中，職人一詞指的是那些以雙手製造出

優良質感物品，堅持細節的專業生產者。他們不僅擁有極致卓越的技術，更重要的是他們

對於作品嚴謹負責的態度，令人心生欽佩嚮往。現今社會中，職人的用法較為廣泛，當一個人對

其工作擁有一流的專業技術及態度，就值得被稱譽為職人。

華泰大飯店集團餐飲事業群營運副總經理 Jason 郭宗鑫，曾當過快遞小弟、網咖及燒肉店店員，

還擺攤賣過鹽酥雞，因為自認相當適合餐飲業，23 歲進入華泰大飯店集團後，從基層服務生開始

做起，一路穩紮穩打、用心付出，寫下自己精彩的職人故事。

在華泰大飯店集團的 15 年間，Jason 經歷無數場大小型宴會、籌備及管理高級海鮮牛排餐廳 TK 

SEAFOOD & STEAK，甚至曾到墾丁華泰瑞苑翻土種菜、除草澆花。直到現在，他還是常常在現

場帶位、端盤、結帳。今年不到 40 歲的他，在年輕一輩的同仁心中毫無高階主管的距離感，因

為他總是樂於傾聽、接納新的思維與意見，從他身上，又能體會到「觀察力」、「行動力」的重要，

「餐飲業是講求高度團隊合作的行業，不管對客人或同事，細微的觀察、即時的行動，都是不斷

進步的原動力。」Jason 認為，團隊氣氛良好，能讓工作進行得更順暢。這樣的心態讓餐飲事業

群上上下下的同仁都樂於和 Jason 共事，甚至成為互相分享生活心情的良師益友。

回想過去 15 年，因為忙碌又充實的工作，讓他覺得時光飛逝，卻也對下一個 15 年期待不已。他

笑說：「剛踏入華泰大飯店集團時，我一心只想學好端盤的技巧、收桌的速度，但現在我發現，

學習是永無止盡的，就像一句我很喜歡的話—『我以外，皆我師也。』認真看待周遭的一切，就

會發現每個人、每件事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這個道理，我想也適用於人生吧！」從他開朗的言

談中，不難看出，敞開心胸、樂於學習，就是 Jason 對於工作、甚至對於人生「職人」的定義。                                                                                   

                                                                 華泰大飯店集團

華泰大飯店集團

餐飲事業群營運副總經理

Jason 郭宗鑫  



3

華泰大飯店集團旗下華漾環球

店總經理 Tina 林庭茜及蔡安

豐主廚，在外型上看來是風馬牛不

相及的兩位人物，一位是嬌小亮麗、

善解人意的美女，另一位則是開朗福

態、言談又帶點草根性的廚師，但他

們對於各自工作細節的堅持、追求

完美的態度，以及互相尊重、合作無

間的默契，讓華漾環球店的 Google 

評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上升超過

20％，並創下單月營業額 2,500 萬元

的輝煌業績。如果說數字會說話，對

於這些漂亮的數字，Tina 和蔡主廚

的解讀是：「心態決定一切」。

早上 10 點鐘，前一晚凌晨12 點才下

班的 Tina 卻已經坐在辦公室，接聽

一通又一通宴客、會議的洽詢電話，

即使已經當上店總，卻還是做著第一

線的工作，因為她認為這樣最能直

接了解客人的宴客需求。同事檢查環

境後，她會再次巡視，從硬體機電、

空調、燈光的運作情況，到杯盤、桌

巾、碗筷是否都擺放整齊、乾淨透

亮，都有一套「Tina 標準」。就連紙

巾排列的角度、牙籤使用的方向，所

有的細節，都逃不過她那雙明亮清

澈的大眼睛。午餐餐期開始，Tina 站

在店門口親切的招呼客人，口條清晰

地介紹菜色，或與熟客閒話家常，舉

手投足間，都是沈穩自信的神色，今

年 32 歲的她，其實已經具備 13 年

的餐飲服務經歷。

19 歲時，因為同學相約一起打工，

當時就讀財金系的 Tina 就這麼誤

打誤撞的進入餐飲業，一做就是13

年。從婚宴現場端盤子的服務生開

始，半工半讀的完成大學學業。畢業

後，轉任宴會業務行銷的工作，而後

一路升遷，因為既懂宴會及小吃的外

場服務方式，也懂業務行銷，加上積

極細心、追求完美的個性，讓她短短

十年間脫穎而出，升至店總經理的

位置。

好的團隊氣氛 
帶來好的服務體驗

在年輕同事眼中，Tina 就像是一個

成熟的大姐姐，在工作上一絲不苟、

要求嚴格，卻總是以耐心、同理心的

方式領導他們。「許多工讀生就像當

年的我，是第一次打工，我很了解這

樣的不安，所以我做每件事都會讓

他們知道『為什麼這麼做』，而非命

令、強迫的方式。」二年前轉調至環

球店即擔任店總的 Tina 將自己的

心態歸零，一切從以身作則開始：

「初來乍到環球店時，覺得同事之間

氣氛有點『怪怪的』，例如客人退菜，

廚房就會不高興，外場受了氣之後覺

得委屈，大家工作沒有幹勁。所以我

華泰職人 從「心」出發  創造每個感動「食」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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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個同仁包含我自己，上班時都必須戴上耳麥，讓內

外場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透過耳麥聆聽同仁之間的對

話，在當下就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深信好的團隊氣

氛才能帶來好的服務，Tina 重視自己說出的每句話、做

出的每個動作，短時間內就凝聚了華漾環球店的團隊向

心力。「餐飲業是服務『人』的行業，『觀察力』非常重要，

然而許多人只知道體貼客人，卻忘了體貼同事。我總覺得，

先站在同事的角度看事情，再一起站在客人的角度去想，

十五個人的力量，總是大於一個人吧！」

溫柔的堅持 從細節中找到意義 

這樣體貼的個性與觀察入微的特質，讓許多客人也對 

Tina 的服務留下深刻印象。有位常客在 Tina 管理環球

店前，就固定每週和夫人一同前來用餐。在 Tina 第一次

服務他們時，發現餐後的水果盤竟然是冰的，甚至浮著

一層薄薄的冰箱水氣，當下立即換了一個盤子再送上，這

個細心的小動作，讓這位常客的夫人特別稱讚：「妳是第

一個和我一樣會在意水果盤溫度的人！」當然，Tina 也和

同事分享：「用餐習慣是因人而異的，也許客人不在意，

但既然我會在意，那就要換！」

華漾環球店的另一特色，是將港式飲茶文化中「推車點心」

的文化保留下來，服務人員在用餐席間來回穿梭走動，提

供道地而親切的服務。然而，曾有新進的服務人員在詢

問客人是否需要推車點心後，直接在客人面前紀錄「不需

要」。Tina 即在會議上分享：「如果你是客人，是不是有一

種『被做記號』的感覺？」她認為，唯有讓同仁試著「將心

比心」體會客人的感受，才能了解每個服務動作的意義。

「有同仁推推車時，就像在走秀，或是三七步，我請他坐

在客人的位置，他就會發現其實每個動作在客人眼裡都

一覽無遺、一清二楚。」

無論做事或做人，身為主管的 Tina 都調整自己的節奏，

溫和耐心地和團隊討論前因後果，一同解決再繼續前進。

「唯有找到意義，才會堅持下去。」儘管在當下見不到立

即的成效，但經歷時間淘洗，發現留到最後的都是真正

有道理、有意義的人事物。持之以恆，做對的事，是 Tina 

身為餐飲職人的堅持。

COVER STORY

華漾 環球店總經理 Tina 林庭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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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退路的勇氣 

讓自己成為品質保證 

    

而在美味料理的背後，有一位更具傳奇性的人物。華漾

環球店的蔡安豐主廚，來自雲林，11 歲開始在親戚開的

餐廳幫忙端盤子、15 歲到台北當學徒，具有 30 年的硬底

子真功夫。負責籌備華漾環球店開幕營運的他，無論對內

對外，都是 Tina 最仰賴的工作夥伴。身為一間餐廳的主

廚，這位在廚房內度過大半輩子的「職人」，有著自己堅

定的原則與信念。   

從小成績優秀的蔡安豐，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允許，國

中畢業後就獨自來到台北的廣東餐廳闖蕩。當時年紀小

小的他，卻已經懂得將遺憾轉為動力，即使全身上下只有

300 元，卻有著滿滿的勇氣：「既然沒辦法繼續讀書，也

沒有退路，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從基層學徒到能夠獨

當一面，蔡安豐的升遷速度飛快，隨著當時領進門的師

傅一路歷練，從中山、士林、到基隆、板橋，大大小小的飯

店餐廳，都有他的足跡。軍旅時期，擔任伙房兵的他，還

曾煮出一桌讓時任「空軍總司令」唐飛將軍大為稱讚的午

餐，甚至上台領榮譽獎。退伍後，因為廚藝精湛且態度積

極，曾被引薦擔任知名企業家的私人廚師，專注研究頂級

料理領域。

2011年，蔡安豐在華泰王子大飯店宴會廳創下單月2,000

萬元的營業額，而後協助籌備華漾環球店開幕營運，從食

材進貨、料理細節，到上菜速度，都以最高標準嚴格把關。

直到今天，華漾的老饕熟客，都早已認定蔡安豐主廚就是

「品質保證」，一吃，就知道是不是「蔡主廚做的菜」。

 

尊重團隊與食材 不當孤獨的廚師 

沒有主廚的架子，卻有主廚的高度。身為廚房總指揮的蔡

安豐，對於帶領年輕世代的子弟兵，則採用廚師之間特有

的直白方式：「廚房的節奏太快，就像帶兵打仗，不能孤

軍奮鬥，有任何事情，我都請大家不要放在心裡，直接拿

出來講。」面對面溝通，不當孤獨的廚師，不浪費時間，也

就不浪費食材。樂於提攜後輩的他，經常帶著同事到其

他餐廳嘗試新菜色，甚至相約一起出國，觀察、參考不同

國家的料理：「公司經常安排我到國外的大飯店考察、交

流，然而年輕同事比較少這個機會，所以我提醒他們享用

美食的同時，也不忘用心觀察別人怎麼做。畢竟『學如逆

水行舟，不進則退。』」

此外，具有高度實驗精神的他，常常發想出令人驚艷的料

理：「一般印象中『喜相逢』（柳葉魚）只是一道下酒菜，

很少放在大型宴會中，但換個做法，將它醃漬香烤後放

入喜宴菜色中，反而年輕人和長輩都讚嘆連連，每場都被

掃光。」他也曾在公司尾牙中，推出「起司鴨肉酥皮菠蘿

麵包」、「台式嫩雞三重奏」等創意菜色，讓大家吃得驚

喜又盡興。

廚德比廚藝重要 尊重身上的白色制服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事件頻傳，蔡安豐主廚特別有感：

「穿白色制服的職業只有『醫師』和『廚師』，廚師做菜

給客人吃，如果食材不新鮮乾淨，那客人恐怕就要去找醫

師了。所以不要看輕自己身上的這件白袍，要尊重自己的

職業與每一個選擇！」就像醫師入行前必須宣讀誓詞，蔡

安豐認為「廚德比廚藝還重要，最後比的都是良心。」若

無法「將心比心」的重視客人吃的每一口菜，那麼擁有滿

身精湛廚藝也是枉然。這樣嚴謹的態度，讓與蔡安豐共

事過的人都認為，他不僅僅是一個廚師，也是一個值得

學習的「職人」典範。

                                     

                             

COVER STORY

華漾

華漾 環球店主廚 蔡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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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RECIPE

1 備料

Ingredients

3 煮開2 爆香
將眉豆及花生浸泡約 15 分

鐘，將蓮藕去皮切塊，豬腳及

排骨切塊。

將豬腳及排骨過水汆燙後撈

起，再以冷水將渣沫清洗乾

淨。

將一鍋水煮滾，將豬腳及排骨

放入鍋中，再放蓮藕及其他材

料，以文火煲約2小時即完成。

材料：蓮藕 400 克、眉豆30 克、花生 30 克、豬腳一隻約 800 克、排骨 300 克、陳皮 1片、蜜棗 2 顆
調味料：薑 1 塊、鹽少許

主廚上菜 

港式煲湯：蓮藕花生眉豆豬腳湯

在冷冷的冬天，喝碗暖呼呼的熱湯是一定要的，而說到熱湯，就一定會想到港式煲湯。廣東人相信，依照時令「食

補」喝煲湯，可以祛除體內濕氣、提升身體免疫力，尤其在潮濕陰冷的冬天，更需要幫自己和家人補補身！本期

就由華漾環球店主廚蔡安豐示範簡單好上手的「蓮藕花生眉豆豬腳湯」，只要三步驟，就算新手也能輕鬆煲出

美味又養生的煲湯。此外，蓮藕、花生、眉豆都有健脾潤肺、益氣養胃的作用，豬腳更有滿滿的膠原蛋白，女生喝

了還有護膚補血的效果！         

                                                         
 華漾 環球店 主廚蔡安豐

 小知識 ：花生就手 喜上眉頭

「花生眉豆豬腳湯」是廣東地區農曆新

年期間餐桌上常見的煲湯，因為在廣東

話中，「花生」為「發生」的諧音，「就

手」則為「豬手（豬腳）」的諧音，意

謂「好事發生到手」，「眉豆」諧音則

有「喜上眉頭」之意。因此這道煲湯也

非常適合在新年期間料理，讓它為全家

帶來一整年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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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瑞苑

金擘獎榮獲三大獎項
華泰瑞苑首次參加第 16 屆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金擘獎即榮獲「民間經營團隊獎」最
高殊榮之優等獎、「政府機關團隊獎」
及「顧問機構團隊獎」三大獎項，為本屆
最受矚目之案。為提供更多元的生態旅遊
度假型態，華泰瑞苑與當地生態社區工作
室合作，推出全台獨家「全包式在地旅遊
行程」，無需費時費力自行規劃、不用額
外加價，就能一次參加住宿、餐飲及高達
20 種館內外活動，深入體驗恆春半島多
樣且獨有的精彩風情與文化。

訂房專線：08 886 3666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

春酒尾牙 NT$8,000+10%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31 日， 推 出 尾 牙 春 酒 超 值 優

惠，每桌 NT$8,000+10% 起，每桌贈

送台灣金牌啤酒或紅酒，專案優惠內

容提供席間果汁無限暢飲、專屬獨立

宴會場地、精美專用菜譜及桌卡，歡

樂時光必備的活動舞台、摸彩箱、麥

克風及燈光音響也一應俱全；每桌免

費停車的優惠，讓參與的每個同仁都

放鬆愜意盡享美味料理。訂席達 20 桌

以上，加贈每張最高價值 NT$2,178 的

華泰王子大飯店 - 九華樓「華泰片皮鴨

券」5 張，欲訂從速！ 

訂位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7721 6619  #1500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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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華泰名品城 

變身唐人街  喜迎金豬年
迎接 108 年金豬年，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打造充滿年節氛圍的「華泰
唐人街」。第一廣場的自由女神，將牽
起可愛金豬時尚逛大街，以中西合璧的
概念，創造另類年節話題！而第二廣場
將設置全台首座「旋轉金豬」裝置，白
天張燈結綵、晚上搖身一變成為搖滾金
豬舞台。以雙重驚喜景致，和您一同在
新的一年時來運轉！此外，推出 2 折起
的年節優惠，搭配初一至初五的年節遊
行，勢必將成為走春的熱門聖地！

交通資訊：高鐵桃園站六號出口 ( 台北
出發 19 分鐘 )，機場捷運 A18 站 ( 機場
出發 13 分鐘 )

TK SEAFOOD & STEAK 

頂級牛排午間套餐
NT$950+10% 起
台 北 東 區 最 潮 餐 廳 TK SEAFOOD & 
STEAK 全新菜色強勢登場！主廚 Louis 
江潘維在本季將其最擅長的熟成、爐烤
技術領域再升級，除了頂級牛排，台灣
櫻桃鴨、午仔魚一夜干都上桌，搭配
自家農場每日現採蔬果料理，再點綴
甜蜜元素，全新推出令人驚豔的創意
新菜。特別規劃商業午間系列菜單，
NT$950+10% 起就能吃到包含美國穀飼
頂級肋眼菲力牛排、前菜或湯品及甜點
的套餐，快約好心中重要的人，一起享
受一場精彩的午間饗宴。

訂位專線：0903 393 008

333 RESTAURANT & BAR 

全新酒單
萬 眾 矚 目 的 333 RESTAURANT & BAR 
最新酒單在 2019 年初正式上線！將台
灣水果、天然香料馬告、豆花甜湯、客
家擂茶元素結合歐美風味調酒，不僅讓
人驚艷於調酒師的創意，同時也變得貪
心！每一杯都想嚐試，每一杯都有故事。
充滿異國料理的 Barfood 也不能錯過，
好吃又好拍！快約上閨蜜或三五好友，
一同度過浪漫開心微醺夜。

訂位專線： 02 2175 5588 

華泰瑞苑

美照大募集活動
「華泰瑞苑美照大募集」活動圓滿結
束，吸引近百位參賽者共襄盛舉。感
謝眾多在華泰瑞苑度假的旅人，無論
是優雅的、活潑的、搞笑的、充滿意
境的⋯每個作品都美得各有特色！華
泰大飯店集團近期將陸續公佈獲獎名
單及寄出住宿券等大獎，希望每個獲
獎者在華泰瑞苑擁有更精彩的全包式
假期回憶！

訂房專線：08 886 3666

華泰王子大飯店

洋溢溫暖聖誕北歐風情
在最浪漫的十二月，華泰王子大飯店大廳
充滿著溫暖的聖誕氣息！除了色彩繽紛的
聖誕樹和滿滿的禮物，沙發區後方更有別
具特色的壁爐裝置，讓人仿若來到北歐小
屋中的客廳，溫暖的爐火和蠟燭，和一旁
咖啡廳內的麋鹿擺飾一同打造冬季專有的
幸福氛圍。

訂房專線：02 2581 8111

華泰瑞舍

「小男孩樂團」新歌MV場景
大明星蒞臨華泰瑞舍！小男孩樂團的最
新 MV《Never the Point》 由 溫 昇 豪 擔
任男主角，在公寓式酒店華泰瑞舍拍出
新高度。華泰瑞舍如輕豪宅般深具質感
的氛圍，讓溫昇豪和小男孩樂團都一眼
就愛上！快搜尋聽聽這首輕鬆卻有深意
的歌，看看 MV 裡美美的華泰瑞舍，你
可能也會說：回不去了！

訂房專線：02 2531 0699

華泰王子大飯店 & 華漾 

農曆新年年菜 & 圍爐饗宴
華泰王子大飯店及華漾廚藝團隊精選新
鮮食材，堅持嚴謹的烹製流程，推出
飯店級年菜外帶 8 人份套餐，優惠價
NT$8,888，超值的價格就能擁有飯店
級的高品質享受。預購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01 月 28 日 ( 一 ) 止，另外提供
單品販售，華漾更有廣受好評的除夕圍
爐饗宴，婆婆媽媽們別再勞心費力，一
起和家人輕鬆圍爐，歡慶新的一年！

訂購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7721 6619
華漾 中崙店      02 8772 9666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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