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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會的那幾年，你是否曾經立下宏大的志向，要當上大企業內的高階主管、成為百萬

年薪的工程師，或是集美貌與能力於一身的職場女強人？也或者很單純地，就只是想當

個做出美味料理的廚師、讓人變得更帥氣美麗的髮型設計師，或是帶給客人一段難忘住宿體驗

的飯店管家？

如果你曾經從事服務業，甚至喜歡服務業，也許你其實擁有一顆最單純的心。服務業是必須與

人密集相處的行業，看到別人開心，你就開心；帶給別人歡樂愉快的體驗，就是工作上的初衷

與續航的動力。

華泰大飯店集團營運近 50 年，我們始終認為比起奢華裝潢、頂級設施，飯店中的「人」才是

讓旅客留下深刻回憶最重要的元素。集團旗下共 5 館飯店、近 500 位第一線服務人員，每一館

都有幾位代表性的靈魂人物，華泰瑞舍 The Lounge 接待員 Pary 林健次、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資深禮賓接待員 Spud 張家溢，就是其中耀眼的兩顆星星。他們一個已近花甲

之年，一個則是有子萬事足的年輕爸爸；看似搭不上邊的兩人，共同點是臉上都掛著極富感染

力的開朗笑容。他們平凡得就像你我，為了生活努力，樂於當一顆重要的螺絲釘，協助世界巨輪

往明亮的軌道運行；在那些和客人共同創造的無數回憶裡，將最真誠的熱情毫不保留地分享給

每一段相遇，感動了旅客，也感動了週遭的每一個人。從他們富有溫度的故事中，你可以感受到

服務的本質，以及他們對於快樂的定義。

                                                                                    華泰大飯店集團

HOTEL  P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

服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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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6 點鐘，大多數人都還沒離開

溫暖的被窩，卻是華泰瑞舍 The 

Lounge 接待員 Pary 一整天最忙碌的時

刻，因為半個小時過後就是客人的早餐

時間。「張先生是左撇子，餐具要放左

邊；張太太每天習慣先喝一杯溫開水，再

來一杯蔬果汁，用一塊半的鳳梨、半條小

黃瓜、半顆奇異果和蘋果搭配 100c.c 的

冷開水。」房客的用餐習慣，Pary 倒背如

流，The Lounge 內的設備維護更是不假

他人之手：「這台咖啡機機齡已經超過

十年了，但還是運轉得很順暢，只有我知

道它偶爾『當機』的時候有什麼眉角可以

讓它復活！」對於 The Lounge 內的每盞

燈、每個杯盤、沙發抱枕，甚至桌椅上的

烤漆紋路，他都瞭若指掌，桌上的小盆栽

甚至是他自掏腰包買的，Pary 笑說：「我

把 The Lounge 當作家一樣的照顧，讓它

就像客人自己家中的客廳與餐廳，全家可

以放鬆地聚在一起聊天休息，我不像在

工作，而是在照顧家人。」

    篤信基督教的 Pary，無時無刻都抱

持著感恩的態度：「每天一進到華泰瑞

舍大門，第一件事是謝謝上帝讓我在此

上班、謝謝主管同事的合作，接著是祝

福每個客人今天都過得很順利。」此外，

他還有個特別的習慣：「我常常對著 The 

Lounge 內的傢俱說話，因為我希望它們

都開心地和我一起服務客人，下班前會再

對它們說聲『謝謝！辛苦了！』」儘管別人

覺得對著桌椅喃喃自語的他有些好笑，但

牧師告訴他：「只要你認為自己在做對的

事，就不必在乎他人的眼光。」這樣的正

能量，也隨時落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例

如看到同事或客人今天的打扮特別好看，

他也不吝大聲讚美：「同事常常說我的讚

美很誇張，可是我是真的覺得很棒！」有 

Pary 的地方，似乎都充滿了笑聲。

  「其實進入飯店業之前，我比較功利，

我賺了很多錢，每天下班後就是吃喝玩

樂、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但心靈非常空

虛。」30 多年前，剛退伍的 Pary 從事傳

銷工作，善於與人交際溝通的他，透過

傳銷賺錢對他來說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我常在想，我有錢了，為什麼卻還是不

開心？真正的踏實快樂到底是什麼？」迷

茫的他開始尋找職涯的下一個契機。其

中由於傳銷工作需要經常出差，Pary 因

此擁有許多住宿飯店的經驗，自然而然

地認識許多飯店服務人員：「我發現飯店

業的人每天都過得很開心，而且飯店的

工作和傳銷一樣，可以接觸各式各樣的

華泰職人	超越服務的服務

COVER STORY

選擇住宿一間飯店的理由有很多，方便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海的絕美風景、新潮的設計風格、超值優惠的價格⋯，但你是否曾因

為某個「人」而入住一間飯店？華泰大飯店集團旗下華泰瑞舍	The	Lounge	接待員	Pary	林健次，以及	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的服務中心管家	Spud	張家溢，就因為提供發自內心、提供客人超乎期待的服務體驗，吸引世界各國旅客為了他們一再

入住，甚至之後就算不住在他們服務的飯店，也一定要在台北和他們見上一面，重溫或創造共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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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卻不用想著如何推銷商品給客人，或是如何從別人身上賺到

錢，我想我也可以試試看。」當時已經30多歲並擁有家庭的他，

只會簡單的英文會話、甚至一句日文都不會說，憑著一股強烈

的熱情，以及對「踏實快樂」的嚮往，在朋友介紹下就踏入了

飯店業，「一做之下，我就再也不想離開了。」Pary 真誠地分享。

   從大飯店的行李員開始歷練，再到服務中心、大廳櫃檯、

房務、餐飲部，開朗大方的個性，加上良好的應對進退能力，

讓客人都對 Pary 的服務印象深刻。認真負責又細心的他，也

獲得各級主管的肯定，甚至當時的飯店總經理還全額出資讓 

Pary 下班後進修日文，他也確實在短時間內就能和日本客人

對答如流，雖然自謙只是「菜市場程度的日文」，處理客訴時

卻從未被為難過，因為對方早已被他的熱忱與誠意融化。30

年累積的深厚服務經驗，讓 Pary 在華泰瑞舍可以提供「一站

式服務」，從入住時的泊車指引、行李服務、櫃檯 check-in、再

到隔天的早餐安排、退房服務，他都一手包辦。曾有新手媽媽

帶著三個月大的小嬰兒到 The Lounge 用餐，對於突然哇哇

大哭的孩子頓時間束手無策，Pary 當下自然而然地接過奶瓶，

三兩下就安撫得服服貼貼，讓客人在退房、回國後還特別寫了

讚揚信給華泰瑞舍經理表示：「Pary 是我這趟旅行最重要的

回憶！」。

    在飯店業裡待了 30 年，最大的心得是什麼？「施比受更有

福。」Pary 發自內心地說。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他終於體會

到當年殷殷切切追尋的那份踏實快樂。目前已經是爺爺年紀

的他，從未設定退休的年紀，只知道自己想工作到不能工作為

止。看著 Pary 在早餐時間過後，用餐客人都散去，獨自一人

整理杯盤與桌椅的身影，沒有人監督觀察，沒有人打分數，但

他的嘴角依然然上揚，愛笑的眼睛閃閃發亮，就好像看完電影

「阿甘正傳」，沒有大起大落的劇情，卻讓人靜靜省思，餘韻

溫暖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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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熙來攘往的台北東區，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黑色剛硬的外型帶有一絲神秘，走入其中是

挑高三層樓高的大廳空間，八盞水晶燈與鏡面相互折射輝映，

義大利巧拼磚與山水石共同營造出洗鍊奢華的氛圍。在這間

國際級設計精品酒店的服務中心，有一位笑容洋溢的大男孩 

Spud 張家溢，隨時都準備好帶領旅客感受人與人之間最單純

的熱情。

    從小就喜歡上台講笑話逗得全班同學哈哈大笑的 Spud，

是團體裡不可或缺的開心果。樂天開朗的個性，讓他不僅在同

儕中人緣極佳，就連街坊鄰居、警衛伯伯或打掃阿姨他也都能

打成一片。長大後，Spud 對於成為社會既定印象中的「優秀菁

英」、「成功人士」沒有太大興趣，不過就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

主修英文系的他剛畢業時也不免茫然：「我不是年紀輕輕就知

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只知道我想做和『人』互動的工作。」就

這樣有些誤打誤撞地，Spud 在飯店裡找到了小時候那個讓更

多人歡笑的舞台。

    身為飯店服務人員，擁有良好外語能力是基本條件，但 

Spud 的英文流暢程度就連老外都頻頻稱奇，然而他從未在國

外留遊學或長期生活，憑藉著學生時期至今都未曾間斷的自

習進修，以及廣泛的愛好興趣，Spud 幾乎和每個客人都能聊

得一見如故，從自行車環歐賽、F1 一級方程式賽車，到葡萄酒

莊園、氣象觀測站，彷彿天文地理，無所不知，客人說的英文俚

語、美式幽默，他不僅立刻會意，還能舉一反三。而這份對於

萬事萬物的熱情與毅力，當然也展現在工作上，甚至超越了職

責上的「check list」。每天早上，在公清阿姨還沒上班時，Spud 

已經將大廳玻璃門上的灰塵擦去、收拾公共區域的紙屑；從來

沒有請過一天假，總是準時站在工作崗位，確認入住旅客的資

料。與 Spud 共事過的主管或同事，只要一想到「今天 Spud 

當班」就非常放心。

   「和客人成為朋友」是許多服務人員都有的經歷，對 Spud 

來說，這樣的故事更是不勝枚舉。喜歡騎腳踏車的他，常常在

下班後或休假時帶客人騎著 Youbike 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

一起大啖林東芳牛肉麵、探索道地的銅板美食；欣賞大稻埕旁

的河堤風景、到迪化街感受老台北的文化面貌；協助客人籌備

藝文展覽、一起體驗試營運的機場捷運。在無數充滿笑聲的回

憶中，Spud 讓世界各國的旅人都看見了台北的美，也看見了人

與人之間最單純的友誼。 看著一封封讚揚信或留言，從 Spud 

的視角看來卻有不一樣的詮釋：「客人常說我帶給他們很多感

動，但其實他們也感動了我。」入住飯店的客人百百種，每天都

有不同的故事在 HOTEL PROVERBS Taipei 上演著：「我從他

們身上看到地球另一端的風景，學到我從未聽說過的知識，每

個人的生活都和我很不同，但相同的是我們對『人』和『人生』

都很熱情。」Spud 緩緩道出這些當年「不想成為優秀菁英」的

工作心得，但在旁人眼中，他已經成為了服務業中的「成功人

士」。       

    在這個過於喧囂的時代，追求卓越與名利似乎是唯一的主

流價值，「簡單」有時竟變成一件不簡單的事。Spud 的生活

很平凡，除了工作，就是騎腳踏車和回家陪小孩，簡單卻很快

樂。你可能會好奇是什麼樣的思維，造就出這種率真樂天的個

性？Spud 給出了一個乍聽單純、細細咀嚼後卻充滿哲思的答

案：「從小我就不喜歡競爭、拼輸贏，就像打籃球，我喜歡三對

三、五對五，而不是一對一，比起較勁，我更喜歡『團隊』的感

覺，大家一起打好這場球，是一件很熱血的事，而不是想盡辦

法展現『我是全場最強的人』。」不必當 Top of the team，當

個 Part of the team 就很開心。Spud 踏入飯店業將近 8 年，

每一天他都像第一天一樣，期待著今天會遇見什麼新客人，想

像著會有什麼有趣的互動。他說：「我的服務沒有目的性，就

只是純粹想讓客人的旅程更有趣。」生活真的可以很簡單，開

心就好。這就是 Spud 的工作理念，也是他的快樂人生之道。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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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RECIPE

1 備料

Ingredients

3 調味 & 裝飾 4 完成2 搖盪
將全部材料倒入 shake

杯中，加冰塊至全滿。

指尖 及 虎口確 實 拿 好

shake 杯，運 用手臂和

手腕的力量往上 45 度

角搖盪約10 秒。

擠壓些許檸檬汁於杯中

後，另外切一片檸檬，裝

飾於杯緣。

龐德調酒大功告成！

材料：琴酒 45ml、伏特加 15ml、香艾酒 10ml、檸檬一片、冰塊一包

“Shaken,	 not	 stirred.（用搖的，不要攪拌）”，如果你是個 007 電影

迷，一定對詹姆士龐德這句霸氣點酒台詞印象深刻，看了讓人好想

跟著點一波喝一波！龐德最愛的雞尾酒之王	Vesper	Martini	厚重又

成熟的酒感，無論男女，點上一杯都充滿魅力，在正式的社交場合更

顯得紳士及優雅。如果想在家自製小酌也很簡單，現在就跟著	EAST	

END	調酒師 Sam	Lin	調調看，享受一個放鬆的夜晚！ 

                                                         

                  霸氣調酒 Vesper 馬丁尼

          007 詹姆士龐德的最愛

	EAST	END	調酒師	Sam	Lin	林輝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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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王子大飯店、

華漾 & 華泰名品城

2019 婚宴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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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0+10% 起，
即 可 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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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 全 區 將 擴 增 至 28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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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RESTAURANT & BAR

人氣早午餐全新改版
人氣超值早午餐全新改版，涵蓋美
式、義式、法式等八種選擇主餐，
「爐烤野菇炒蛋」、「蘑菇費城牛
肉起司堡」、「鄉村楓糖法國吐司
佐季節水果及綜合堅果」都有了新
鮮變化，搭配清爽生菜沙拉及無限
量供應的松露薯條，以及新角色「燕
麥水果優格」只要 NT$300 起的超
值價格，是台北早午餐的不二首選。

訂位專線：02 2175 5588 #5502

驢子餐廳、九華樓、TK

用餐就刷新光頂級卡、
花旗頂級卡！
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驢
子餐廳、九華樓用餐，以新光銀行
頂級卡 ( 無限卡、世界卡、極緻卡 )
付款，可享 85 折優惠。於驢子餐廳、
TK SEAFOOD & STEAK 用餐，以花
旗銀行寰旅尊尚世界卡付款，最低
可享 75 折；以花旗銀行 Prestige 卡
付款，2 人用餐最低 5 折起！以上優
惠平、假日皆適用，不適用於連續
國定假日、特殊節日，詳細折扣方
式依餐廳現場說明公告為主。

訂位專線：

驢子餐廳 0903 393 098；

九華樓 02 7721 6619；

TK SEAFOOD & STEAK 0903 393 008

華泰大飯店集團

「台北趴趴走」專案
2019 年 4 至 6 月，華泰大飯店集團旗

下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泰瑞舍、HOTEL 

QUOTE Taipei、HOTEL PROVERBS 

Taipei 與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合作推出

「台北趴趴走」專案，住房即贈風格觀

光地圖秘笈、專案特製悠遊卡或台北市

雙層觀光巴士乘車票券，讓您按圖索

驥，走看深度魅力台北。

訂房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2581 8111

華泰瑞舍 02 2531 0699

HOTEL QUOTE Taipei 02 2175 5588

HOTEL PROVERBS Taipei 02 2711 1118

華泰王子大飯店九華樓 

經典好粽，九華飄香
九華樓推出「九華好粽」二款香粽：
鹹粽「XO 醬烏魚子粽」以招牌干貝
櫻花蝦 XO 醬入餡，搭配頂級烏魚
子，香氣悠長，用料實在；甜粽「桂
圓紅豆沙粽」則將綿密的紅豆、長
糯米、及帶有米酒香氣的桂圓完美
結合，香甜不膩。無論送禮或自用，
都能品味到最情深意粽的真摯心意。

訂購專線： 02 7721 6619 

華泰瑞苑 

「春天藝術季」—流浪者
計畫講座
華泰瑞苑團隊致力成為當地居民的

生活藝術平台，今年已邁入第三年

的「春天藝術季」邀請到雲門舞集

最廣為人知的「流浪者計畫」旅行

流浪者們舉辦講座，自 4/14( 日 ) 至

4/27( 日 )，每週末在華泰瑞苑分享

他們在世界各地如日本、印度、越

南、西藏及泰緬的旅行心得與人生

體悟，歡迎當地居民及旅客免費報

名參加。

報名專線：08 886 3666

華泰瑞舍 

Marais 瑪黑家居主題房 丹麥設計美學進駐
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華泰瑞舍與「Marais 瑪黑家居選物」攜手推出聯名主題房，在華泰瑞舍共同打造一處
城市居家美學空間，讓住客在住宿期間親身體驗源自丹麥品牌Bloomingville清新、寧靜風格的設計美學，每日限定一間，
限華泰瑞舍官網與電話訂房，每房驚喜價 NT$6,999。住宿期間將獲得瑪黑家居專屬消費折扣碼，為生活增添更多美好
記憶。        

訂房專線：02 2531 0699

華泰名品城

5月全區完整亮相 
285 個品牌買不完！
眾所期待的華泰名品城將在 5 月 8 日
登場！全區擴增至 285 個品牌，除了
原有的國際精品、戶外用品、運動休
閒，三期進駐更多台灣設計師品牌及
居家用品，展現華泰名品城多元、國
際化的品牌優勢，期望帶給消費者更
完整的購物體驗。此外，全新會員制
度也將於 5 月推出，將帶來更多福利
與優惠，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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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UNK BAR X EAST END 

台日連線 情人節聯手玩味調酒
Design Hotels ™首次撮和台、日調酒
師跨國合作，讓東京 TRUNK HOTEL 
X 台北 HOTEL PROVERBS Taipei 兩
大精品設計飯店的調酒師玩味調酒。
TRUNK BAR 調酒師擅長營造活潑熱
鬧的環境氛圍，調酒功力也屢獲日
本調酒大賞肯定。本次於情人節當
天來台客座，同時也是今年在台唯
一客座活動，兩大酒吧各自獻上 3
款獨家調酒，讓愛酒人士感受不一
樣的情人節浪漫夜。

訂位專線：0903 531 851

照片提供：Marais 瑪黑家居選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