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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大飯店集團

大時代，小人物

在那些出門旅遊、不必工作的日子裡，你是否

華泰王子大飯店資深房務員陳莠麗、劉麗純，

許多人認真工作的結果？如果沒有航空公司地

內容單純，只要體力夠就能完成，然而她們卻

曾經注意過，這段旅程得以順利進行，其實是
勤訂票劃位、機長的專業飛行，我們對於世界
的樣貌或許還停留在想像裡；如果沒有廚師、
服務生，我們不能享受上館子吃大餐的樂趣；
沒有飯店房務人員，無論住宿目的是度假或出

差，勢必都無法放鬆心情…。想想我們平常認
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少了這些人物，將會
有多少不便？

資訊傳播爆炸的時代，生活的節奏快到讓人措
手不及，因此，每個人、事、物似乎都必須顯
得「炫麗」、「耀眼」、「非比尋常」，才能
抓住人們的注意力。這個時代，有趣的事情太
多，多到讓人難以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久而久
之，我們以為必須很特別、很厲害，才算是所
謂「了不起」的成就，忽略了那些默默盡本份，

把看似平凡無奇、單調規律的工作用心做好、
讓世界順利運行的無名小人物。

分別具有30年及17年的房務資歷，她們的工作
在日復一日的辛勤累積中，因為牢記房客住宿
習慣及清潔流程，工作表現已經到達不需要任
何Check List、「頭腦就是電腦」的專業程度

。只有小學及高職學歷的她們，一直都將自己
看作普通的「小人物」，從沒想過爭取獎勵或

是表現自己，然而她們的存在，卻成就出這個
繁榮進步的大時代，也提醒了我們，生活中還

有一種值得尊敬的成就，那就是做好份內該做
的事。

華泰大飯店集團

什 麼？怎麼會想要採訪我？我沒有什麼好寫

華泰王子大飯店服務。為了撐起家計，瘦小的她

17年的劉麗純一臉驚喜，儘管嘴上一直強調

真的很愛賺錢，還有房貸要繳，所以完全沒有

「

的啦！」得知自己被客房部主管推選為集團季刊

封面人物，在華泰王子大飯店擔任房務員超過
「我只是個打掃阿姨」、「只是按照主管的話
做事」，但從她侃侃而談一路走來、獨自將兩個
小孩拉拔長大的工作與人生心得中，生命的韌性
與美麗，在開朗的眉宇之間閃閃發光。

當時甚至下班後繼續到其他飯店兼職，每天工

作超過12小時。問她都不會累嗎？「我那時候
感覺到累！」而只要提到現在皆已成家立業的
兒女，她臉上盡是說不盡的驕傲：「以前為了
工作，都把他們丟補習班，現在想想，還好他
們當初很懂事，沒有去學壞，不然我就完蛋了！」

結婚之前，生長在宜蘭蘇澳的劉麗純可以說是

房務辛苦繁重的工作，許多人都會覺得枯燥乏

不會下廚做菜，也不會做家事。高商畢業後，

事都能以樂天的角度看待。說起各國旅客的住

家中的「小公主」，身為排行最小的女兒，她
在現今看來有些時髦的「報關行」擔任會計小
姐，結婚後就在先生開立的公司繼續協助財務

工作。然而15年後，先生因故去世，當時已經
40歲的她，原有的會計專長已經無法與全面電
腦化的時代接軌，但她不花一點時間在自怨自
艾、抱怨命運上，而是很快地在朋友介紹下到

味，然而個性活潑愛笑的劉麗純似乎對於每件
房習慣，就好像在說家人朋友間的趣事：「歐
美人最愛噴古龍水了，我一聞味道就知道是他
們了！」、「新加坡、香港澳門人都很喜歡買
手搖飲料，他們喜歡買了很多種擺一整桌，然
後每種都只喝兩三口。」而在以日本客人為大
宗的華泰王子大飯店，對於清潔度的要求不言

華泰王子大飯店

資深房務員 / 陳莠麗 Doris
華泰王子大飯店

資深房務員 / 劉麗純 D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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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但她最常收到日本客人的感謝信，

都一定有他的能力，也都能教給我們一些

然我跟那位客人沒有講過話啦！但是我知

補一句：「就像老天爺，當初安排我獨立一

甚至還有日本客人指定她打掃房間：「雖
道他很信任我，我就很開心。」

隨著劉麗純參觀她所負責、也是華泰王子
大飯店最重要的套房樓層，在她充滿自信

東西。」正覺得她這番話不無道理，她再
個人養大小孩，我也就直接認命，我從來不
覺得『認命』有什麼不好，現在我也過得很
開心呀！要虛心接受，祂一定有祂的道理。」

的介紹與熟練的動作中，不難看出她對於
這份工作充滿用心與熱忱，偶爾遇到經過
客房走廊間的外國旅客，她也立刻切換英
文、日文親切地打招呼。在訪談的最後，
問她：「在這裡工作這麼久，影響你最深刻
的人是誰？」她想也不想地說：「沒有特定
的人，就是每個主管吧！主管能當上主管，

要虛心接受，

祂一定有祂的道理。

華泰王子大飯店

資深房務員 / 劉麗純 Dolly

下 午兩點鐘，華泰王子大飯店客房樓層

30年房務資歷的她「頭腦比電腦還厲害」，

小時，即有大批旅客即將入住。推開房門

海裡，旅客的住宿習慣與特殊要求，她瞭

沒有一般旅客眼中飯店獨有的悠閒氛圍，
而是充滿著分秒必爭的氣息，因為再過一
，平時笑容親切的資深房務員陳莠麗，目
光銳利地掃視客房，首先檢查是否有任何
旅客遺留物，再逐一確認床鋪是否平整、
床底及電視櫃後方都一塵不染；浴室沒有

看不太懂英文、不知道什麼是「S.O.P.」，

卻早已將工作的每個步驟細節都輸入在腦
若指掌。客房部主管笑說：「我其實是和
莠麗學習查房的，她是華泰王子大飯店的
王牌房務員、第一扛壩子！」

一滴水漬、備品擺放順序與Logo位置必

來自嘉義鄉下的陳莠麗，就像那些早年經

完全不需要任何紙本報表輔助，因為擁有

國小畢業後就到食品工廠工作，後續又當

須統一。今年將滿65歲的陳莠麗，查房

濟起飛時期、刻苦耐勞的老一輩台灣人，

為了家庭生計，陳莠麗也曾白天在飯店上

拔長大。民國78年，已經35歲的陳莠麗在

然而「工作這麼久了，總會遇上幾個比較

做著家庭代工，一邊和先生將四個女兒拉
鄰居介紹下，進入華泰王子大飯店服務，
一做就是30年。繁重的房務工作需要
耗費大量體力，但她卻從未覺得辛苦：

「可能是趕房間都來不及了，我沒有時

班，晚間及假日再到連鎖餐廳洗碗端菜，
難相處的人，連鎖餐廳的工作又常常輪調
變動，我知道自己不是容易適應新環境的
人，我喜歡穩定，所以這或許是我想好好

間想太多！」務實的她坦然地說，笑容
裡沒有一絲造作，「而且公司每個月準
時發薪水，事情做好就能準時下班，不但
供餐，還有年假、退休金，我覺得很棒了！」

在她笑彎彎的眼睛裡，似乎能看到「知足
常樂」的真意。

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

餐

華泰王子大飯店

資深房務員 / 陳莠麗 Doris

待在華泰的原因之一吧！」華泰王子大飯店

從工商業時代轉換為科技時代，世界的快

我今天知道某個日本常客要來了，就會提醒

換她心中那些簡單實在、卻亙古不變的大

員工之間總是互相協助、發揮團隊精神，「
同事要多放幾個茶包、多放兩個枕頭，或是
美國人『牙刷先生』退房了，就要記得替他
把牙刷保管好，因為他下一次入住還要用那

支牙刷！』陳莠麗不僅細心，更重要的是
她隨和、好相處又樂於分享。

30年的歲月，為台灣帶來多少環境上的
變化？又為陳莠麗累積了多少人生智慧？

速發展與價值觀的日新月異，似乎未曾汰
道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只
是做好工作而已，這樣比較對得起自己啦
！」這是小學國語課本上就出現的句子，
然而長大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實踐力
行？或許，每天做好該做的事，就能像莠
麗一樣，笑得如此自在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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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麻袋、製鞋女工，之後嫁至台北，一邊

FUN TAIPEI

臺北趴趴走

和達人徐天麟、劉育良、
人氣部落客「樂活的大方」、
「傑力話家常」一起探索
＃你所未見的台北

達人徐天麟

導覽大稻埕

這個夏初，我們跟著美食達人徐天麟一
起走訪永樂市場、霞海城隍廟一帶的私
房美食小攤小店；以及和中時影視消費
中心副總編輯、也是日本旅遊達人劉育
良老師一同走遍充滿文化氣息台北市中
山區～再到驢子餐廳暢聊美食旅遊趣事，
真的豪滿足！

另外，人氣部落客「樂活的大方」、
達人劉育良

導覽台北中山區

「傑力話家常」也舉辦座談，傳授「達
人視角找出景點魅力」、「以照片説故
事」、「讓社群媒體瞬間增粉」等等密
技～真的收穫滿滿啊！沒參加到的朋友
沒關係，快來索取秘笈地圖，一起探索
#你所未見的台北 吧！

#臺北市觀光傳播局 #台北趴趴走

#華泰大飯店集團 #你所未見的台北
#美食 #文化

部落客「樂活的大方」
旅遊攝影座談

主辦 /

贊助 /

FUN

帶著秘笈 探索深度台北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aipei

華泰大飯店集團 / 住房專案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華泰名品城

華泰名品城

即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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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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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愛你愛你婚宴專案」菜色全面升等，龍蝦、
牛小排、紅蟳都上桌！訂席【璀璨】專案每桌
NT$14,990+10%起，菜色直接升等至【晶采】專案
NT$16,990+10%；訂席【晶采】，菜色則升等至
【絢麗】專案NT$19,990+10%，依此類推，最高每
桌現賺NT$3,000，最多可省NT$96,000！訂席滿20
桌以上，即可獲得華泰名品城商品抵用券NT$20,000，
買傢俱、六禮一次搞定！
訂宴專線 華泰王子大飯店 02 7721 6699 #1551
華漾 環球店 02 2228 7188

這個夏日，華泰名品城讓你不用出國就能感受到國外
度假的氛圍，享受國外Outlets的折扣，除了幫你省
下出國開銷，會員還可享多重好禮！會員單日累積消
費滿NT$10,000，就有機會獲得「時尚之都」來回機
票，送你暢遊紐約、義大利、倫敦和巴黎！還有VIP
貴賓室一年份免費使用卡及萬元商品抵用券等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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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趴趴走 - 帶著秘笈，探索深度台北

2020 愛你愛你婚宴專案

華泰王子大飯店九華樓

華泰瑞苑

堅持手工製作，每年限量1,000盒的九華樓「想月饗月」
中秋月餅禮盒現正預購中！優惠價NT$680/ 9入(盒)，
今年共推出三種最具人氣的口味：南瓜桂花豆沙、
抹茶棗泥松子、竹炭奶皇鹹蛋。禮盒包裝以「想念」
為意象主軸，全新設計質感絕佳；月餅口味更是有
口皆碑，香氣十足、風味細緻，無論送禮或自用，
都能讓今年中秋回憶更多彩繽紛。
訂購專線 02 7721 6619

華泰瑞苑長期以來致力於發展及推廣社區生態活動，
今年度與後灣社區合作鹽滷豆腐DIY手作課程，住房
即可報名免費參加。課程中體驗親自煮豆漿、煎豆
渣餅、製作豆腐的樂趣，完成後再享用在地獨有的
鹽滷豆腐、熱騰騰剛出爐的自製豆花及豆漿，自己
做出的味道總是特別香甜。
報名專線 08 886 3666

「想月饗月」中秋月餅禮盒開放預購

華泰大飯店集團 / 忠泰美術館專案

憑房卡免費參觀看展

自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11月3日止，華泰大飯店
集團旗下台北四館與台北忠泰美術館合作，憑房卡
即可至忠泰美術館免費參觀「DIALOGUES: Oyler Wu
Collaborative 對話：奧伊勒吳聯合事務所個展」，
欣賞由Dwayne Oyler與Jenny Wu創作，以有系統的
「線、面、體」觀點，聚焦於建築的共通性。
Photo by Robert Ashcroft
展覽詳情，請參考各館官網及粉絲專頁

DIY手作鹽滷豆腐課程

房客免費參加

Summer Tour 會員盛夏幸運抽

華泰王子大飯店九華樓

一鴨九吃新亮點 NT$4,800+10%起
「全鴨匯」三度改版再升級，全台獨家推出「菠蘿
包片皮鴨」，將片皮鴨夾入菠蘿麵包，以鴨皮的鴨油
取代奶油，讓口感更添層次；仿若漢堡的吸睛外觀，
好吃又好拍；首度加入甜點「手工鴨蛋黃布丁」為全
鴨匯饗宴劃下甜蜜尾韻。定價NT$4,800+10%，適合
8人享用！
訂位專線 02 7721 6619

TK SEAFOOD & STEAK

333 RESTAURANT & BAR

經 歷 兩 年 實 驗 ， 廚 藝 團 隊 研 發 出 「覆油式、時間
式、醃漬式」熟成三技藝，並運用西班牙 JOSPER
烤箱直火爐烤，讓各式食材的獨有個性完整展現。
2019年夏季，主廚推出「21天乾式熟成台灣帶骨沙
朗牛排」、「90天／180天乾式熟成美國穀飼頂級丁
骨牛排」，延伸探索一系列海鮮及創意新菜，5大亮
點要讓每個饕客一想到「海鮮」與「牛排」，就直接
到TK SEAFOOD & STEAK打卡報到！
訂位專線 0903 393 008

清涼調酒的不敗經典，就是Mojito莫西多！
333 RESTAURANT & BAR與Bacardí Taiwan 台灣百加
得合作，邀請3位調酒大賽冠軍得主客座，特調出
Mojito經典、大眾、冰沙口味，再由現場觀眾票選出
最喜歡的那杯 ， 一 酒 入 魂 指 的 就 是 這 一 夜 ！ 錯 過
這次活動沒關係，持續鎖定333 RESTAURANT & B A R
官 方Facebook和Instragram，下次見！
訂位專線 02 2175 5588 #5502

「21天乾式熟成台灣帶骨沙朗牛排」登場

Bacardí 百加得冠軍對決之夜

SNAPS & PROMOTIONS

台北趴趴走

南瓜、白豆沙、杏仁角、桂花醬

竹炭、綠豆沙、奶黃餡、鹹蛋黃

抹茶粉、棗泥、松子

預購日期

宅配服務

即日起至108年9月9日(一)
（請於取貨前三日預購並付款）

取貨時間
108年8月26日(一)至108年9月13日(五)
（中秋節當日請於下午3點前取貨）

常 溫 宅配1 - 3盒加收100元運費，
4-6盒加收200元，以此類推。

大宗訂購：
訂購10 - 30組，可享95折優惠 ;

訂購滿萬元可享同一日期、同一

訂購31 - 60組，可 享 9 折 優 惠 ;
訂購61組以上，可享85折優惠。

地點免運費。
宅配地區以台灣本島為主，如需宅
配請於3天前訂購並完成付款。

訂購、取貨資訊

優惠方案

憑華泰大飯店集團餐飲貴賓卡
消費，可享9折優惠。
(以上優惠不得合併使用)

華泰王子大飯店 九華樓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林 森 北 路 369 號 2 樓 ∕ 02 772 1 6 6 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