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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視全球，度假旅店的設計風範

屹立 45 年的華泰大飯店集團，傳承了無微不至，待客至上的服務精神，在傳統底蘊中，開創出新局，

旗下的型格飯店各具魅力。

連續四年獲得「Business Traveller」亞洲最佳精品旅店殊榮的 HOTEL QUOTE Taipei，瀰漫前衛而

低調的氛圍，沉穩的美感流曳其中，堪稱精品旅店的表率。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樂旅居展現

一種強烈的企圖心，奢華內裝以沉穩感的紅銅搭配具有手感的皮料、編織以及木質材料，激盪出新

火花，重新定義休憩場域。

至於飯店式公寓暨飯店－華泰瑞舍則是充滿俐落、溫暖，如風一般的質樸風格，外觀以兩百萬片馬賽

克而成的雲紋，隨陽光而產生光影變幻，大地色系的內裝，緩緩勾勒出家的模樣。歷史淬鍊之作－華

泰王子大飯店則是為商務客人帶來更多感動服務，貼心打點賓客入住的生活起居。

榮獲 Booking .com「世界十大國家公園旅宿」殊榮的華泰瑞苑墾丁賓館，秉持與自然共處的精神，創

造出獨一無二的頂級旅宿環境，感受墾丁晨昏之美。難能可貴的是飯店投注心力於自然生態以及環

保的議題，打造出無與倫比的度假環境。座落於墾丁國家公園裡的華泰瑞苑墾丁賓館，為整片翠綠的

草木簇擁著，宛若山中秘境般，環境景緻絕不輸國外。

值得一提的，華泰瑞苑墾丁賓館關懷在地文化與風土，與當地五個社區有許多的合作，規劃出十六種

館外行程，讓遊客走入社區，體驗當地自然與人文風采，例如插秧、割稻、賞螢、採果等活動，依季節

更替，全年度的活動則包括了造訪社頂公園，尋找梅花鹿的蹤跡，相當有趣，適合親子一同參與，往

下紮根，讓小朋友從小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培養愛鄉愛土地的精神。

另一則振奮人心的消息：華泰瑞苑墾丁賓館獲選加盟 Design Hotels ™，為全台灣度假飯店唯一入選，

設計風格備受肯定，更是世界級的水準。負責華泰瑞苑墾丁賓館的空間設計團隊，將為人所熟知的傳

統意象，以時尚的建築語彙重新詮釋，架構出具現代感的自然秘境，無疑地，是全台灣首屈一指的設

計指標，更為華泰大飯店集團立下傲人的里程碑。

                                                                 華泰大飯店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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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擁台灣最美風景，位於墾丁國家

公園裡，卓然挺立的大尖山，佐以海

天一色的擁抱，倚山面海，華泰瑞苑

墾丁賓館堪稱墾丁最令人憧憬的旅

店。更值得驕傲的是，甫入選全球指

標性旅宿網站 Booking.com 全球十

大國家公園旅宿，並為全台灣唯一度

假旅店獲選加盟 Design Hotels ™。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更曾拿下 2014 年

拿下全台唯一的德國紅點設計獎，

並連續三年獲得著名國際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2015、 2016、 2017 卓

越獎，名列屏東區最受歡迎度假飯

店第一名，成績斐然，成為眾所矚目

的焦點，更是台灣之光。

傍
著海南行，南國搖曳的樹

影，彷彿向我們招手，列隊

歡迎，忽地轉了個彎，往墾

丁社頂公園方向前行，禁不住搖下車

窗，舉目四望，綠色林木傳送著舒爽

氣息，夾雜著花香，彷彿踏進了另一

處秘境。

梅花鹿出沒 

擁抱自然美景

走進花木扶疏，為蔥蘢綠蔭圍繞的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如同愛麗絲夢

遊仙境的故事般，墜入了樹洞，發現

奇異世界。穿越過阻擋落山風的石

牆，華泰瑞苑的活動企劃協理鍾君采

（James），已在大廳等候著我。他示

意要我抬起頭看圓形的穹頂，傳統竹

篩般的圖形，立刻喚醒我的記憶，小

時候過節，家裡的阿嬤便是用那竹

篩來柔滾著湯圓，還有表姐出嫁時，

也是用竹篩遮頭頂，坐進禮車裡，一

股暖意油然而生。穹頂的編織圖騰，

輔以柔和的照明設計，高雅的質感，

彷彿將傳統與現代間架起一座虹橋，

顯得時髦出色。

跟著 James 步出戶外，閉上眼，就能

趕上那種貼近於大自然的踏實感，耳

邊聽到鳥鳴聲，眼前所見盡是蝶舞

翩翩，無限延伸的大片的翠綠草坪，

全球十大國家公園旅宿
華泰瑞苑 墾丁賓館 秘境之旅 探訪大自然博物館

COVER STORY

山林鳥叫間，享受一場身心靈 SPA 的療癒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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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宛若山中靜謐桃花源般。透藍清澈的泳池，是 James 最

喜歡的地方，這個從民國五十八年墾丁賓館創立時便存

在的泳池，住客們振臂划水的聲響，總帶來爽朗涼意，當

時候還沒有完備的左營集訓中心，這個泳池是出國比賽

選手們的訓練場地，可見昔日體育環境的艱困。

泳池一旁延伸而出的草坪，視野一路延伸至草原的盡頭，

大尖山昂然矗立著。提及近幾年墾丁國家公園梅花鹿的

復育成功一事，Jaems 娓娓道來：「在華泰瑞苑服務近五

年，當然有見過，一周大概幾回。有次就在距離飯店約莫

100 公尺的距離，在黑暗中突然見到一群紅眼睛的動物

靠近，逐漸被包圍，原本以為是狼群之類，仔細看才發現

居然是梅花鹿。」

聊著聊著，原來梅花鹿的趣事真不少，另外一回遊客入住

時，清晨起床本想拍日出，竟然無意拍到梅花鹿出沒，還

偷喝著游泳池的水，原本 James 還很狐疑，但看了數位相

機的照片後，不由得嘖嘖稱奇。還有一次在假日時，梅花

鹿突然竄出奔往停車場，原來是被野狗追，一路逃到了飯

店，然後縱身一躍，居然跳到了車頂，還一連跳了27 輛車，

當時 James 很擔心梅花鹿的安全，但也憂心梅花鹿的腳

蹄是否傷了住客們的愛駒，還好，雙方都安然無事。能夠

在飯店裡目睹梅花鹿、台灣獼猴之類的野生動物出沒，絕

對是全台灣唯一的體驗，口中所說的自然生態，都是華泰

瑞苑的日常，入選「全球十大國家公園旅宿」當之無愧。

多功能園區  演繹多彩自然生態

華泰瑞苑墾丁賓館園區內最新落成的多功能園區，可以

藉由館內的展示，一窺墾丁生態的奧秘。James 一路為我

導覽，驕傲地說：「這裡是全台灣最容易見到國寶級黃裳

鳳蝶的飯店﹗」多功能園區分室內與室外兩個區域。在室

外區，穿梭於樹林，可以觀察鳥類生態、也可以看到依傍

蜜源植物而生的昆蟲，蝶舞蜂喧，非常熱鬧。這裡種植了

黃裳鳳蝶最喜歡的蜜源植物：港口馬兜鈴，其他植物還包

括欖仁樹、木麻黃、春不老、野薑花以及茄苳樹。而華泰

瑞苑墾丁賓館也是全台灣在最小面積裡擁有最多茄苳巨

木的空間，其中包括了一棵百年樹齡的茄苳。

至於室內的生態體驗館，設計了大型的生態展示版、墾丁

地形地質展示空間、生態閱讀區等，寓教於樂，全面而深

刻地認識墾丁國家公園這處大自然博物館。親子互動館

則備有桌遊、積木等遊戲，小朋友還可以在此畫水彩，或

參與不定期舉辦的 DIY 活動，大人則可以在一旁置有沙

發的客廳休憩、安心閱讀，稱得上是最貼心的度假服務。

多功能園區還附設了 SPA 館，在蟲鳴鳥叫、綠意盎然的自

然環境中，體驗專業 SPA 療程。特別引進全台唯一獨家

合作的瑞士頂級 DNA 抗老保養品牌 SPA by VALMONT，

透過高質感的細緻產品、獨有的蝴蝶式背部引流手技，

讓身體筋骨舒緩，釋放一切壓力，在墾丁的風土自然懷抱

下，重新找回身體活力。

融入在地風土的美饌饗宴

提到飲食，James 大力推薦我到館內「MU LOUNGE」，自

然光與建築低吟對話，帶來溫暖與明亮，讓人傾心的戶

外區，半露天的座椅，營造出悠閒的度假氛圍，水藍泳池

與遠處大尖山景致，構築美好風景，尤其是早餐時段，更

是一位難求，住客們最喜歡邊享受豐盛的餐食，邊聆聽

著天籟，沉浸於自然之美，燦陽帶來飽滿的元氣，恢復精

神，雨天則醞釀著詩意，有著獨舞的浪漫。

至於相鄰的「沐餐廳」，充分運用屏東在地食材、自建香

草園與東港直送的新鮮海產，共同演繹美味的創意美饌，

海景客房內大片落地窗，將南國的四時風光融入居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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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充滿魅力，營造美好「食」光，

茄苳樹給了主廚靈感，創造出百年茄

苳香料烤地雞這道料理，茄苳本來就

是作為藥引之用，有食補功效，將茄

苳的枝葉與香料放進雞身中熱烤，滑

嫩多汁，又具有當地風情，相當受歡

迎。此外，如十六盎司丁骨牛排、在

地龍水米海鮮番紅花沙鍋燉飯等都

是招牌佳餚。華燈初上時，巧妙地以

燈光塑造情境，國家公園大自然天籟

圍繞下，更顯浪漫，人生夫復何求。

都會時髦

精品旅店的首選

除了華泰瑞苑墾丁賓館外，華泰大飯

店集團旗下的品牌飯店各具特色與

魅力。

由陳瑞憲設計師操刀打造的風格旅

宿 － HOTEL PROVERBS Taipei 賦

樂旅居，洋溢著成熟洗鍊的韻味，如

黑夜裡的花火般，美麗乍現。飲食

空間 EAST END 以及 TK SEAFOOD 

&STEAK 屢屢創造話題，體現新台北

享樂生活。

連續四年獲得「Business Traveller」

亞 洲 最 佳 精 品 旅 店 殊 榮，HOTEL 

QUOTE Taipei 無疑地已是精品旅店

的典範，客房細節精緻，溫暖燈火，

沉穩的美感流曳其中，是旅人對家

的另一種想望。

至於日本建築大師青木淳與美學設

計泰斗陳瑞憲聯手打造的飯店式住

宅公寓暨飯店 - 華泰瑞舍，則充滿

樸實簡約的氛圍，運用大量溫潤的

橡木，灰、淺褐色與棕色的搭配，輔

以東方家具，連結對自然的想像，安

逸的歇心空間，包藏著溫馨與體貼，

滿足對台北日常的美好嚮往。

而創立四十五年的華泰王子大飯店，

堪稱是台北觀光旅館的經典，與日本

西武集團結盟，全球王子大飯店連鎖

成員，與國際接軌。完善的商務設施，

客製化專業服務，讓人感受到無微

不至的貼心。

COVER STORY

華泰瑞苑 
GLORIA MANOR

在多功能園區室外區， 遇見黃裳鳳蝶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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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RECIPE

來自
香港的
復古傳奇

1備料

Ingredients 
1-2 人份

3炸熟2調醬 4拌炒 5完成

位於華泰王子大飯店內的九華樓，自1988 年來飄香 30 載，秉持「正統粵菜，道地港點」的精神，

發揚來自香港的純正粵菜好手藝。 本期由九華樓主廚李康寧示範在家也能完成的香港海味料

理：「生抽煎草蝦」(「生抽」為粵語「醬油」之意 )。 隨著大鍋翻炒，品嚐美味醬油煎蝦，思緒也

彷彿也跟著口中海味，一同到了舊時代的熱鬧復古香港。 滋味鹹香鮮甜，令人大呼過癮！

將草蝦解凍，剪鬚，開背。

將蒜頭、紅蔥頭切細碎，蔥

切蔥花。

水 30g、醬油 5g、美極鮮

味露5g、糖10g，加入攪拌。

草蝦撒上太白粉，放入180

度 C 高溫油炸，再調中溫炸

熟、撈起。

起油鍋爆香蒜末、紅蔥末，

放入蝦子和調味醬，拌炒

收乾，最後放蔥花同炒。

廣東生菜放碟上，再將蝦

子擺盤，淋上鍋中的精華

醬汁即大功告成！

生抽煎 草蝦 五 星 主 廚上 菜

食材：新鮮草蝦 6 只、廣東生菜1片 ( 擺盤用 )、蒜頭、紅蔥頭、蔥少許
調味料：醬油、美極鮮味露、太白粉、胡椒粉、糖

華泰王子九華樓 主廚 William 李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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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 & PROMOTIONS

SNAPS & 
PROMOTIONS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漾

「敬青春，謝師宴」
中式、港式自助餐吃到飽
華泰王子大飯店推出 NT$800 起中式
或西式自助餐，加價 NT$99 享用片皮
鴨或英式現切牛肉吃到飽。

華漾大飯店則推出 NT$780 起推車飲
茶點心吃到飽，或 NT$8,000 起桌菜，
讓您彷彿和老師同學們一起到香港舉
辦謝師宴！

訂位專線：

華泰 02 7721 6699#1500；華漾美麗
華 02 2175 3888、華漾中崙 02 8772 
9666、華漾環球 02 2228 7188。

九華樓

九華港點集套餐
NT$580+10% 起
人 氣 爆 棚 的 九 華 港 點 集 套 餐，
NT$580 +10% 起的超值價格，
即能品嚐從前菜、煲湯、點心、
主食、甜湯至加價經典蓋杯茶。
吃 港 點 及 桌 菜 不 再 需 要 費 心 揪
團，九華港點集套餐一人成行，
一 次 享 用 珍 饈 佳 餚 美 味 薈 萃。
訂位專線：02  7721  6 619。

華泰瑞苑

入選全球十大國家公園
旅宿，推出回饋感恩客房
餐飲專案
華泰瑞苑於 2017 年 4 月獲得全球指
標性旅宿網站 Booking.com 評選為全
球十大國家公園旅宿，為台灣唯一
上榜飯店。獲此殊榮，華泰瑞苑特
別推出 6 大住房餐飲專案，即日起
在指定日期入住，即能享有多項驚
喜好禮，豐富您的旅程，詳情請參
考各官網最新消息。

PROVERBS+ 華泰瑞舍

閨蜜住房專案，
一起美麗
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止，HOTEL PROVERBS Taipei 及華泰瑞舍共同推出閨蜜
住房專案，為您精心打造姐妹們的 Girls' night。閨蜜分享包，指甲油、面膜、
足部貼布、眼膜、及各式美髮用品，讓姊妹們各個亮晶晶。此外，多款蛋糕
搭配精選氣泡酒，姊妹開喝就是最高享受！ 詳情請參考各官網最新消息。

九華樓＋華漾

「飲月藏饌」
「月圓雙獻」月餅禮盒
九華樓今秋推出「飲月藏饌」月餅
禮 盒：NT$899/ 盒 (9 入 )， 內 含 蓮
蓉蛋黃、松子抹茶、杏仁白豆沙共
三種口味各三顆；華漾大飯店推出
「月圓雙獻」月餅禮盒：NT$640/
盒 (8 入 )，內含杏仁白豆沙、五仁
豆沙、抹茶棗泥松子、竹炭蛋黃酥
共四種口味各二顆。凡於 9/4 前完
成付款，早鳥更可享 9 折優惠！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購物泡泡節」 
盛夏清涼登場
迎接夏天到來，全台最大規模的『購
物泡泡節』將在 GLORIA OUTLETS
華泰名品城 清涼引爆！除了擁有超
過 170 家國際品牌等您來挖寶外，
還有各國美食料理、園區整點精彩
泡泡秀等您來體驗。7 月到 8 月間，
只要在運動休閒品牌單筆消費滿
NT$3,000，就能抽曼谷來回機票乙
張，中獎機率超高！邀您一起來體
驗夏日運動潮時尚！

集團

台灣高鐵聯合推出
聯票優惠
即日起，華泰大飯店旗下五館飯店
與台灣高鐵聯合推出之聯票優惠，
住客只需於飯店官網訂房時選擇加
購高鐵車票，即可享不限時段高鐵
標準車廂對號座全票 8 折優惠 。詳
情請參考官網訂房頁面。

九華樓 + 驢子餐廳

華泰端午立蛋盃  
民間流傳端午節當日，盛夏至、陽
氣重，若能將雞蛋立起，即表示集
天時、地利、人和於一，來年將好
運連連！九華樓及驢子餐廳聯合推
出「華泰端午立蛋盃」活動，挑戰
限時 1 分鐘立蛋成功的貴賓，可免
費獲得驢子烘焙坊提拉米蘇一份。
當天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共襄盛舉，
一同創造了濃濃的端午歡樂氣氛。

333

週五夜，誰來搖擺？
王牌調酒師體驗
333 RESTAURANT & BAR 在 每 週 五 推
出「搖擺之夜」王牌調酒師體驗活動，
平均消費每人 NT$250 起，隨著甫自日
本獲得 2017 年總務大臣調酒大賽得主
潘建村 Jeff 一同激盪靈感，一闖調酒美
學，搖出最佳手藝，創造屬於自己的夜
色滋味。訂位專線：02 2175 5588。

5完成



TAIWAN LIVING BEGINS HERE

完善設備，溫暖服務，台灣的家，這裡開始，

不必再尋找歸屬感，因為你就是我的家人。

www.glor ia res idence.com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359 號      For Reservation  +886 2 2531 0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