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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雁⼦...
Wendy Wong
外向內向兼具的⼤⾺砂州
女孩，是愛好⾃由⾶翔的
雁⼦。雖然經歷⼈⽣極端
的起落沉浮，仍舊熱愛⽣
命；是位熱愛⽣命的⼈類靈魂⼯程師，
⽬前於⼤⾺東⽅之珠⼀所中學執鞭。愛
咖啡，愛美食，愛看書；也愛旅⾏，愛
看海，愛⽇落，也愛⽣活。因爲喜歡分
享，也喜歡文字，所以有了這塊園地。
如果你也喜歡，歡迎來交流。
檢視我的完整簡介

聯係靚麗雁⼦

檳城⼜多了⼀個可以浪漫約會的地⽅了！那就是在檳城著名的⾼級酒店 - E & O Hotel 位于
Victory Annexe 6 樓的 Planters Lounge！
其實，那是基於 E&O Hotel 的 Heritage Wing's ⽬前正在進⾏翻新⼯程的 ，於是，原本位于
Heritage Wing's 的 The 1885， Sarkies Corner 及 Farquhar Bar 已經暫時關閉。部分原本在
這些餐廳進⾏的⾃助餐及套餐，都暫時遷移到位于 Victory Annexe 6樓的 Planters Lounge。
於是原本不對外開放的 Planters Lounge 如今對外開放！只要⼤家前來⽤餐，就可以⽬睹
Planters Lounge 的風貌！
Dinner By The Pool 安排在 Victory Annexe 6 樓的 Planters Lounge，也就是在 Infinity Pool
旁。在這裡，你可以挑選合⼼意的餐桌，坐在泳池邊，欣賞⽔天⼀⾊的美景，伴著涼風習習，
舉起⾼腳杯，⼩啜紅酒 ，再細細品嘗美食...；這絕對是⼈⽣⼀⼤享受！如果你也喜歡如此別
樣的浪漫，想帶你的另外⼀半來體驗的話，記得打電話預約哦！詳情如下：
Dinner By The Pool
套餐：4 Course Set Menu
價格：RM230.85nett/⼈
地點：Victory Annexe 6 樓的 Planters Lounge (Infinity Pool 旁)
時間：7.30pm~10.30pm
**注：每⽇只招待10組客⼈
先帶⼤家看看泳池邊⽔天⼀⾊的美景，以及舒服的⽤餐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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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Hotel ｜Infinity Pool ︱Victory Annexe

E&O Hotel ｜Infinity Pool ︱Victory Annexe

昔⽇和現⽇的嘮叨...
▼ 2019 (15)
▼ 四⽉ (8)
E&O Hotel ｜Infinity Pool ︱Victory Annexe

檳城美食｜ZUZUDO
RAMEN BAR 堅持⽤⼼
烹飪美食
檳城美食｜神聖齋戒⽉ #
The Wembley A St
Giles Hotel 的 「Sajia...
Hanogram ∣ 個⼈化屬於個
⼈專屬的電話殼 ｜
IPHONE 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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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美食｜Lexis Suites
Penang # Bazaar
Ramadhan Buffet·...
檳城美食 ｜JAZZ HOTEL
# JAZZY GUMP
SEAFOOD BUFFET
DINNE...
割捨不下的情懷
檳城美食蹤影︱SeaQueen
Restaurant # 為你提供
浪漫唯美的 Garden
Wedd...
檳城美食蹤影︱E&O Hotel
• Dinner By The Pool #
浪漫晚餐！
► 三⽉ (2)
► ⼆⽉ (1)
► ⼀⽉ (4)
► 2018 (63)
► 2017 (90)
E&O Hotel ｜Infinity Pool ︱Victory Annexe

► 2016 (124)
► 2015 (168)
► 2014 (194)
► 2013 (281)
► 2012 (304)
► 2011 (277)
► 2010 (317)
► 2009 (126)

加入靚麗雁⼦粉絲⾴⾯吧 。

靚麗雁子
3.2K likes

Like Page
Be the first of your friends to like this

E&O Hotel ｜Planters Lounge︱Victory Annexe

label1
⽣活點滴-⽤⼼⽣活-純粹分享 (181)
⽣活點滴-純粹分享-休閒⽣活 (21)
⽣活點滴-純粹分享-品味⽣活 (104)
⽣活點滴-純粹分享-歡樂購物 (75)
⽣活點滴-發發牢騷-不吐不快 (40)
⽣活點滴-發發牢騷-芝⿇綠豆 (103)
E&O Hotel ｜Planters Lounge︱Victory Annexe

⽣活點滴-學習對像-歌后蔡琴 (12)
有感⽽發-⼈⽣感悟-⼈⽣無常 (27)
有感⽽發-⼈⽣感悟-⼼靈雞湯 (102)
有感⽽發-⼈⽣感悟-無限感恩 (92)
有感⽽發-不吐不快-冷眼旁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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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發-不吐不快-政治⿊⽩ (1)
有感⽽發-社會關懷-你我有責 (31)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中國 (10)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印尼 (6)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香港 (15)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泰國 (39)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來⻄亞 (43)
周遊列國-亞洲國家-臺灣 (22)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法國-巴黎 (22)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法國巴黎 (1)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意⼤利-米蘭 (10)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意⼤利-佛羅倫薩 (9)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意⼤利-羅⾺ (16)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德國-斯圖加特 (7)
E&O Hotel ｜Planters Lounge︱Victory Annexe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德國-奧格斯堡 (27)
周遊列國-歐洲國家-德國-慕尼⿊ (12)
活動邀請-名⼈專訪-阿⽜陳慶祥 (1)
活動邀請-名⼈專訪-Datin Angie (1)
活動邀請-名⼈專訪-Melody 陳永馨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台灣旅游展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孕婦特輯 (2)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住家式傳統盆菜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檳城住宿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Dking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Eye & Glasses
Optometrist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Food Connection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GIFTHING (2)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iWiFi ⾏動上網分享
器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JOYOUS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LAZADA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MAYTERLYNN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Pacific West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Panaz® Long
Pants 瘦⾝裤 (1)

E&O Hotel ｜Planters Lounge︱Victory Annexe

雖然不是室内，沒有冷空調，但海風習習吹來，格外舒服，⼼情也格外放鬆... 女⽣們絕對可
以性感赴約也不擔⼼著涼呢！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POTATOES USA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SOAPABABY (1)
活動邀請-商業合作-V10GO (1)
活動邀請-親⾝體驗- 畫展 (1)
活動邀請-親⾝體驗- 華京旅遊 (1)
活動邀請-親⾝體驗- Red Box & Green
Box 卡拉OK (1)
活動邀請-親⾝體驗- RESORT STAY
REVIEW (5)
活動邀請-親⾝體驗- THE CARNIVALL
WATERPARK (1)
活動邀請-親⾝體驗- Wedding
Showcase (1)
活動邀請-親⾝體驗-咖啡及烘培博覽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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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邀請-親⾝體驗-東盟旅遊與時裝
展， (1)
活動邀請-親⾝體驗-美食試吃 (141)
活動邀請-親⾝體驗-美食試吃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檳城美食 (1)
活動邀請-親⾝體驗-酒店住宿 (2)
活動邀請-親⾝體驗-產品試⽤ (1)
活動邀請-親⾝體驗-產品試吃 (1)
活動邀請-親⾝體驗-檳城街頭美食嘉年
華 (1)
活動邀請-親⾝體驗-AJANE (1)
活動邀請-親⾝體驗-GARCONS SALON
(3)
活動邀請-親⾝體驗-MIU KITTY
PARADISE (1)
活動邀請-親⾝體驗-SAKURA LIVING
櫻花⽣活舘 (1)
E&O Hotel ｜Planters Lounge︱Victory Annexe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中國美食 (2)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吉打美食 (5)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吉隆坡美食 (4)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法國美食 (5)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砂州美食 (3)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砂拉越美食 (2)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泰國美食 (9)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六甲美食 (1)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淡汶美食 (2)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意⼤利美食 (12)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臺灣美食 (3)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德國美食 (24)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檳城美食 (507)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霹靂美食 (8)
美味佳肴-親⾃下廚-粗茶淡飯 (78)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Infinity Pool

時尚潮流-電視購物-GO SHOPSUNRISE WIDE BLOCK CONTAINER
SET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11 STREETUPSIDE DOWN UMBRELLA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65daigou-淘寳購物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淘寳網STARBUCKS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GO SHOPSUNRISE WIDE BLOCK CONTAINER
SET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HANOGRAM-個⼈
化⼿機殼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MATERNITY
CLOTHES-蕾絲薄紗套裙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HOTOBOOK-桌曆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HOTOBOOK-記事
本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Infinity Pool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HOTOTALKZ-記
事本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HOTOTALKZ-禮
物紙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IXAJOY-書簽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IXAJOY-桌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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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潮流-網絡購物-PRINTIC-保麗來照
片 (1)
時尚潮流-網絡購物-TABIYO SHOPMIDORI TRAVELER’S NOTEBOOK (3)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 MANFROTTO-相
機包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 THE EXECUTIVE連⾝裙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JANE-時尚精品店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LDO-休閒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LDO-⽿環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LESSI-包包挂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PPLEMINTS-休閒
連⾝裙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ASUS-TAICHI 21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Infinity Pool

欣賞了美景后，接著帶⼤家看看 4 Course Set Menu 的餐點吧！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ONIA-⽪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ONIA-⾼跟包鞋
(8)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ONIA-⾼跟涼鞋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ONIA-單肩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RAUN BUFFEL⼆⽤包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BRAUN BUFFEL腕带钱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ARLORINO-休閒
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HANEL-化妝護膚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HANEL-⻑⽪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HANEL-單肩包包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LARKS-⻑⽪靴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提包 (2)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Infinity Pool

⾸先，侍應⽣端來了熱騰騰的穀類麵包，並且是整個晚餐下來會不斷續添哦！只要你喜歡，侍
應⽣隨時會為你再送上熱騰騰的麵包哦！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斜挎包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單肩包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媽媽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COACH-鑰匙零錢
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DIOR-化妝護膚 (4)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DIOR-挂包鈎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DIOR-香⽔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ELKEN-LD VENUS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ELLE-連⾝裙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FILA-T恤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FISHERPRICE-踢
踢腳鋼琴健⾝器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FUJIFILM-INSTAX
MINI 8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GUCCI-⻑⽪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GUCCI-單肩包 (2)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麵包

接著是 Gourmet Salad。

https://www.wendywyl.com/2019/04/e-hotel-dinner-by-p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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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潮流-潮流品牌-GUCCI-圓筒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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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剛剛好，是很清爽的⼀道沙拉！部分的⽣菜，部分是烤過的蔬菜，所以吃起來不會覺得味
道太單調。我個⼈好喜歡沙拉上⽅附上的⻑形脆餅，味道咸咸的，⼝感脆脆的，⼀⼝脆餅，⼀
⼝沙拉，為沙拉添加風味之餘，⼝感也很豐富。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GUCCI-腰帶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GUCCI-錢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ERMES-⼿提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ERMÈS-⼿鏈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ERMÈS-GARDEN
PARTY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P-ALL IN ONE
PRINTER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USH PUPPIES-家
庭服MATCHING FAMILY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HUSH PUPPIES-涼
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JOY & PEACE-⾼跟
包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JOYOUS-彌⽉禮盒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KAZbrella -UPSIDE
DOWN UMBRELLA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Gourment Salad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KERASTASEGARCONS SALON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KIPLING-背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CCITANE-護膚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AGOURMET-燜燒
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AGOURMETTRIPLE DECKER FOOD JAR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ANEIGE-化妝護膚
(3)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ENOVO-A850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EVIS-DEMI
CURVE SKINNY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NGCHAMP-托特
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NGCHAMP-錢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NGINES-表盒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Gourment Salad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NGINES-鑽⽯腕
表 (1)

Soup Of The Day。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UIS VUITTON
(LV) - 單肩包 (2)

正好是我個⼈超喜歡的蘑菇湯！好濃郁！⽽且還可以吃到⼩顆粒的蘑菇，聞起來香氣四溢，喝
起來濃郁得來完全不膩，好喜歡！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LOUIS VUITTON
(LV) -⻑⽪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MAX TINO-連⾝裙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MAZZARD -⽿墜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MAZZARD -戒指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MEMO BOTTLE-創
意紙張⽔瓶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NIKON-單眼相機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ADINI-上衣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ARCO DIVIALE ⽿墜 (3)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EDRO-細⾼跟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HILIPS-AV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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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HILIPS-HAIR
DYRER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HILIPS-STYLER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RADA-單肩包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RADA-短⽪夾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PRADA-墨鏡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RADO-情侶腕表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RADO-腕表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HISEIDO-化妝護
膚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HOEPOINT-⾼跟
涼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HOWFLY-⾼跟包
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K II-化妝護膚 (8)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Soup Of The Day

⾄於主餐，⼤家可以挑選 Pan Seared Salmon Loin 或 Grain Fed Beef Fillet Mignon。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K II-精美禮品 (7)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K-吊墜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K-項鏈 (1)

喜歡⽜⾁的雁⼦是夜點了 Grain Fed Beef Fillet Mignon！當你點這⽜排時，侍應⽣會跟你確
認⽜⾁的熟度；你可以選擇4分熟、5分熟或7分熟。我點了4分熟的，熟度剛剛好！⽜排吃起
來外酥裏嫩，⽜⾁很鮮嫩多汁呢！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KECHERS -休閒
運動鞋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ONY-數碼相機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記本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餅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壺 (5)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咖啡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保溫壺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玻璃⽔瓶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茶杯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茶壺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克杯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Grain Fed Beef Fillet Mignon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會員卡 (3)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隨⾏杯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環保袋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鑰匙扣 (2)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DRIVE-THRU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FRAPPUCCINO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TARBUCKS
COFFEE-STRARBUCKS BEARISTA
BEAR (7)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鏡
⼦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吊墜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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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Seared Salmon Loin。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戒指
(1)

女⽣們如果嘴饞⼜想照顧苗條⾝段，那可以點這個 Pan Seared Salmon Loin，健康⼜養⽣！
三文⿂烤得恰到好處，⽪脆，⾁質入味！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圓珠
筆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SWAROVSKI-精美
⼿鏈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TABIYO SHOPMIDORI TRAVELER’S NOTEBOOK (3)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THE EXECUTIVE上衣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TIZIO -戒指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TSL-吊墜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TSL-項鏈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VALENTINO
RUDY-下半⾝服飾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VALENTINO
RUDY-⾼跟包鞋 (1)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Grain Fed Beef Fillet Mignon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VALENTINO
RUDY-連⾝裙 (1)
時尚潮流-潮流品牌-VINCCI-⽿墜 (1)
神就是愛-經歷神恩-主恩洋溢 (6)
執⼦之⼿-相知相惜-⾄死不渝 (60)
教學⽣涯-酸甜苦辣-喜怒哀樂 (94)
教學⽣涯-酸甜苦辣-歡樂假期 (12)
媽媽⼼情-育兒天地-育兒點滴 (56)
媽媽⼼情-彌⽉之喜-彌⽉禮盒 (2)
媽媽⼼情-懷孕點滴-懷胎⼗⽉ (18)
愛爬格⼦-⼤⾺部落-部落格祭 (10)
愛爬格⼦-投稿文章-CozyCot (9)
愛爬格⼦-專訪-光華⽇報 (1)
愛爬格⼦-靚麗雁⼦-⼼情文字 (42)
愛爬格⼦-靚麗雁⼦-部落情緣 (9)
愛爬格⼦-靚麗雁字-⾯⼦書粉絲團 (2)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Pan Sealed Salmon Loin

愛爬格⼦-邀稿貼文-65daigou (1)
愛爬格⼦-邀稿貼文-東⽅⽇報 (1)
愛爬格⼦-邀稿貼文-歡樂分享 (8)
愛爬格⼦邀稿貼文-歡樂分享 (2)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Pan Sealed Salmon Loin

喜歡的話，還可以點⼀杯或⼀瓶紅酒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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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Dessert Of The Day。
唯美浪漫的晚餐，在侍應⽣端上是⽇甜點后，划上了圓滿句點！這賞⼼悅⽬的蛋糕，是甜美可
⼝的芝⼠蛋糕。
是夜，我們在涼風習習下，度過了如此美好的夜呢！感謝 E & O Hotel 的盛情款待！

E&O Hotel ｜Dinner By The Pool︱ Dessert Of The Day

如果你正計劃帶著你的另外⼀半浪漫⼀番，無論是⽣⽇、周年慶或其它重要⽇⼦，那不妨考慮
這裡哦！切記搖個電話預訂位⼦哦！因爲位⼦有限！附上資料：

TOUR DIRECTIONS

Planters Lounge E&O Hotel
預定電話：
04-222 2000 ext: 3151/3139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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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eohotels/
官⽅網站：
http://www.eohotels.com/main.php
地址：
10, Lebuh Farquhar, George Town, 102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地圖：

《⼤⾺部落》
《⼤⾺部落》

《最佳社會關懷部落格》

【光華⽇報 ︱悠周刊】：我把青春寫進
⽇記本.

'''

於 4⽉ 07, 2019
標籤： 活動邀請-親⾝體驗-美食試吃, 美味佳肴-美食蹤跡-檳城美食

沒有留⾔:
東⽅⽇報【⽣活⼀品】：旅⾏的意義

張貼留⾔
交流處

輸入您的留言...

發表留言的身分：

目前使用以下帳戶
留言：
vonne94@gmail.com

發佈

較新的文章

登出

-VoNNe- (Goog

預覽

通知我

⾸⾴

較舊的文章

訂閱： 張貼留⾔ (Atom)
精選文章

法國·巴黎 | 戰利品·CHANEL包包&⻑⽪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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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wlab · 讓你【咖啡師】的夢想成真
這裡有沒有跟雁⼦⼀樣是 咖啡控 的朋友？ 愛咖啡，愛了快20年，是名副其實的
咖啡控。無論是濃縮咖啡、拿鐵、卡佈奇諾、瑪奇朵、摩卡等等等，我都⼤愛；
尤其最愛卡佈奇諾。⽽我的丈夫呢，偏愛濃縮咖啡，越純厚越愛。我倆⼼裏有個
⼩願望：開始研究咖啡，希望在家裏購置⼀台咖啡機， 然...
下廚記...(57) # 家鄉味濃濃的⾺尼菜炒蛋
「⾺尼菜炒蛋」，在我們砂州，是⼀道很鄉⼟簡樸的菜餚。⼩時候，這是餐桌上
常⾒的菜肴，更是餐桌上的主⾓。我們兄弟姐妹幾⼈，會因爲這⼀道菜肴，吃得
津津有味。不知道是⼀種習慣，還是真的因爲媽媽煮得好吃，我們全家都非常喜
歡這道菜肴。 可惜，到了檳城，這⾺尼菜（⼜被稱爲樹仔菜）， 只能「...
檳城北賴美食 ｜富滿樓酒家 # 龍皇乳豬鮑⿂宴 · 現在只需要 RM888++
為歡慶19周年慶，富滿樓酒家推出加強版的 龍皇乳豬鮑⿂宴 ，並正進⾏⼤促銷！
原有價格為 RM1288 ，如今只需要 RM888++ 就可以享⽤呢！ 當然，都說是加強
版，正是因爲之前推出的配套獲得熱烈的反應。於是，應循眾要求，再次推出了
超值配套！⽽這配套是經由廚師們精...

連接其它文章...

2016·中國親⼦遊

中國親⼦遊初體驗
亞洲·中國 | 親⼦遊初體驗 # 花絮

2014·意⼤利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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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輕鬆遊。
歐洲·意⼤利 | 八天七夜輕鬆⾏ # 精彩花
絮
歐洲·意⼤利 | 泰國機場轉機酒店 #
Louis Tavern Day Rooms & CIP
Lounges
歐洲·意⼤利 | 泰國機場轉機酒店 #
Louis Tavern Day Rooms & CIP
Lounges # 午餐·晚餐
歐洲·意⼤利 | 羅⾺·下榻的酒店 # Hotel
Mirage
歐洲·意⼤利 | 羅⾺·午餐 # Chef
Express
歐洲·意⼤利 | 羅⾺·⽃獸場 #
Colosseum
歐洲·意⼤利 | 羅⾺ · 第⼀個戰利品 #
NIKE 運動鞋
歐洲·意⼤利 | 羅⾺·晚餐 # Tavola Calda
Ristorante
歐洲·意⼤利 | 羅⾺ # 聖彼得⼤教堂·St
Peter’s Basilica
歐洲·意⼤利 | 羅⾺ # 梵蒂岡博物館 ·
Vatican Museum
歐洲·意⼤利 | 羅⾺ # ⻄班牙廣場
·Piazza Di Spagna & Giolitti 冰淇淋
歐洲·意⼤利 | 羅⾺ # 聖天使城堡·Castle
& Ponte Sant' Angelo
歐洲·意⼤利 | 羅⾺ # Bar Restaurant Le
Terrazze · 聖天使城堡 # 愜意的午餐
歐洲·意⼤利 | 羅⾺ # 萬聖殿 · Pantheon
歐洲·意⼤利 | 羅⾺ · Ristorante S.P.Q.R
# 晚餐 · 結婚周年慶
歐洲·意⼤利 | 羅⾺ （ROME）→ 佛羅
倫薩 （FLORENCE） # 火⾞上的午餐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下榻的酒店 ·
HOTEL ROMAGNA + 早餐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THE MALL奢
侈品直銷中⼼ # 男女⼈的名牌購物天堂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RISTORANTE CAPITALE DELLA
CINA 京都⼤酒樓·中餐料理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THE MALL奢
侈品直銷中⼼ # GUCCI 單肩包·短⽪夾·
圍⼱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THE MALL奢
侈品直銷中⼼ # PRADA 單肩包·短⽪夾·
墨鏡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聖⺟百花⼤教
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 RISTORANTE
CAFFE GIOTTO
歐洲·意⼤利 | 佛羅倫薩 （Florence）→
米蘭 (Milan) # 火⾞站的午餐
歐洲·意⼤利 | 米蘭 ·下榻的酒店 #
HOTEL BOLZANO ● 酒店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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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意⼤利 | 米蘭 # 米蘭⼤教堂
Duomo di Milano & Piazza Duomo 廣場
歐洲·意⼤利 | 米蘭 ◆ Gran Caffè
Visconteo # 浪漫的晚餐
歐洲·意⼤利 | 米蘭 # BAR BA DEL
CORSO ◆ 休閒的午餐
歐洲·意⼤利 | 米蘭 # Bar Duomo
BISTROT · ⼜是個浪漫的晚餐
歐洲·意⼤利 | 米蘭 # 斯福爾扎城堡 ·
Castello Sforzesco

2013·巴黎浪漫⾏

巴黎浪漫之⾏。
巴黎浪漫⾏ | 吃喝在巴黎街頭。
法國·巴黎 | 下榻的酒店 ·Hotel Ermitage
法國·巴黎 | 吃在巴黎·Traiteur Wanshun
Asiatique （萬順）
法國·巴黎 | 吃在巴黎·Gusto Italia
法國·巴黎 | 吃在巴黎·Cafe Brasserie
法國·巴黎 | 聖⼼堂 · Basilica of the
Sacré Cœur
法國·巴黎 | 巴黎聖⺟院 ·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法國·巴黎 | 盧浮宮博物館· Musée du
Louvre
法國·巴黎 | 榮軍院 （Musée de
L‘armée）。
法國·巴黎 | 凱旋⾨ · 新凱旋⾨（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 Grande Arche）
法國·巴黎 | ⾺德萊娜教堂·L'église
Sainte-Marie-Madeleine
法國·巴黎 | 戰利品·歐舒丹
(L'OCCITACE)
法國·巴黎 | 吃在巴黎·Cafe Madeleine
法國·巴黎 | 埃菲爾鐵塔·浪漫之吻。
法國·巴黎 | 戰利品·LONGCHAMP 托特
包 & 錢包。
法國·巴黎 | 戰利品·CHANEL包包&⻑⽪
夾。
法國·巴黎 | 戰利品·CHANEL四⾊眼影。
法國·巴黎 | 編織屬於共同的回憶。
法國·巴黎 | 戰利品·僅在法國出售的
CHANEL精品梔⼦花香⽔。
法國·巴黎| 塞納河上鎖上我們的愛情
鎖。
法國浪漫遊 | 歡樂購物·戰利品（總結
篇）。

2014德國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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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輕鬆⾏
歐洲·德國 | 八天七夜輕鬆⾏ # 精彩花絮

2013德國休閒⾏

德國悠閒⾏。
德國休閒游 | 吃喝在德國街頭
德國 | 幸福的德國狗狗。
德國·慕尼⿊ | 下榻的酒店 · Ibis Hotel
德國·奧格斯堡| 下榻的酒店 · Ibis Hotel
德國 | 奧格斯堡·慕尼⿊交通篇
德國·奧格斯堡| 吃在奧格斯堡· Henry's
Coffee
德國·慕尼⿊ | 吃在慕尼⿊ · Sud & Co
Cafe, Munich
德國·慕尼⿊ | 吃在慕尼⿊·Cafe
Tambosi
德國·慕尼⿊ | 寧芬堡宮·Schloss
Nymphenburg。
德國·慕尼⿊ | 鐵阿提納教堂。
德國·奧格斯堡| 吃在奧格斯堡·Chicken
& More
德國·奧格斯堡| 吃在奧格斯堡·Kebab
King
德國·奧格斯堡| 吃在奧格斯堡·Arkadas
Döner & Pizza
德國·奧格斯堡 | 中世紀的絢爛老街。
德國 | 奥格斯堡⼤教堂。
起⾶·降落 | 德國·奧格斯堡。
德國 | 美味豐盛的歐式早餐。
當上「⼀周的德國貴婦」，⼈⽣幾囘
啊。
德國·奧格斯堡 | 把問候寄出。
德國·奧格斯堡 | 祝你⽣⽇快樂。
德國·奧格斯堡 | 瘋狂購買巧克⼒篇。
再⾒，奧格斯堡；慕尼⿊，我們來也。
德國，再⾒了；法國，我們來也。

2013臺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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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由⾏。
臺灣⾃由⾏ | 臺北·⼠林官邸。
臺灣⾃由⾏ | 臺北·故宮。
臺灣⾃由⾏ | 臺北·⼠林夜市
臺灣⾃由⾏ | 臺北· 艋舺龍⼭寺。
臺灣⾃由⾏ | 臺北· ⻄⾨町 & ⻄⾨紅
樓。
臺灣⾃由⾏ | 臺北· 九份老街。
臺灣⾃由⾏ | 臺北· 總統府。
臺灣⾃由⾏ | 臺北· 介壽公園&⽩⾊紀念
碑。
臺灣⾃由⾏ | 臺北· 中正紀念堂。
臺灣⾃由⾏ | 臺北· 國⽗紀念館。
臺灣⾃由⾏ | 臺北· 野柳地質公園。
臺灣⾃由⾏ | 臺北· 101⼤樓·觀景台。
臺灣⾃由⾏ | 臺北· 淡⽔老街。
臺灣⾃由⾏ | 臺中· 逢甲⼤學。
臺灣⾃由⾏ | 臺中· 九族文化村【歐洲花
園】。
臺灣⾃由⾏ | 臺中· 九族文化村【歡樂世
界】。
臺灣⾃由⾏ | 臺中· 九族文化村【九族廣
場】。
臺灣⾃由⾏ | 臺中·⽇⽉潭（纜⾞）。
臺灣⾃由⾏ | 臺中· 逢甲夜市。
臺灣⾃由⾏ | 歡樂購物篇。

2013·曼⾕休閒⾏

泰國·曼⾕休閒⾏
泰國·曼⾕ | 六天五夜遊 # 精彩花絮
泰國·曼⾕ | 起⾶·降落曼⾕廊曼國際機場
# 機場交通指南
泰國·曼⾕ | 下榻之酒店 # Bangkok City
Hotel
泰國·曼⾕ | 北壁府 # WORLD WAR II &
JEATH WAR MUSEUM
泰國·曼⾕ | 北壁府 # 桂河⼤橋 ·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泰國·曼⾕ | 北壁府 # KANCHANABURI
WAR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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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 | 騎⼤象 # KANCHANABURI
ELEPHANT CAMP
泰國·曼⾕ | 坐⽵筏 # KANCHANABURI
BAMBOO WATER RAFTING
泰國·曼⾕ | 老虎廟 # 零距離接觸老虎
泰國·曼⾕ | 邦芭茵夏宮 BANG PA-IN
SUMMER PALACE
泰國·曼⾕ | 海鮮⼤餐 # ⼤排檔
泰國·曼⾕ | 崖差蒙空寺·WAT YAI
CHAYA MONGKOL
泰國·曼⾕ | 瑪哈泰寺·WAT MAHATHAT
泰國·曼⾕ | 美功鐵道市場 · Maeklong
Railway Market
泰國·曼⾕ | ⼤城⽔上市場 · Ayothaya
Floating Market
泰國·曼⾕ | Bangkok Sky Restaurant ⾼
空景觀餐廳 · Baiyoke Sky Hotel
泰國·曼⾕ | Chang Puak Camp
泰國·曼⾕ | 丹能莎朵歐式⽔上市場 ·
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泰國·曼⾕ | ASIATIQUE THE
ROVERFRONT & CALYPSO
BANGKOK THEATER ⼈妖歌舞團秀。
泰國·曼⾕ | 游河 + 鄭王廟 WAT ARUN
。
泰國·曼⾕ | 午餐 · SOMTAM URBAN
EATERY （SIAM CENTER）
泰國·曼⾕ | 歡樂購物 · NaRaYa 娜萊雅
曼⾕包
泰國·曼⾕ | 歡樂購物 · 女⽣内在美，
WACOAL
泰國·曼⾕ | Starbucks Coffee · Siam
Paragon.

泰國⾃由⾏。
泰國⾃由⾏ | 宋卡·【吃·玩·在撒米拉海
灘】。
泰國⾃由⾏ | 合艾·【住·⾏·在合艾】。
泰國⾃由⾏ | 合艾·【食在合艾】。
很棒的出遊:Hatyai@Thailand...!

熱浪島之約

與美麗的熱浪島之約。
熱浪島 | 海洋公園·美麗的約會。
《夏⽇麽麽茶》之巴⻄班讓。
完美的潛⽔體驗。

2013邦⼽島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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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咯島⼀家⼈的溫馨出遊。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新南發茶餐室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海成興沙爹⿂產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Restoran Kean Fatt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佬海鮮飯店· Restoran
Pasir Bogak。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慢步·玩樂在傍晚的沙灘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荷蘭城堡·The Dutch Fort /
Kota Belanda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福臨宮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下榻的度假屋 ·
ANJUNGAN BEACH RESORT AND
SPA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福記海鮮樓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交通篇
⾺來⻄亞·霹靂 | 邦咯島 （Pulau
Pangkor）# 花絮

2012 Thailand·Songkla

2012 Thailand Hatyai ⾏

2010 沙巴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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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Pulau Aman ⾏

2010 香港⾃由⾏

2010 澳⾨歡樂⾏

2009 巴厘島蜜⽉⾏

2009 新加坡⾏

2009 Pantai Kerachut

2008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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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蘭卡威⾏

2006年北京⾏

2006年南京⾏

雁兒留不留痕跡之處...
Fabrice 嚐味
FUMI - 新廚新風格

5 ⼩時前

⼩女⼈的⼩天地
【台湾住宿】宜兰。
⾏⼝文旅

6 ⼩時前

靚麗雁⼦·展翅翺翔...
檳城美食｜ZUZUDO
RAMEN BAR 堅持⽤
⼼烹飪美食
19 ⼩時前

幸福⾜迹

【TOKU TSURU】德
鹤堂滴鸡精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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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米。Shan Zu's sweet
house。
致我的两个《四⽉
天》出⽣的孩⼦
（⼆）⼤亨
1 天前

~~吃 * 喝 * 玩 * 乐~~Eat * Drink *
Play * Enjoy~~
【古晋住宿】古晋阿
⻉尔酒店 Abell Hotel
Kuching| 古晋市区内
三星级酒店
4 天前

Celine's World 美食旅⾏箱
【 Kota Belud 2天1夜
轻旅⾏】～去神⼭⼭
脚露营！沙巴隐世美
景在这⾥！
1 週前

❁♥♡爱の分享•诗の⽣活❁♥♡

❁棒嘟嘟の团拜11.02.2019 & 和⼩
妮⼦喝茶兼庆⽣17.02.2019❁

1 週前

MIKIKO の 爱情坟墓
⽇本蔬菜咖哩。便
当。饭

1 週前

⽉光下のApplefish
Dinner By The Pool
@ Planters Lounge,
E&O Hotel
1 週前

kampung girl 。風花雪⽉記事本
Swan Valley@Perth,
West Australia

1 週前

眼睛会说话

⼲眼症(dry eyes)~⽤
眼药⽔比⼈⼯泪液更
有效吗

1 週前

幸福。。。就在我⾝边
北⻢搞怪团：百合园
拿督公 Bakap Indah
Na Tuk Kong
2 週前

舒菲雅思维空间
来⻢六甲必看《⼜⻅
⻢六甲》情景体验剧
Encore Melaka @
Impression Series
2 週前

是思还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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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前

JuSt folLoM uR fe3LinG
Mamasak系列 - 懒⼈
厨房 | Salad Bowl

1 個⽉前

As An Unrest Life
【Park┃公園】
Tilgate Park（2019）

3 個⽉前

闲⼈部落

3 個⽉前

【沙巴亚庇游记】出
海半⽇游Island
Hopping (Island
Manukan & Island
Mamutik )

向⽇葵馋嘴⽇记
2018第⼀篇 - ⼼⽬中
的第⼀名：好吃的⽩
云吞⾯ @ 海墘茶室
5 個⽉前

妈妈⼼情笔记
⻅贤思齐

9 個⽉前

优霓斯宫主の幸福基地 #蓝苑
【关于⼩芝⿇】Papa got money
XP
9 個⽉前

kira belakang
⼭寨版的美⼈⿂⽣⽇
會

10 個⽉前

丫丫不是歪歪
【丫丫の记】5周年の
丫丫不是歪歪

11 個⽉前

订阅翱翔的雁⼦
發表文章
留⾔

關⼼雁⼦之⼈...
Followers (62) Next

Hitomi喜多米

有緣千⾥來相會

https://www.wendywyl.com/2019/04/e-hotel-dinner-by-pool.html

22/23

4/23/2019

靚麗雁子·展翅翺翔...: 檳城美食蹤影︱E&O Hotel • Dinner By The Pool # 浪漫晚餐！

感謝你來過這塊園地，留下腳印！

天涯若比鄰...

有緣, 千⾥來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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