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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於1979年，1993年成為

股票上市公司，素有「營建

業模範生」美譽，秉持「建

築精緻家園，提升服務品質

」的初衷，獲得消費者與業

界肯定。

冠德建設以將近40年的努力

從提供優質生活空間到創新

生活方式、從建築營造事業

道跨足購物中心服務領域，

將人與生活完美結合，創造

新城市價值。

創立於1982年，30多年來獲

得多項營造獎項及國際品質認

證ISO9002等榮譽與肯定，並

在2000年股票掛牌上市，成

為少數甲級優良營建廠股票上

市公司之一。

根基營造以科學家的精神，研

究掌握更高深的營造技能，探

索各種建築技術可能，以期呈

現精緻營造工藝之美，持續引

領國內營建趨勢。

對品質永不妥協的

營 建 業 模 範

是我們的出發點

感動滿足

是幸福的最大意義

築冠以德  從心出發

冠德建設本著為所有家庭創造幸福為使命，將「品質」擺在

第一位，為所有家庭提供一輩子的生活保證，耕耘多年贏得

「營建業模範生」的美譽

「Global Mall」是冠德建設願景的延伸，讓所有家庭不只有住

  的百年保證，生活也能因 Global Mall 而豐富。



購物中心的任務已經由服務社區進化到城市機能，面對的是以交通

工具往來於城市與城市間不同人們的多元需求。Global Mall 10多

年來洞察開發業未來趨勢，同時開發全客型與車站型購物中心型態

，從一開始專注於社區型服務，服務地區顧客，進入三階段進化，

目標成為城市網路樞紐中點的城市綜合體，以符合未來打造亞洲購

物新型態的願景。

是我們前進的動力願景

1.0購物中心
一站式購物 滿足日常生活所需

2.0親子與影城
假日休閒娛樂的好去處 

3.0車站軌道經濟
一日生活圈 美食購物更便利

4.0虛實整合 隨身經濟
智慧購物 好康不錯過

4.0智慧型購物商城
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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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心的溫暖，打造享樂的生活
與時
俱進

環繞0~10歲兒童的三世代家庭

「顧客至上﹒服務﹒效率﹒創新」為企業核心理念。

 2005年建立首家-新北中和，打造一站滿足的大型購物中心。

 2010年起展開與臺鐵合作，從板橋車站開始，延伸至全台灣。

 迄今，車站連通設施有5家，大型購物中心型有2家。

 今後持續與母公司冠德建設攜手，站在潮流趨勢前端，為住宅開發，複合開發的商業機能、

 為家庭的日常生活，提供多元購物、遊憩體驗，滿足不同客群與需求。

出生、開始說話、開始走路、進入小學、開始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生活。

我們與「祖‧親‧子」3世代一同見證這個歷史。

為小孩提供安全安心環境的同時﹐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寓教娛樂的空間﹐

讓育兒時代的父母能夠擁有一個放鬆的空間﹐也是一個讓家庭之間交流

形成社區的空間。

Global Mall希望成為一個讓親子同樂的地方。

Global Mall
實現家庭日常生活的幸福

1.配合歲時節令﹐提供新鮮、有趣、好玩的生活提案

2.滿足日常生活的優質商品與活動

3.提供安心安全的購物環境

4.滿足對家人與親友的體貼與關懷

5.親子三世代﹐共享交流的體驗平台

餐飲美食
F&B

休閒時尚
CASUAL
FASHION 休閒娛樂

LEISURE
AMUSEMENT

生活型態
複合店
LIFE

STYLE



服務才能產生溫度
從心
做起

新北中和 屏東市

新北中和

屏東市

全店型

櫃位數 : 72家 / 商業面積 : 6,600 坪

櫃位數 : 68家 / 商業面積 : 5,500坪

桃園A8

2012年12月開幕，為Global Mall 3號店 

不僅開啟Global Mall 南北服務的連結，

也充分展現我們立足台灣、放眼亞洲的

開端。位於市區中心的地理位置讓我們

為屏東地區的消費者提供了方便，更能享受購物的樂趣，不再需要跨地區購物消費。

營業面積近10000坪，配備完整與多樣的品牌線、高端的休閒娛樂場地、溫馨的親子共享

空間，開幕至今，不只吸引屏東地區民眾，也成為前往墾丁遊客的最佳中繼站，讓喜愛

Global Mall 的顧客在屏東地區也可以享受到同樣的用心款待。

專注於顧客感受，我們將購物的樂趣加上心的溫度。

Global Mall提供滿足各年齡層顧客服務需求的全客型購物中心，

以社區型的服務形態，深受當地顧客的喜愛。

全客型主要以多樣化的品牌組合、親子共享以及休閒娛樂等服務為主，

複合式多功能的店內設施與開闊舒適的購物空間，

讓每一位來到 Global Mall 的顧客都能享受最愉悅的購物體驗。

逛完商場直接飛出國！桃園首間車站型購物中心。

國內首間與桃園機場捷運相連的購物中心，Global Mall 桃園A8集結購物、餐飲、文化、

休閒為一體，為顧客打造一日購物新體驗，分享副都心周遭的生活中的每一個精彩變化。

Global Mall 桃園A8著重於長庚醫院與林口/龜山一帶商圈，特別引進獨家特色主題餐廳、

異國風味小飯館，並提供完善休憩空間；核心生活大店結合運動生活概念，為在地顧客提

供我們最用心的服務。

櫃位數 : 227家 / 商業面積 : 24,000 坪

2005年12月開幕，是Global Mall 第1家全客型店舖的購物

中心。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人氣匯集的精華地帶，周邊社區

住宅眾多，並兼具娛樂、休閒、親子、購物、美食、等功

能，已成為中永和及板橋一帶消費者購物首選，深獲在地

居民的好評。



現代人的生活離不開交通，大眾運輸的周邊代表了一個重

要的購物生態，Global Mall 積極於交通樞紐佈點，用心

為顧客的每一站停留做到最好的服務，正是Global Mall 

車站店的宗旨。

「一日生活圈」的生活型態已是常規，我們更要顧客創造

一致的購物體驗與一樣感動的服務溫度，讓顧客一下車就

能感受Global Mall 的用心。

Global Mall板橋車站是Global Mall首次與台鐵合作的車站型

商場，位於板橋車站大樓內，為三鐵共構(高鐵、台鐵及捷運)

的交通要衝，因此為了滿足車站型旅客短暫停留的購物飲食

需求，店內除一般購物外，更擁有大面積之外食TOGO區，板

橋車站店於2015年全新整修，重金禮聘日本著名室內設計公

司顧問監製設計，以當代日本商場主流設計為基礎，走在其

中就像置身於日本高級購物中心。

Global Mall
串連生活中的每一站

心之
所向

南港車站

板橋車站
新左營車站

南港車站

板橋車站

林口A9

桃園A8

新左營車站

車站型

櫃位數 : 122家 / 商業面積 : 7,500 坪

櫃位數 : 25家 / 商業面積 : 4,050 坪

櫃位數 : 49家 / 商業面積 : 1,900 坪

Global Mall 新左營車站於 2013 年4月開幕，是繼板橋車站店

後第2家與台鐵合作的車站型購物商場，亦為南台灣第一間車

站型購物中心。

新左營車站店位於三鐵共構的新左營車站大樓內，每月約3  00萬

人次流量，讓新左營站成為南台灣重要的生活購物中心，更成為

遊客到站與離站時購物首選，其獨樹一幟的主題親子樂園，更是

親子玩樂與運動休閒的好去處。

林口A9

南港為台北市東區新門戶﹐而南港車站不僅是三鐵交通重

要樞紐﹐更臨近南港展覽館﹐進出車站人數已近3千萬人

次。2016年開幕的Global Mall南港車站﹐是全台第三家

位於車站內開設的購物商場﹐｢趣遊樂園Kid’s Park B｣位

於南港車站大樓B1內﹐以生活型態、餐飲美食及親子遊憩

為主﹐與2019年開幕﹐首家以車為主題的競技娛樂中心的

｢探險樂園Kid’s Park A｣構成帶狀購物中心﹐一次滿足家

庭親子客層需求。

Global Mall林口A9位於桃園機場捷運線林口A9站，是

Global Mall機場捷運線上第2家連通之購物中心。

隨著機場捷運通車的帶動下，林口區的人口不斷增長，

Global Mall林口A9以提供顧客每一天生活補給站的概念，

著重多元美食、娛樂休閒及生活體驗，提供通勤族、週邊

家庭親子客，輕鬆自在的享食環境及生活補給、吃喝育樂

的最佳去處。

櫃位數 : 58家 / 商業面積 : 3,000 坪



虛實
整合

會員
服務

以智慧科技超越線上線下界線 
為提供顧客最貼心的服務，2018年Global Mall 打造購物中心第一家Chatbot AI 機器人，以先進的AI技術提供最即時最人性化的顧客服務，

打破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並將持續專注以各種科技應用技術打造顧客購物新體驗，以OMO數位新零售智慧服務平台成就台灣零售新境界。

全方位拓展Global Mall會員生活圈

社群即時互動回應

AI
智能客服

24小時
顧客服務

即時解決消費者問題

好康活動
導引

吸引民眾前往櫃位

隨想隨買

線上商城

電子看板 線上導線下
掃描得購物中心禮券

了解消費者行為喜好 
再精準行銷

數據
分析洞察 趣味

互動行銷 透過遊戲或測驗提供折價券
給消費者 並進一步蒐集資訊

APP行動會員
2021即將升級
免收倉儲物流費用

抽成優惠 優惠加贈首頁曝光
專屬會員推播

有興趣請掃我



公益
回饋

融入
社區

傳播希望種子
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讓每一個 Global Mall都成為愛心的出發點﹐不僅集結冠德企業集團的資源﹐一起積極投入公益﹐

提供弱勢團體所需的物資資源﹐更以實際行動展現愛心﹐成立志工團隊﹐積極投入環保、陪伴弱勢長輩﹐串連愛與感動﹐

讓幸福擴散到台灣的每個角落。

此外﹐更將公益風氣向下扎根﹐鼓勵親子共同參與﹐連續舉辦路跑活動﹐吸引上千人全家健康開跑﹐更響應世界地球日﹐

與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合作推動｢捐玩具‧串連愛｣活動﹐十天內募集達2,000個二手玩具。 

為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幸福
不只是消費購物場域﹐Global Mall更扮演著幸福大平台角色﹐串連了商場與社區﹐不僅創造聚集經濟﹐帶動商圈發展﹐

更舉辦多樣化活動﹐像是節慶如聖誕節、萬聖節活動、親子唱跳、手作DIY﹐每年舉辦上千場﹐並積極參與在地﹐與社區

共享資源﹐及提供便利服務﹐成為通勤族、家庭客群享生活娛樂體驗的首選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