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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活活動動名名稱稱：：  

  夜宴  
貳貳、、活活動動緣緣起起與與目目的的：：  

走進夜宴，像似一個標記著 30 年代的上海場景，精心策劃的美食

與活動更讓人有穿越時空的錯覺，在這裡用餐，享受穿越時光隧道的

戲劇性驚喜，彷彿親身經歷一場繁榮與優美的上海盛宴，與時光相

遇……在二鮮居夜宴… 

参参、、活活動動特特色色：：  

      一一個個學學期期三三個個場場次次的的宴宴會會，，集集合合於於前前兩兩次次宴宴會會的的挫挫折折與與鼓鼓勵勵，，在在

第第三三次次宴宴會會中中，，本本班班將將完完美美演演出出成成現現在在所所有有賓賓客客眼眼前前。。一一盤盤接接一一盤盤的的

精精緻緻佳佳餚餚；；一一場場接接一一場場的的獨獨特特表表演演，，讓讓大大家家吃吃的的讚讚不不絕絕口口；；看看的的目目不不

轉轉睛睛。。  

肆肆、、活活動動時時間間：：22000088 年年 33 月月 1188 日日      1177：：3300～～1199：：3300  

伍伍、、活活動動地地點點：：明道大學 二鮮居 

陸陸、、指指導導單單位位：：明道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主主辦辦單單位位：：明道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三年 A 班 

柒柒、、參參加加對對象象：：全校師生、校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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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活活動動總總流流程程  

日期 時間 活動、行程 備註 

12/23 整天 內場買菜、前置備 
5:30~6:00 進場 
6:00~6:10 出菜秀 
6:10~6:15  上第一道菜 
6:15~6:20  收第一道菜 
6:20~6:25  上第二道菜 
6:25~6:30  收第二道菜 
6:30~6:35  上第三道菜 
6:35~6:40 扇子舞+千手觀音 
6:40~6:45  收第三道菜 
6:45~6:50  上第四道菜 
6:50~6:55  收第四道菜 
6:55~7:00  上第五道菜 
7:00~7:05  收第五道菜 
7:05~7:10  表演節目-色戒 
7:10~7:15  上第六道菜 
7:15~7:20  收第六道菜 
7:20~7:25  上第七道菜 

 
 
 
 
 
 
 
 

12/24 

7:25~7:30  謝幕 

 

 

玖玖、、菜菜單單  

  名名稱稱  備備註註    名名稱稱  備備註註  

鴛鴦福祿拼  玉皇乘龍  

金玉海王羹  紫玉冰晶  

田園燴時蔬  

甜點  

金屋藏嬌  

避風塘雙鮮  甜湯  吉祥富桂  

主菜  

腊為寶仔飯  

  

茶水  香片、潽洱菊花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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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拾拾、、活活動動工工作作執執掌掌  

餐三 A 工作部門 

編 組 負 責 人 工作內容 備註 

經理 陳佳慧 
1. 推動本次宴會之執行。 
2. 協助各組門之運作。 
3. 督導宴會之執行。 

 

內場組 徐健瑜 1. 甜點以外的餐點由內場包辦。  

烘焙組 洪雅琪 1. 負責本次宴會的甜點。  

外場組 吳思穎 1. 督導外場服務人員。  

企劃組 陳宛婷 
1. 負責宣傳活動。 
2. 負責企劃書撰寫、製作海報並且

張貼。 
 

活動組 李雅芳 
1 負責活動的編排和設計、制定活動

流程表。                       

酒水組 林依均 1. 負責酒水的設計和甜湯的製作。  

採購組 楊永祥 
1. 採購宴會當天所需食材及消

耗品。 
 

財務組  
1. 負責工作財務核發報表彙整、

內外場之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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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拾拾壹壹、、工工作作內內容容職職務務分分配配及及進進度度  

內場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第一次試菜日期 3/6 
前菜 烤鴨捲拼醉雞 
湯 南瓜海鮮羹 
蔬菜 田園燴時蔬 
海鮮 避風塘雙鮮 
飯 腊味寶仔飯 

外場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1. 工作分配：燈籠(圓柱體)4 大 4 小----5 人一組 

             燈籠(長方形)4 大 4 小----4 人一組 

             Menu&大燈籠----5 人一組 

             音樂----1 人負責 

2. 工作執掌：外場要負責的工作大約有 6 大點—製作燈籠、出菜秀、               

帶位、倒茶水、服務上菜、音樂。 

  

 組員名單：孫華憶、陳怡婷、吳欣蓓、吳思樺、古薇薇、蔡怡婷、吳思穎、張

紋瑜、蘇斐齡、歐陽宛君、陳品秀、周資欽、楊蕙伶、劉士緯、黃凌、

廖韋甄。 

活動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色戒翻版＞ 
a.易先生：許書豪 
b.湯唯：李雅芳 
c.包租婆：林佩蓉 
d.麻將小姐：徐安妮.鍾馨興 
e.肉先生：林德賢 

主持人：許媛婷、陳建佑、林玳君 
＜開場舞&千手觀音＞ 
人員：許媛婷、陳建佑、林玳君、林德賢、徐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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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馨興、林佩蓉、李雅芳、許書豪 
 

烘焙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雅琪：負責菜單的食譜，傳達資訊給組員，及分配工作事項，協助組員完成甜點

的製作。 
秀玲：負責甜點製作，從攪拌、整形、入模至烤焙的工作，及擺盤劃盤的職務，

讓工作程序得以順利進行。 
思妤：負責甜點製作，從攪拌、整形、入模至烤焙的工作，及擺盤劃盤的職務，

讓工作程序得以順利進行。 
勝欽：負責甜點製作，從攪拌、整形、入模至烤焙的工作，及擺盤劃盤的職務，

讓工作程序得以順利進行。 
 
紫米奶酪、蛋黃酥、葡式蛋塔，這三項甜點為此次宴會尾點，為了讓每位組員能

學習更多技術，所以這三項甜點是大家一起製作而成，從烹煮、攪拌、整形，烤

焙等過程，每位組員都需接觸，使其工作順利完成。 
 
2/26  PM 5:00 討論菜單、確定菜色 
 
3/4   PM 5:00 挑選器具 
 
3/5   PM 5:00 試菜~紫米奶酪 
             缺點: 紫米略硬、奶酪有點硬、奶味太重 
             改進: 紫米蒸煮的時間延長一點、吉利丁片少放一片、鮮奶油換

品牌。 
 
3/11  PM 4:00 試菜~蛋黃酥、葡式蛋塔、紫米奶酪 
             缺點: 蛋黃酥太乾，有點甜，分量太大、有點膩 
             改進: 蛋黃酥烤焙時間減短、分量變小、以橙汁的醬汁來減低甜

點的膩度。 

酒水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2 月 25 日：討論宴會當天所要供給的茶葉種類，提議鐵觀音、香片、台茶十八

號、綠茶、烏龍茶、潽洱茶、潽洱菊花茶等。選出三種茶類在宴會

當天使用，香片、烏龍茶和潽洱菊花茶。接著討論相關之茶壺及杯

子的材質，決定使用陶瓷茶壺和陶瓷茶杯。(全班開會時被提議使

用兩種茶葉即可，香片和潽洱菊花茶。) 
3 月 04 日：討論甜湯的種類，提議椰香西米露、芋頭西米露、桂圓紅棗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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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決議使用椰香西米露，並且到圖書館查詢此甜湯之作法。(後來

因為與甜點的口味相似會膩，所以改為桂圓紅棗甜湯。) 
3 月 11 日：試作桂圓紅棗甜湯，並把其材料配置量給確定。還有確認宴會當天

所需之器皿及數量是否足夠。 

各組員工作執掌 

組長─林依均：招集組員開會、和各組組長做聯繫。 
組員─周怡伶：借用器具。 
組員─陳靜慧：紀錄開會。 

 

財務組&採購組工作職責分配及進度: 

一. 採購(財務)組成員  
    組  長：楊永祥  

組  員：楊琨裕、蔡文偉、孟欣樺 
財務長：楊永祥 
 

二. 工作執掌 
楊永祥－組長、財務長負責督道組員及工作核發報表匯整 
楊琨裕－協助內場、酒水、烘焙負責採購相關事宜 
蔡文偉、孟欣樺－公關、活動、外場、企劃負責採購相關事宜 
 

三. 工作進度 
97 年 3 月 5 日  內場試菜如附表 
97 年 3 月 5 日  烘焙試菜如附表 

   97 年 3 月 10 日 組員確認進度(第一次) 
   97 年 3 月 10 日 組長會議 
   97 年 3 月 11 日 內場試菜如附表 
   97 年 3 月 11 日 烘焙試菜如附表 
   97 年 3 月 11 日 酒水試菜如附表  
   97 年 3 月 12 日 採購組組員向各組確認採購單 
   97 年 3 月 13 日 組員確認進度(第二次) 
   97 年 3 月 13 日 採購組會議 
 
四. 相關規定 

請各組組長向各組負責人洽詢購買事宜 
如有自行購買者，須有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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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務如有房客時，須先拿『住房申請單』像財務申請發票。 
2. 每張發票不得超過一千元。 
3. 發票需附有購買之詳細名稱。 
4. 每張 26 日前，需將發票繳交給財務，以便向學校報帳。 
5. 如宴會當天，需外出購買者請於 12：00 前告知。 

 
五. 其他 

宴會當天 12 點後協助各組，協助名單如下 
內場－楊永祥、楊琨裕 
外場－蔡文偉、孟欣樺 
如有異動視當天情況調動 
 

六. 開立統一發票須有 
1. 學校統編：19275204 
2. 學校名稱：明道大學。 
3. 店章（店名、電話、地址、統一發票）。 
4. 繳交（購買日期、品名、數量、單價）。 
 

七. 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須有以下幾點： 
1. 店章（店名、電話、地址）。 
2. 負責人印章。 
3. 店家的統一編號。 
4. 學校名稱：明道大學。 
5. 學校統編：19275204 
6. 繳交（購買日期、品名、數量、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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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拾拾貳貳、、器器材材設設備備明明細細  

器材設備明細表 

場地 借用單位 所需器材 備註 

 

廚房 

 

餐旅系 

中餐教室 

西餐教室 

烘焙教室 

 

二鮮居 餐旅系   

  

課指組 

小黑*1 

直立式麥克風*2 

延長線*1 

 

 總務處 對講機+耳機*10 

大白*6 

 

  

壹壹拾拾參參、、經經費費預預算算表表  

活活動動預預估估使使用用金金額額 

活動費：20000 元 
項次 項 目 摘 要 合計 

1 All  20000 
    
    
  小 計 20000 
  合 計 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