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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活活動動名名稱稱：：  

  食食尚尚  

貳貳、、活活動動緣緣起起與與目目的的：：  

        食衣住行育樂，食不僅必須，也為滿足人生六慾之首。讓吃變成

一種流行、一個典雅高貴的藝術，不再只是為了填飽肚子而食。養生

是現代人注重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對於藥膳總是有又苦又難吃的概

念。食尚，是時尚。養生與藥膳成為我們的主題，也讓各位來賓用舌

蕾來感動藥膳料理的美味。  

参参、、活活動動特特色色：：  

      萬事起頭難，在經過了第一次宴會之後，各位同學對於要從沒有

開始，白手來創造出一個令人驚嘆的宴會是何等的不容易。也因為有

了第一次經驗之後我們不僅有所心得，也更努力想要超越我們各自的

能力界線。所以，食尚不僅只表現出時尚，也表現出我們為了追求一

件食事的宴會不斷努力、加強所表現出的高尚志氣。  

肆肆、、活活動動時時間間：：22000088 年年 1111 月月 1199 日日      1188：：0000～～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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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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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迎賓   
18：35 表演一 祥獅獻瑞 
18：42 第一道菜  
18：50 第二道菜  
18：52 表演二 桌邊烹調 
19：10 第三道菜  
19：20 第四道菜  
19：22 表演三 花拳繡腿 
19：30 第五道菜  
19：45 第六道菜  
19：50 表演四 江南與寂寞季節 
20：10 第七道菜  
20：15 表演四 長長久久 
20：20 第八道菜  
20：25 謝幕  

 
 
 
 
 
 
 
 

12/24 

20：45 送客  

 

玖玖、、菜菜單單  

  名名稱稱  備備註註    名名稱稱  備備註註  

11  食食尚尚主主廚廚迎迎四四寶寶  養養生生四四味味拼拼盤盤  55  碧碧綠綠春春曉曉雙雙錦錦繡繡  熱熱炒炒碧碧綠綠雙雙鮮鮮  

22  祥祥龍龍遨遨海海遊遊芙芙蓉蓉  樹樹子子清清蒸蒸冰冰魚魚  66  紫紫玉玉白白鑽鑽喜喜來來寶寶  燉燉山山藥藥百百菇菇盅盅  

33  蓬蓬萊萊順順遂遂添添長長壽壽  食食補補養養生生麵麵線線  77  銀銀耳耳麗麗緻緻滿滿福福寶寶  滋滋補補桂桂圓圓紅紅棗棗湯湯  

44  珊珊瑚瑚翠翠綠綠一一品品月月  焗烤翠綠竹筍  88  百百草草晶晶杞杞同同益益膳膳  時時尚尚枸枸杞杞蛋蛋糕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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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拾拾、、活活動動工工作作執執掌掌  

餐三 B 工作部門 

編 組 負 責 人 工作內容 備註

經理 楊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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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世偉 
1. 甜點以外的餐點由內場包辦。 
2. 採買宴會之食材。 
3. 本次宴會員工餐。 

 

烘焙組 劉恆均 1. 負責本次宴會的甜點。  

外場組 游杰祐 1. 督導外場服務人員。  

行銷組 王德瑋 
1. 負責宣傳活動。 
2. 發放宴會之票及收取費用。 

 

餐務組 林浣婷 
1. 借取宴會所需要的杯盤。 
2. 宴會結束後洗滌器具並歸還。 

 

活動組 邱翔明 1. 規劃宴會所有活動。          

機動組 周紋如 
1. 主持人及攝影。 
2. 機動性支援。 

 

器材組 紀永曦 
1. 借取宴會所需的大型器材。 
2. 器材用畢歸還至各相關單位。 

 

場佈組 劉惠欣 1. 負責整場宴會之佈置。  

財務組 蔡鈞汝 
1. 規劃活動資金。 
2. 收取活動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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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拾拾壹壹、、工工作作人人員員名名單單  

  
組別 名單 

主持 1P 王德瑋 
劉世偉 郭正揚 羅豫 蔡鈞汝 
李柏成 何宜威 陳冠伶 林思吟 內場組 13P 
李婉婷 邱郁詞 游茗涵  

烘焙組 3P 劉恆均 劉鵑菱 巫承家  
游杰祐 游筱琦 邱文萱 盧怡君 
高文翊 劉惠欣 陳品臻 郭虹妏 
鄧育民 黃哲正 魯明昌 曾俊達 
楊雅婷 楊婉棋 林雅慧 李淳蓁 

外場組 21P 

王怡鈞    
機動組 1P 周紋如    

林浣婷 張珮尹 陳珈妤 鄭珺方 
餐務組 7P 

林雅慧 王怡鈞   
邱翔明 許育瑋 卓家男 許國寶 

活動組 10P 
王崇智 邱清璿 鄭杰文 黃莉婷 

器材組 1P 紀永曦    
劉惠欣 鄧育民 徐頌惟 游杰祐 
魯明昌 林雅慧 林浣婷 鄭珺方 場佈組 13P 
陳珈妤 王怡鈞 曾俊達  

行銷組 3P 王德瑋 黃莉婷 陳品臻  
音控 2P  徐志豪 紀永曦   
機動 2P 周紋如 楊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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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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16 

布幕*1 

投影機*1 

譜架*1 

直立式麥克風*2 

延長線*1 

 

 總務處 對講機+耳機*10 

大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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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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元 
項次 項 目 摘 要 合計 

1 內場組 試菜、員工餐、當天餐點 23,000

2 烘焙組 試菜、當天餐點 7,000

3 行銷組 票卡、海報、布 1,000
4 場佈組 整場佈置、餐桌佈置 2,000
5 餐務組 布品洗滌費用 2,000
6 活動組 當天禮物 500
7 雜支  2,000
  小 計 37,500
  合 計 3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