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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概述 

為擴大慶祝明道大學成立八週年慶，並得以接續校慶週週四（3 月 19 日）

之系列活動—「創辦人米壽暨八週年校慶慶祝酒會」與「春風化雨植桃李」活

動；故經由明道大學「管理學院」指導，由管院所屬「餐旅管理學系」承辦「創

校八週年暨餐旅管理學系成果餐會」活動。 

本餐會出席貴賓，包括本校創辦人、董事長、校長、本校各級主管、教職

員工代表等，另擬邀集媒體記者、管院各學系重點高中（職）聯繫窗口、具代

表性業界人士、甚至學生家長等共同參與本次餐會。 

本餐會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一、 舉辦日期：民國 98 年 3 月 19 日（星期四） 

二、 舉辦時間：午宴，中午十二點入席 

三、 舉辦場地：居仁堂 

四、 預估賓客人數：400 人 

五、 預估桌數：主桌 16 人：20 人大桌 × 1 

非主桌 400 人：6 人小桌 × 67 

 

貳、活動方案 

 一、餐會 

由餐旅管理學系教師指導，以餐旅管理學系日間部同學共同承擔本次宴會

廚務與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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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形式： 

（一） 主桌—同「自主（助）餐」菜色，惟以合菜方式由服務同學上

桌。 

非主桌—以「自主（助）餐」方式進行，於餐會會場場側設置餐

檯，由與會貴賓自行取用。 

    自主餐菜單內容，詳如附件一。 

 二、靜態展示 

管理學院五系所於「承正圖書館」舉行靜態聯展，展示內容包括餐旅系歷

年來之學生與教師各項成果。展示內容擬包括四大主題； 

（一） 學系發展 

（二） 師生競賽 

（三） 教師研究 

（四） 餐旅設備 

三、院共同活動 

  參與本院共同舉辦之「樂活闖天關」活動。本系負責天關為「筷來挑豆」。

活動於 3 月 19 日（星期四）17:30 於居仁堂舉辦。 

 

參、邀請對象 

  邀請名單由學校主導。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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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出席人員。 

1. 汪廣平創辦人 

2. 湯振鶴董事長 

3. 汪大永校長 

4. 陳家富副校長 

5. 林佑祥副校長 

6. 本校一級主管與各院院長 

7. 本校其它各級主管、師長與行政人員 

二、 校外人士。 

1.  記者 

2. 重要高中職聯繫窗口 

3. 具代表性業界人士 

4. 學生家長 

 

肆、執行人員 

一、 餐會負責：餐旅管理學系沙荃主任 

1. 廚務指導：餐旅管理學系曾文燦老師、黃光宇老師、黃汶達老師、

陳青水老師 

2. 服務指導：餐旅管理學系王衛平老師、二鮮居彭俊豪協理。 

3. 流程指導：餐旅管理學系李穎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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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示指導：管理學院林維訓佐理 

5. 學  生：以餐旅管理學系三年級 A 班同學為主；一、二與四年

級同學為輔 

二、 靜態展示：餐旅管理學系林晏瑜副主任 

1. 展示指導：管理學院林維訓佐理 

2. 展示佈置：餐旅管理學系盧重鎮老師、莊朝琪老師、陳立岳老師、

王瑞老師、林政樺老師、李雅琦老師、葉佳山老師、

石東立老師、邱致穎老師、陳玄愷老師、梁丹娜老師、

李珍玫老師等與本系系學會。 

三、院共同活動：餐旅管理學系林政樺老師、李珍玫老師 

1. 共同指導：管理學院林維訓佐理 

2. 活動執行：餐旅管理學系系學會 

 

伍、宴會菜色 

 由餐旅管理學系曾文燦老師負責統籌；自主餐內容原則為冷盤（Cold Cut）6

道、熱食（Main Course）6 道、湯品（Soup）2 道、甜點（Dessert）2 道及飲料（特

調雞尾酒），主桌加製猪手長壽麵 1 道，採位上形式。取菜動線預計為四線八道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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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餐會儀式 

  因本活動為校慶週週四（3 月 19 日）之系列活動—「創辦人米壽暨八週

年校慶慶祝酒會」與「春風化雨植桃李」活動之接續；依表訂時間安排，「春

風化雨植桃李」活動結束時間為中午 11 點 30 分。故預估貴賓入座完成時間為

11:50。 

餐會會場入口處擬製作大型冰雕一座，以「數字 8」之三面形狀呈現；兼

具「明道大學 8 週年」與「創辦人 88 歲大壽」雙重意義。 

餐會司儀擬由餐三 A 學生（男、女各一名）擔任。餐會儀式首先由創辦人、

董事長、校長（或其他貴賓）依序致詞。因前項活動已安排有有切蛋糕儀式，

故本餐會不另進行該項儀式。出菜則由餐旅系學生以主廚出菜秀方式呈現菜

色。；上述活動均將僅於主桌進行。活動進行時間預計為二小時（11:50 ~ 

13:50）。 

表 1 活動流程 

時間 項目 備註 

11:50 ~ 12:15 入席與開場 
◎ 說明餐會舉辦之目的 
◎ 說明冰雕意義 
◎ 說明餐旅系全系動員之成果展現意義 

12:15 ~ 12:20 創辦人致詞 ◎ 安排人員協助創辦人行動 
12:20 ~ 12:25 董事長致詞  
12:25 ~ 12:30 校長致詞  
12:30 ~ 12:35 出菜秀  
12:35 ~ 13:50 美食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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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預算 

餐費預算自助餐每位預估費用為 250 元；套餐每位預估費用為 600 元，設

備器皿租借預估為 55,000 元，冰雕預估費用為 10,000 元，支援的師生便當每

位 60 元，其他雜項為 5,000 元，整場餐費預估總經費以 187,400 元為原則，

實報實銷，細項費用如下表。 

表 2  經費分配 

項次 項目 費用預算 

1 自助餐食材費用 250 元*400 位 100,000 
2 主桌套餐食材費用 600 元*16 位 9,600 

3 

 賓客用餐長方餐桌（含檯布）*67 
 賓客用椅子（含椅套）*400 
 自助餐檯桌面（含檯布、圍裙）*64 
 自助餐保溫熱鍋*24 
 自助餐保溫熱鍋*8 
 雞尾酒缸*8 
 大銀盤*32 
 菜夾*100 
 湯杓*18 
 八吋盤*500 
 六吋盤*780 
 大刀*400 
 大叉*400 
 湯匙*400 
 湯碗*400 
 玻璃杯*400 
 運費 

55,000 

4 冰雕 10,000 
5 師生用餐 60 元*130 位 7,800 

6 
雜項費用（主桌桌花、餐巾紙、濕紙巾、桌卡、菜單、

名卡、布品清洗…等） 5,000 

合計 1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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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餐會（自主餐）備製與分工 

 

內容 菜色 預算 負責師長 

雙囍天使蛋  陳青水老師 

北京烤鴨佐甜麵醬  陳青水老師 

五香滷牛腱  陳青水老師 

香酥魚條佐芥末美乃滋  黃光宇老師 

主廚沙拉佐凱撒醬  黃光宇老師 

冷盤 

Cold Cut 

鮮肉煎餃  陳青水老師 

匈牙利燴牛肉  黃光宇老師 

燜燉猪肉捲佐梅醬  黃光宇老師 

羅漢小棠菜（素食）  陳青水老師 

培根高麗菜  陳青水老師 

金瓜炒米粉（素食）  陳青水老師 

熱食 

Main Course 

鳳梨香腸肉鬆炒飯  陳青水老師 

養生排骨湯  陳青水老師 湯品 

Soup 鮮蕈蔬菜湯（素食）  陳青水老師 

時令水果  黃汶達老師 甜點 

Dessert 瑞士巧香捲  黃汶達老師 

飲料 

Beverage 
特調雞尾酒  彭俊豪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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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靜態展示與分工 

林晏瑜（助理鈴子+王志翔同學）：場地規劃、主題規劃、後勤支援與協調、佈置

完成確認、海報美編、看板、長條桌、投射燈、延長線、桌布、贊助商感謝牌。 

展示內容 主題 內容 負責老師 

主題一 
學制沿革 
學生人數 
教師人數 

李珍玫老師 

學系發展 

主題二 國宴+海青班 李雅琦老師 

主題三 學生競賽成果 李 穎老師 

師生競賽 

主題四 
學生競賽(校內)成果 

老師競賽成果 石東立老師 

主題五 研究成果(研討會、期刊) 莊朝琪老師 

主題六 國科會計畫 林政樺老師 

主題七 講座、研討會 梁丹娜老師 

研究服務成果 

主題八 
產學合作成果 

社會服務 盧重鎮老師 

主題九 餐旅設備 葉佳山老師 

餐旅設備 

主題十 發酵中心 邱致穎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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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成果餐會分工 

 

工作內容 項目 數量 規格 負責師長 

司儀 2   
音控 1   

主桌服務 2   
主桌上菜 8   
餐檯 13 4 組餐檯的出菜  
非主桌 17   

中餐/自助餐 4 需男生  
西餐 4   
烘焙 5   
洗滌 5   

學生服務人數 

機動 4 運送菜  
20 人大桌 1   
主桌椅 18   
檯布 1   
轉台套 1   
椅套 18   
口布 18   
服務巾 10   

白色長方布巾 2 推車用  
水杯 18   
白酒杯 18   

Show 盤 18 60 萬元餐具  
筷 18 60 萬元餐具  

中式湯匙 18 60 萬元餐具  
筷匙架 18 60 萬元餐具  
毛巾盤 18 60 萬元餐具  
小味碟 18   

醬油醋瓶/組 4   
大刀 18   
大叉 18   
小叉 18   

椅子推車 2   
推車 2   

冰桶架/組 2   

主桌器具 

不鏽鋼水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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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bé 車 2   
服務叉匙 4 組   
長 Tray 1   
圓 Tray 4   
平底鍋 2   
課桌 10 備餐用  
快速爐 1 備餐用  

長方桌/含桌巾 67 租借  
餐椅/含椅套 400 租借  

8 吋餐盤 500 租借  
6 吋餐盤 600 租借，100 個放桌上餐巾紙  
玻璃杯 400 租借  
大刀 400 租借  
大叉 400 租借  
湯匙 400 租借  
湯碗 400 租借  
餐巾紙 1 箱 1 箱/50 包  
推車 10   

不鏽鋼水壺 6   

非主桌 

課桌 10 備餐用  
餐桌 64 租借  

白色長檯布 32 租借  
保溫鍋 24 租借  
大湯鍋 8 租借  
大銀盤 32 租借  
雞尾酒缸 8 租借  
菜夾 100 租借  
湯杓 18 租借  
服務匙 10   
6 吋盤 180 租借、放置餐夾  

餐檯 

火罐頭 64   
音響設備    

背景音樂    

主桌桌花 1   

主桌菜單 4   

餐檯菜卡 128 八線取菜  

主桌名卡 16 請秘書處提供名單  

其它 

白台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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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吋盤 1   

冰雕 1   
濕紙巾 1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