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道大學《第十一屆餐旅管理學系三年 A 班》 
 
 
 
 
 
 
 
 
 
 

校校內內實實習習第第二二次次宴宴會會  
Like  Stars 

 

  
活活動動企企劃劃書書 

 
 
 
 
 
 

提案人：餐旅管理學系三年 A 班 陳偉祥 

系別：餐旅管理學系 

聯絡電話/手機：0912803629 

 



 

 - 1 -

目目錄錄  
壹、 活動名稱－－－－－－－－－－－－－－－－－2 

貳、 活動緣起與目的－－－－－－－－－－－－－－2 

參、 活動特色－－－－－－－－－－－－－－－－－2 

肆、 活動時間期程－－－－－－－－－－－－－－－2 

伍、 活動地點－－－－－－－－－－－－－－－－－2 

陸、 指導單位／主辦單位／－－－－－－－－－－－2 

柒、 參加對象－－－－－－－－－－－－－－－－－2 

捌、 活動總流程－－－－－－－－－－－－－－－－3 

玖、 菜單－－－－－－－－－－－－－－－－－－－3 

壹拾、 活動工作執掌－－－－－－－－－－－－－－－4 

壹拾壹、 工工作作人人員員名名單單  －－－－－－－－－－－－－－5 

壹拾貳、 器材設備明細表 －－－－－－－－－－－－－6 

壹拾參、 經費預算表 －－－－－－－－－－－－－－－7 

 
 
 
 
 
 
 
 



 

 - 2 -

壹壹、、活活動動名名稱稱：：  

Like Stars  

貳貳、、活活動動緣緣起起與與目目的的：：        

這這是是一一場場從從開開始始到到結結束束都都由由我我們們一一手手策策劃劃，，我我們們從從校校外外實實習習凱凱旋旋

歸歸來來，，經經過過半半年年的的洗洗禮禮，，我我們們帶帶著著在在業業界界的的工工作作經經驗驗，，在在這這場場宴宴會會表表

現現我我們們的的專專業業以以及及學學習習成成果果，，  

参参、、活活動動特特色色：：  

有有別別於於以以往往的的服服務務方方式式及及風風格格，，這這場場宴宴會會將將採採用用全全英英文文環環境境，，將將

大大家家帶帶入入一一個個不不同同的的用用餐餐環環境境，，本本場場宴宴會會屬屬於於聽聽覺覺享享受受之之宴宴會會，，不不只只

是是宴宴會會，，更更是是一一個個在在校校園園裡裡實實地地開開設設的的餐餐廳廳。。餐三 A 班將帶給您最

專業的服務，美味的菜餚，與大家一起分享我們凱旋歸來的喜悅，我

們也將展現出最耀眼的自信，誠摯的邀請您一同參與餐旅三 A 的美

食饗宴─Like Stars。。  

 

肆肆、、活活動動時時間間：：22001100 年年 0055 月月 1111 日日      1188：：0000～～22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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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 17：00~ 
內場買菜、前製備、場地佈

置、借借器器材材、、器器具具定定位位  

09：00 內內場場前前製製備備   

13：30~17：40 最後綵排，員工餐  

17：45~18：00 準備迎賓 服務人員帶位 

18：00~18：30 賓客進場就坐 

18：30~18：40 宴會準備開始 
準備檸檬水、服務飲料 

18：40~18：42 第一道菜-拼盤  

18：42~18：45 表演：開場熱舞 枴杖舞 

18：45~18：55 第二道菜-沙拉 上沙拉看到第一道空就收

 聽音樂 

18：52~18：55 收沙拉 

服務生站在旁邊等客人吃

完收菜 

18：55~19：00 第三道菜-湯 上湯看到第一道空就收 

19：00~19：15 表演：樂團表演(3 首)  

19：10~19：15 收菜 
第二首唱完第三首開始時

就可以收菜 

19：15~19：20 第四道菜-主菜 器材搬調酒桌子 

19：20~19：30 表演：創意調酒 外場換衣服 

19：30~19：35 上調酒、濕紙巾  

19：35~19：40 收菜 外場統一收菜 

19：40~19：43 上餐具  

19：43~19：45 性感舞蹈  

19：45~19：50 第五道菜-PIZZA  

19：50~20：00 表演：樂團表演(2 首)  

20：00~20：03 收菜 
第一首唱完第二首開始時

就可以收菜 

20：03~20：06 第六道菜-甜點  

20：06~20：10 發意見表  

20：10~20：15 群星會  

05/11 

20：15~20：20 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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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菜菜單單  

AAmmeerriiccaann  CCoommbbiinnaattiioonn  
辣辣雞雞翅翅、、薯薯餅餅  

洋洋蔥蔥圈圈、、起起司司棒棒  
SSHHAARREE  

NNeeww  YYoorrkk  SSaallaadd  華華爾爾道道夫夫沙沙拉拉  SSEETT  

Boston clam chowder 麵麵包包、、海海鮮鮮巧巧達達濃濃湯湯  SSEETT  

Washington    

MMaaiinn  CCoouurrssee  
猪猪肋肋排排、、白白蝦蝦  SSEETT  

Kansas  PPiizzzzaa    牛牛肉肉  SSEETT  

Virginia  DDeesssseerrtt  洋洋梨梨派派  SSEETT  

  

提提供供檸檸檬檬水水  

提提供供無無限限暢暢飲飲((可可樂樂、、雪雪碧碧、、啤啤酒酒))  

餐餐中中調調酒酒  夏夏威威夷夷酷酷樂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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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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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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理 賴建嘉 1. 協助經理之工作內容  

西廚組 蕭鈺達 
1. 甜點以外的餐點由內場包辦。 
2. 採買宴會之食材。 

 

烘焙組 蕭鈺達 1. 負責本次宴會的甜點。  

外場組 吳思靚 
1. 督導外場服務人員。 
2. 負責外場服務及酒水。 

 

行銷組 苟湘梅 
1. 負責宣傳活動。 
2. 發放宴會之票及收取費用。 
3. 行銷組負責晚宴當日領檯。 

 

餐務組 謝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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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靜怡 1. 規劃宴會所有活動。          

器材組  歐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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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宣組 蔡立品 
1. 負責整場宴會之佈置。 
2. 設計菜卡、宣傳海報、邀請函 

 

財務組 王品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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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三 A 宴會分組名單 
經理：陳偉祥  1P 
副理：賴建嘉  1P 
 

內場  14P 
留維德 盧霆瑋 鄒明哲 許哲銘 粘鈞勝 
蘇仁釩 陳星翰 鄭哲 洪美琪 梁展騰 
葉菁萍 王振賢 施汶璐 郭冠宏  

烘焙  3P 
蕭鈺達 陳品宜 李紀萱   

外場  14P 
吳思靚 千慧子 洪珮珊 廖品璇 林育嬋 
溫一伶 劉品君 張祐琳 林靖容 曾敏芬 
董美惠 陸怡玟 何懿真  陳娟  

活動  5P 
洪靜怡 施惟婷 楊宗霈 廖威凱 蔣孟軒 

公關行銷  3P 
苟湘梅 黃思璇 白媛媛   

美宣(含主持)  6P 
蔡立品 曾孟宣 陳鈺惠 林佳蓉 曾芳宜 
陳宜文     

餐務  3P 
王品軒 柯宜均 謝孟吟   

器材(含音控)  3P 
歐昱廷 陳稚翔 林峻民   

攝影  1P 
方信翔     

酒水  1P 
葉嘉敏     

黃黃思思璇璇→→酒酒水水  

苟苟湘湘梅梅、、白白媛媛媛媛、、曾曾孟孟宣宣、、陳陳鈺鈺惠惠、、林林佳佳蓉蓉→→外外場場  

蔡蔡立立品品、、曾曾芳芳宜宜→→活活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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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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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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煙霧機*1 

麥克風架*1 

乾冰機*1 

音控箱 

 

 總務處 
對講機+耳機* 5 

探照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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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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餐點 

2 烘焙組 
60 

試菜、當天餐點 
20400 

3 外場組 15 布、酒水 5100 

4 美宣組 15 整場佈置、餐桌佈置 5100 

5 活動組 5 道具 1,700 
6 其他 5  1,700 
    
  小 計 34,000 
  合 計 3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