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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名稱： 

    洋風心懷石 

主題說明： 

我們主題為洋風心懷石，「洋風」一詞所代表的意思是西洋的風味，然後用西餐的方式呈現懷

石料理的精神，並保留懷石料理的出菜順序以前菜、刺身、燒物、蒸物、食事、吸物、水果

子，呈現整套懷石套餐，我們將過去懷石料理那些複雜的料理方式，改變成用不要太過於複

雜的手工及烹調方式，以簡單且吃得到食物原味的方式來呈現。「心懷石」為我們的團隊將以 

用心服務、細心烹調、精心策劃，讓賓客能感動，用心去改變將這場懷石之宴在顧客心中留

下一份美好的回憶。 

 

貳、活動緣起與目的： 

一個學期三個場次的校內實習宴會，第三場我們選擇「日本懷石料理」呈現，集合於前

兩次宴會的傳統辦桌及桌邊烹調等技能經驗，我們從中學習以及更正缺點，截取優點，經過

許多挫折以及鼓勵。組長們一起努力精心策劃了這一場宴會，盡力以最完美方式呈現給大家。 

在第三場宴會中，這是一場從開始到結束都由我們團隊一起聯手策畫，經過許多的挫折

路途，將在洋風心懷石宴會中表現我們的專業以及學習成果。由本班同學參與規劃、負責執

行及實際體驗籌備宴會之所有過程，以將所學之服務技術，積極認真的態度舉辦一場完美的

宴會，認真、專業、負責為我們首要精神指標，並也能促進本班團隊與精神和榮譽心之養成。 

本班在這最終場將呈現「洋風心懷石」日式主題宴會，概念呈現以當地的美食特色及傳

統民俗祭典為宴會活動的目標，搭配傳統日本文化及現今台灣日本料理時尚潮流，讓顧客享

受到味覺與視覺的藝術饗宴。 

 

参、活動特色： 

     本次宴會有別於前兩場的服務方式及風格，以細緻與創意刻畫出日式風，將現代洋風的

元素加入日式料理中，菜色中以最受歡迎的懷石料理呈現，充分展現自然、季節性、素雅、

而又高貴的懷石意境。廚師團隊推出精緻的菜色，堪稱豐富多樣，件件饒富去與格調，襯托

了懷石料理的變化與生命力，也使用從台灣、日本嚴選的食材及配料製作出特色品味的懷石

料理。 

    而佈置、服務皆講求創新求變的節儉和勤勞只是必要元素，也融合一些現代感的風格，

以和風景緻、自然極簡的意境做為基調，前半部將傳統日本文化將氣氛帶入本場宴會中，後

半段透過光影轉折的投射變化，都讓來此的顧客沉浸在悠閒舒適的六本木氣氛中，營造新東

方相融之美，帶您感受耳目一新的日式料理饗宴。 

    而每道菜的擺設也一樣嚴謹，注重食材與器具，達到味覺、視覺、嗅覺感官享受，將時

尚與傳統妥協，奢華與價格的平衡，讓每一個客人都感到光影灑落在空氣的喜悅，可以品味

到日式料理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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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時間： 2010年12月23日 18：00～21：30 

               18：00 進場、18：30開始 

伍、活動地點：明道大學 二鮮居 

陸、指導單位：明道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主辦單位：明道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12級三年B班 

柒、參加對象：全校師生、校外人士（共64席） 

捌、菜單 

 前菜：小鉢、珍味の鮟鱇肝<珍味魚肝醋> 

 刺身：和風ツナサラダ<和風鮪魚沙拉> 

 燒物：鱸のりんご焼き<海鱸山掛燒> 

 煮物：磯煮鮑<磯煮鮑魚> 

 揚物：海老のしそ揚げ<海老紫蘇揚＞ 

 食事：盛り合わせ寿司＜極品壽司盤＞ 

 吸物：きのことあさりのスープ<鮮菇蛤蠣湯> 

 季節の果物<季節鮮果物> 

 果物：和菓子<經典和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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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總流程 

時間 項目 負責人 說明 器材 

6:00 開始進場 旻豪、姿尹、苡伶、科閔   

6:30 準時開始主持人開始 春梅、苡融   

6:35 活動(一) 宜萱 開場鼓  

6:40 出菜秀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第一道菜  

6:45 來賓致詞 旻豪、春梅、苡融 校長  

6:55 收菜 旻豪、姿尹、苡伶 第一道菜  

7:00 第二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7:10 收菜 旻豪、姿尹、苡伶   

7:15 第三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7:20 活動(三) 宜萱 花魁 PARA  

7:25 收菜 旻豪、姿尹、苡伶   

7:30 第四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7:35 影片 政瑜   

7:40 收菜 旻豪、姿尹、苡伶   

7:45 第五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7:50 活動(三) 宜萱 忍者  

7:55 收菜 旻豪、姿尹、苡伶   

8:00 來賓致詞 春梅、苡融   

8:05 主廚秀 (10 ) 介煇   

整體氣氛轉換 

8:20 第六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8:25 第七道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8:30 活動(四) 宜萱 cute  

8:35 收菜 旻豪、介煇、姿尹、苡伶   

8:40 第八道菜 旻豪、馥懋、姿尹、苡伶   

8:45 收菜    

8:50 第九道菜 旻豪、馥懋、姿尹、苡伶   

9:00 發放問卷 旻豪、姿尹、科閔   

9:05 影片 政瑜   

9:10 謝幕 各組長   

9:15 活動(五) 宜萱 納涼舞  

9:20 送客 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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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活動工作執掌 

編組 負責人 工作內容 備註 

經理 鄒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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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姿尹 1.協助經理之工作內容  

主廚 劉介煇 1.負責宴會主要餐點。 

2.採買宴會之食材。 

3.本次宴會員工餐。 

 

烘焙組 蔡馥懋 1.負責本次宴會的甜點。 

2.採買宴會烘焙食材。 

 

外場組 廖苡伶 1.督導外場服務人員。 

2.出菜秀走位安排。 

3.外場路線規劃 

 

活動組 林宜萱 1.規劃宴會所有活動。 

2.衣服租借。 

 

公關組 黃科閔 1.負責宣傳活動。 

2.發放宴會之票及收取費用。 

3.負責外場服務及茶水。 

4.安排募款活動時間。 

 

餐務組 張晉嘉 1.借取宴會所需要的杯盤。 

2.宴會結束後洗滌器具並歸還。 

 

器材機動組 葉政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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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宣場佈組 曾苡熒 1.負責整場宴會之佈置。 

2.設計菜卡、宣傳海報、邀請函、菜單及問卷。 

 

財務組 黃春梅 1.規劃活動資金。 

2.收取活動所有費用 

 

 



 

6 

 

壹拾壹、工作人員名單 

 宴會前 宴會進行中 宴會後 

張家獻 活動練習 活動(1)、活動(5)、活動(6) 幫忙餐務 

張嘉容 活動練習 出菜秀、活動(3)、活動(5) 幫忙餐務 

鄒旻豪 宴會經理、募款活動 出菜秀 活動監督指揮 

許筱筠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歐陽珮嫻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陳惠文   活動練習 出菜秀、活動(3)、活動(5) 幫忙餐務 

洪萱驊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何悅甄 場佈 出菜秀、攝影拍照 場佈 

謝宇婷 場佈 出菜秀、餐務組 餐務組 

陳書儒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葉政諭 機動組長 出菜秀、機動組 機動組 

黃科閔  公關組長、募款活動 活動(1)、茶水組 協助收拾 

田育誠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洪苡倩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楊介緯 內場、募款活動 活動(1)、內場 幫忙餐務 

鍾政賢 餐務組、外場練習 外場 餐務機動組 

吳孟儒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黃春梅 影片、財務組長 主持人 財務工作 

許采柔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羅元琳 活動練習 活動(4)、活動(5)、活動(6) 幫忙餐務 

張晉嘉 餐務組長 出菜秀、餐務組 餐務組 

邱繼緯 機動組、外場練習 外場 機動組 

黃俊霖 餐務組、外場練習 外場 餐務機動組 

陳苡融  影片、主持人練習 主持人 協助收拾 

王姿尹 副理、募款活動 出菜秀 活動監督指揮 

胡雅嵐 餐務組 出菜秀、餐務組 餐務組 

黃湘凌 公關組、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簡秀芳 活動練習 出菜秀、活動(3)、活動(5) 幫忙餐務 

鄭婷云 場佈 出菜秀、開關門 場佈 

高仲姮 活動練習 活動(3)、活動(5) 幫忙餐務 

黃競加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游士賢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紀美琪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粘振鴻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林宜萱 活動組長、募款活動 活動(2)、活動(3)、活動(5)、活動(6) 活動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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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玳維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潘姵嬅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廖苡伶 外場經理、募款活動 外場 收拾外場 

劉季青 活動練習 活動(3)、活動(6) 幫忙餐務 

林淨明  內場 內場 幫忙餐務 

張雅晴 場佈 出菜秀、茶水組 餐務組 

蔡馥懋 烘焙組長、募款活動 內場 幫忙餐務 

吳宗儒 機動組、外場練習 外場 機動組 

陳品方 餐務組 出菜秀、餐務組 餐務組 

曾苡熒 文宣場佈組長 出菜秀、活動組 場佈監督 

郭金泉鏐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周宏哲 外場練習、募款活動 外場 協助收拾 

蘇于珊 外場練習打桌 外場 收拾外場 

黃慧玟 場佈 出菜秀、茶水組 場佈 

張書寧 機動組 活動(1)、機動組 機動組 

劉介煇 主廚、募款活動 內場 活動監督指揮 

林佑鴻   茶水組 茶水組 機動組 

高瑋婷 活動練習 出菜秀、活動(3)、活動(5) 幫忙餐務 

陳豪森 機動組、外場練習 外場 機動組 

 

壹拾貳、各組工作內容 

(A)整體宴會型態 

 1.活動型態：日式傳統文化傳承六本木文化 

   ※六本木：是以聚集外國人之不夜城而有名，一直是東京夜生活的代表，充滿了酒吧、夜總

會等 

 

 2.出菜音樂：(1)前半段：竹笛清音樂方式呈現（吉田兄弟） 

             (2)後半段：清音樂方式呈現、狂野風音樂 

  

 3.票價：4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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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宣場佈組 

1. 門票--以竹片方式呈現 (12.5公分×3.5公分)  

     

    2. 活動海報 

 

    3. 邀請卡 

 

    4. 菜卡  

      

    5. 活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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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外場組 

   1.外場走位圖 

    

2.外場服裝 

   (1) 第一套：日文系系服＋黑色褲子 

   (2) 第二套：忍者服（黑色襯衫＋黑色褲子＋紅色腰圍帶） 

3.外場練習時間： 

      11/29-12/8、12/16-12/22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D)活動組 

1.活動內容 

 (一)鬼太鼓： 

     以震撼的鼓聲掀起宴會序幕。 

 (二)花魁 + Para Para： 

    以高傲的花魁遊街方式走向舞台後，轉換成時下的 Para Para 舞蹈， 使氣氛慢慢轉換    

    成現代化。 

 (三)忍者舞： 

    展現忍者的特色“ 神秘、小心、冷酷、身手敏捷 ” 

 (四)Cute → Hot： 

    先以女高中生跳可愛舞，再轉換成火爆重節拍性感舞蹈。 

   (五)納涼舞：結尾作為 End! 

 

2.活動練習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29 正式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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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到星期四 晚上時間 

(E)內場組 

   1.菜單內容：見 p.3 菜單 

   2.練菜時間：星期二到星期四 晚上6:00~10:00 

 

(F)公關組 

   1.募款活動時間：2010年11月18日至2010年11月30日 

2.募款海報 

    

   3.售票方式：電話訂購 

   4.影片製作：葉問改編餐旅系的故事 

 

拾叁、器材設備明細表 

場地 借用單位 器材 

西餐教室 餐旅系  

二鮮居 餐旅系  

 課指組 燈光組 x1 

音響組 x1 

 承正圖書館 布幕 x1 

單槍 x1 

視訊轉換線材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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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肆經費預算表 

活動費：50000元 

項次 項目 摘要 合計 備用 

1 內場組 試菜、當天餐點、員工餐 30197  

2 烘焙組 試菜、當天餐點  

3 美宣組 整體佈置、餐桌佈置、海報、邀請卡等 5902  

4 活動組 租衣服 2010  

5 其他 餐務項目 2713  

小計 45913 

 

 

壹拾伍、合作贊助廠商 

一竹 

 

大呼過癮 大象茶舖 大鼎素食 大滷桶滷味 

小豬的店 

 

公所羊肉 阿杰 天生炒手 日月屋美食 仙 Q 

北海道(魚土)魠

魚焿 

田師傅魯肉飯 冰火 老街 良 古早味黑砂

糖剉冰 

東池池上飯包 芙朝國小 阿志魯肉飯 炘品味美食 巷仔內 古早味

紅茶冰 

派克雞排 食神滷味 真有味(李) 鹽

酥 

高麗菜飯(正)老

店 

御膳鍋 

清粥 

 

買辣 麻辣燙 順發商行 葉東舜 葉政杰 

達香 橘子眼鏡館 璞園藝術坊 應用日語文學系 八方雲集鍋貼水

餃專賣店 

鍋爆 69 八家醬 

 

藍春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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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12 級 B 班  

第三場宴會「洋風心懷石」晚宴問卷單 
 

感謝您蒞臨「洋風心懷石」宴會，我們設計一份問卷，希望各位能提供您的寶貴意見，您的

意見將會是我們最大的收穫，也對於將來辦活動及未來校外實習能做參考依據。 

 

餐旅管理學系12級B班 全體同學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一、對於洋風心懷石門票滿意嗎？ □ □ □ □ □  

二、對於服務人員表現滿意度？  □ □ □ □ □  

三、對於本次宴會的設計佈置感到滿意嗎? □ □ □ □ □  

四、對於本次宴會餐點的滿意度？       

   (1)先付け  珍味の鮟鱇肝       (魚珍味肝醋） □ □ □ □ □  

   (2)小鉢    和風ツナサラダ     (和風鮪魚沙

拉) 

□ □ □ □ □  

   (3)焼物    鱸の山掛け焼き     (海鱸山掛燒) □ □ □ □ □  

   (4)煮物    磯煮あわび         (磯煮鮑魚) □ □ □ □ □  

   (5)揚げ物  海老のしそ揚げ     (海老紫蘇揚) □ □ □ □ □  

   (6)お食事  盛り合わせ寿司     (極品壽司盤) □ □ □ □ □  

   (7)お椀    きのこと蛤のスープ (鮮菇蛤蠣湯) □ □ □ □ □  

   (8)水菓子  季節の果物         (季節鮮果物) □ □ □ □ □  

   (9)甘味    和菓子             (經典和果子) □ □ □ □ □  

       

五、 對於本次的宴會是否有給你印象最深刻的? 

 

六、請各位提供您的寶貴意見，以便我們下次辦活動更加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