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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十二屆餐旅管理學系三年 B班》 

 

 

校內實習第一次宴會 

 

活動企劃書 
 

 

 

 

 

提案人：餐旅管理學系 B班 張家獻 

系別：餐旅管理學系 

連絡電話/手機：0922-13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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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 

喜形於色 
二、活動緣起與目的 

科技日異月新，隨著時間的發展、潮流的變遷，西方飲食文化的進入，為台灣傳

統的辦桌飲食文化帶來新穎的變化，台灣傳統辦桌是台灣婚宴的特色，近年來多

數的喜宴中，逐漸大量採用西方元素，使得傳統辦桌精神漸漸沒落，藉由這次宴

會「喜形於色」，將人與人之間的距離拉近，找回遺失的記憶、以及那份原始的

感動。 

三、活動特色 

此次「喜形於色」的宴會中，除了遵循傳統古禮，更將開心愉悅的感覺，融入於

場佈、文宣、菜色當中，期許參與宴會的來賓們，在會後都能發自內心的喜形於

色。 

四、活動時間：2010 年 10 月 28 日 18：00~21：00 

五、活動地點：明道大學 二鮮居 

六、指導單位：明道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主辦單位：名旦大學 餐旅管理學系 三年 B班 

七、參加對象：全校師生、校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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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總流程 

時間 項目 負責人 說明 器材 

6:00~ 

6:30 

開始入場 

主持人入場 

家獻、季青、科閔 開放來賓簽到 

入場就座 

禮金本+簽名布 

 

6:30 主持人開場 家獻、科閔 燃砲、送花好月團圓 

晚宴正式開始 

 

6:35 開場表演 科閔 開場：小姐請你乎我愛  

6:40 上前菜 家獻、季青 第一道-鴻運滿堂彩  

6:45 表演 1 科閔 鋼管秀  

6:55 上菜 家獻、季青 第二道-情深花意濃 卡式爐+手套 

7:00 師長致詞 家獻   

7:05 上菜 家獻、季青 第三道-良辰結美景 服務匙 

7:20 表演 2 科閔 台客舞,工商服務  

7:35 主菜 季青、玳維 (主廚秀) 

第四道-代代結姻緣 

刀子+叉子 

服務車 

7:45 上菜 家獻、季青 第五道-鴛鴦浴愛河  

7:55 表演 3 科閔 新郎新娘共譜愛的樂章  

8:00 上菜 家獻、季青 第六道-富貴慶有餘 手套 

8:10 敬酒 家獻、孟儒 陪同新郎新娘依序敬酒  

8:15 上菜 家獻、季青 第七道-蟠龍舞彩蝶  

8:20 上湯品 家獻、季青 第八道-錦秀共前程 大湯匙 

8:30 表演 4 科閔 猛男秀  

8:40 上水果 家獻、季青 第九道-珍珠落玉盤  

8:45 上甜品 家獻、季青 第十道-百年齊好合 服務匙 

 發問卷 家獻、旻豪   

8：50 謝幕 各組組長   

8:55 新郎新娘客 家獻、季青 全體工作人員列隊送客 喜糖 

9:00 晚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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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菜單 

1. 花好月團圓 <炸湯圓沾花生粉> 

2. 鴻運滿堂彩 <冷盤:黑豆 海哲皮.貴妃鮑.蓮藕.醉雞 > 

3. 情深花意濃 <鹽烤大蝦> 

4. 良辰結美景 <八寶羹> 

5. 代代結姻緣 <醬烤子排.主廚秀> 

6. 鴛鴦浴愛河 <米糕 魚翅餃> 

7. 富貴慶有餘 <蒸魚> 

8. 潘龍舞彩蝶 <xo 醬炒時蔬 海鮮> 

9. 錦繡共前程 <雞湯> 

10. 珍珠落玉盤 <水果> 

11. 百年齊好合 <西米露> 

提供果汁烏梅汁、綠茶。 

十、各部門工作執掌 

編組 負責人 工作內容 

經理 張家獻 1、推動本次宴會之執行 

2、協助各組運作及資源整合 

3、督導宴會執行 

副理 劉季青 1、協助經理之工作內容 

主廚 黃玳維 1、負責本次宴會之餐點 

2、採買各項食材 

文宣組 鄒旻豪 1、設計海報、菜卡、邀請卡及問卷 

2、宴會當晚協助活動背板操作 

場佈組 洪苡倩 1、設計及製作宴會場地佈置 

2、宴會當晚協助來賓簽到 

公關組 吳孟儒 1、主要負責宣傳 

2、發送宴會之邀請卡及收取費用 

3、宴會當晚協助帶位 

活動組 黃科閔 1、規畫宴會表演活動 

機動組 蔡馥懋 1、借用及規還各項宴會所需之大型器具 

餐務組 林宜宣 1、借用規還宴會所需餐具 

2、清洗餐具 

3、當晚協助廚餘垃圾清理 

總務組 黃春梅 1、規劃活動資金 

2、核對各項宴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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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取相關費用 

十一、工作人員名單 

經理 張家獻 1人 

副理 劉季青 1人 

外場人員 許筱筠 歐陽珮嫻 洪萱驊 陳苡融 郭(金泉) 鏐黃湘凌 鍾政賢 5人

主廚 黃玳維 1人 

內場人員 高仲姮 紀美琪 潘姵嬅 林淨明 林允浩 5人 

文宣組長 鄒旻豪 1人 

文宣人員 曾苡熒 陳豪森 2人 

場佈組長 洪苡倩 1人 

場佈人員 簡秀芳 鄭婷云 蘇于珊 高瑋婷 4人 

公關組長 吳孟儒 1人 

公關人員 何悅甄 游士賢 2人 

活動組長 黃科閔 1人 

活動人員 葉政諭 黃競加 田育誠 黃慧玟 王姿尹 張雅晴 謝宇婷 陳書儒  

張晉嘉 周宏哲 10 人 主持人：廖苡伶 粘振鴻 2人 

機動組長 蔡馥懋 1 

機動人員 楊介緯 邱繼緯 林聖哲 張書寧 劉介煇 5人 

餐務組長 林宜宣 1人 

餐務人員 陳品方 胡雅嵐 吳宗儒 張嘉容陳惠文 5人 

總務組長 黃春梅 1人 

治裝組 羅元琳 

 

十二、器材設備明細 

場地 借用單位 器材 

西餐教室  

二鮮居 

餐旅系 

 

 課指組 乾冰機 x1 

萬丈光芒燈 x1 

燈光組 x1 

音響組 x1 

對講機+耳機 x3 

 就業輔導中心 紅地毯 x1 

 承正圖書館 布幕 x1 

單槍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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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轉換線材 x1 

十三、經費預算表 

活動預估使用金額 

活動費：50,000 

項次 項目 摘要 合計 

1 內場組 試菜、當天餐點 18,165 

2 外場組 餐桌擺設、當天喜糖、飲料等 4,406 

3 文宣組 喜帖(票卡)、海報 3,137 

4 場佈組 場地佈置 2,403 

5 公關組 紅包袋、印章 542 

6 活動組 表演服裝 2,523 

7 餐務組 清潔用品 803 

    

  小計 31,979 

  合計 3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