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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學 習轉 有溫度的「SOP」

能夠給顧客留下深刻印象的良好服務，是餐飲業者常常在思考的問題。餐飲業者

常會制定出一套服務顧客的「SOP」（標準作業流程），但是，如果服務人員

只是死板的依循「SOP」來服務顧客，人與人之間很可能會少了一些關懷與溫

暖。依循「SOP」是一種可避免顧客抱怨的做法，卻不一定能給顧客留下美好

的印象。

有一位老婦人與家人到一家餐廳用餐，服務人員帶位、送水、點餐每項步驟都按

照SOP一一做到，用餐過程中這位老婦人不小心打翻熱湯，整個桌面及身上都

灑滿湯水，服務人員立即為客人整理了凌亂的桌面，並且帶老婦人到更衣室，拿

出自己備用的衣服借老婦人換穿，讓這家人覺得很貼心、很溫暖。

攝影：experience Madeira, Algarve, Braz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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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餐服務流程
一般而言，中餐服務流程分為貴賓廳／包廂服務與小吃服務兩種。包廂服務是以預

約訂席的賓客為主，用餐人數較易掌握；小吃服務則大多不需事先訂位，以隨興進入的

賓客為主。

兩者的服務流程類似，但為了確保每位賓客能夠得到一致的服務品質，餐廳通常會

訂定一套 標準作業流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以下以貴賓廳／包

廂服務（圖10-1）為例，分節說明各步驟的服務技巧及所須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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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1  中餐貴賓廳／包廂服務流程

11
迎賓

帶位

22
餐前

服務

33
餐中

服務

44
餐後

服務

 迎賓問候

 帶位入座

 奉茶及遞送毛巾

 增減餐具套數

 攤開口布

 呈遞菜單

 接受點菜及配菜

 拆筷套

 服務果汁、酒水及

小菜

 服務菜餚

 更換骨盤、毛巾、

添加酒水及對菜

 服務點心、水果、

甜湯及餐後茶

 結帳服務

 送客服務

 清理桌面與重新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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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迎賓帶位

餐廳的「迎賓問候」與「帶位入座」工作通常是由領檯員負責；領檯員是顧客抵

達餐廳後，首先服務賓客的人員，因此在接待賓客時，應笑臉迎人、態度親切且聲音和

悅，方能讓賓客對餐廳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在餐廳開始營業之前，領檯員應將訂席簿擺放於接待檯，並翻閱了解訂席記錄

（表10-1），以便掌握當日訂席賓客的人數、身分與安排入座的桌號，以有效率地為賓

客安排座位。

天 香 樓 餐 廳天 香 樓 餐 廳
訂 席 記 錄 表

日期：

午餐

日期：

午餐

時間 人數 賓客姓名 電話 備註 桌號／包廂 接訂人員

晚餐

時間 人數 賓客姓名 電話 備註 桌號／包廂 接訂人員

 表10-1  訂席簿範例

以下分別說明「迎賓問候」及「帶位入座」的相關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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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迎賓問候

領檯員於餐廳門口等待賓客，當賓客光臨時，應主動親切上前問候，並詢問有無訂

席；與賓客互動時，領檯員須應對得宜。以下分別說明「迎賓問候」、「餐廳客滿時的

應對」以及「遇及其他狀況的應對」等服務技巧。

迎賓問候的技巧

1. 問候賓客

 與賓客保持約3～4步的距離，眼睛正視賓客，面帶微笑，向賓客行15˚鞠躬

禮，並說出迎賓問候語（圖10-2）。

例如  「您好，歡迎光臨！」

 若為常客，領檯員可稱呼賓客的姓氏或頭銜，並寒喧問候，但時間不宜過長，以免讓

其他賓客久等。

例如  「李先生您好！」、「郭董事長您好，從國外回來了？」

 圖10-2  迎賓問候

您好，

歡迎光臨！

眼光直視

2. 詢問有無訂席

 問候賓客後，應詢問賓客有無訂席。

例如  「請問您有預約訂位嗎？」

  當「賓客有預約訂位」時：應接著詢問賓客姓名。

例如  「請問預約大名是？」

 賓客回覆後，領檯員應立即查閱訂席簿，記錄「賓客已到達」的訊息，並引領賓

客入座。

  當「賓客未事先訂位」時：應詢問賓客用餐人數，不宜以目前所見人數來判

斷，因為有些賓客可能稍晚才到。

例如  「請問共有幾位要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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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客滿時的應對

當餐廳客滿時，領檯員應委婉溫和地告知賓客，並傳達候座所需時間，再詢問賓客

是否願意等待。

  若賓客願意等待：應於 候座表（Waiting List）記錄賓客姓名、用餐人數等資料

（表10-2），然後引領賓客至等候區，並提供茶水及書報雜誌給賓客使用。

 當餐廳有空位時，應遵守「先到先服務」的原則，依照候座表登記時間的先

後，安排賓客入座，並於候座表記錄賓客入座的時間及桌號。

天 香 樓 餐 廳天 香 樓 餐 廳
候 座 表

日期：　　     　　　　   班別：□早班 □晚班　　  領檯員：　　　　

賓客姓名 賓客電話 人數 特殊需求 登記時間 入座時間 桌號

日期：　　　　          　　　　   班別：□早班 □晚□□□□□□□□□□□□□□□□□□□□□□□□□□□□□□□□□□□□□□□□□□□□□□□□□□□□□□□□□□□□ 班　　  領檯員：　　　

賓客姓名 賓客電話 人數 特殊需求 登記時間 入座時間 桌號

  若賓客不願等待：應先向賓客致歉並遞上餐廳名片，再語帶期待地邀請賓客下

次光臨。

例如  「希望下次能為您服務！」

其他狀況的應對

  下雨天時：應在門口擺放傘架，並準備傘套供賓客使用；同時提醒賓客注意地

板濕滑，以免發生滑倒意外。

  滋事事件：應安撫賓客並妥善迅速處理，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若無法

處理，應報請主管處理。

 表10-2  候座表範例



餐飲服務技術

184

二、帶位入座

若賓客已預訂席位，則應依訂席簿

的記錄，引領賓客至登記的桌號入座；

若無訂位，則按賓客的人數、用餐目的

及喜好，引領至適當的桌號。以下先說

明「安排座位的原則」，再介紹「帶位

入座的服務技巧」。

安排座位的原則

安排座位時，應避免「某些區域賓客人數較多或較少」的情況，以平衡各服務員

的工作量。另外，餐廳營業時間剛開始時，領檯員可先安排賓客坐於餐廳前段較顯眼之

處。以下依「賓客類型」來說明安排座位的原則。

  常客：儘量安排於其習慣入座的位置。

  親朋好友聚餐或亮麗、裝扮時髦且神情愉悅的賓客：安排於餐廳較明顯處（如

中央座位），以營造歡樂的用餐氣氛。

  成員眾多的賓客：安排於餐廳較後方的座位，以免人多吵雜，影響其他賓客用

餐。

  單獨賓客或成對賓客：安排於角落、窗邊或較隱密安靜的座位，例如：情侶適

合安排於餐廳較隱密處。

  鬱鬱寡歡的單獨賓客：在徵得賓客同意後，通常會安排於吧檯旁或樂隊前。

  年老者或行動不便者：安排於出入口的座位，以方便進出。

  攜有孩童的賓客：安排於角落或較隱密的座位，以免孩童哭鬧、跑跳玩耍而影

響其他賓客的用餐。另外，應避免讓孩童坐在上菜位置或出入口處，以免發生

危險或影響服務員的工作。

攝影：Grand Hyatt Macau

 馬上練習

(    )1. 帶位入座時，下列何種安排是最適當的情況？　

 (A)單獨客人安排在餐廳中較明顯的地區　

 (B)帶有好動孩子的家庭安排在窗邊的位置　

 (C)歡樂聚餐的客人或神情愉快的客人安排在隱蔽的角落　

 (D)行動不便的客人安排在靠近入口處。 [技藝競賽（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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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位入座的服務技巧

1. 帶位的引領方式

 以五指併攏，指尖朝上的方式

為賓客指引前進方向，並說出

引領詞語。

例如  「請往這邊走！」（圖10-3）

 在引領過程中，應注意下列事

項：

  走在賓客斜前方約2～3步距離，並注意賓客是否隨後跟上。

  遇台階或地面不平處，提醒賓客小心腳步。

  走道上若有障礙物，應迅速移開，以便賓客安全順利通過。

2. 詢問是否滿意座位安排

 引領賓客至座位區時，應詢問賓客是否滿意座位

安排；若不滿意，應設法為賓客更換座位。

3. 協助賓客入座

 賓客到達餐桌後，領檯員應將負責該區域的服務

員介紹給賓客認識，並一起協助賓客入座（如下

圖所示），待賓客皆入座後，領檯員方可離開。

請往這邊走！

五指併攏

指尖朝上

 圖10-3  帶位引領

1 雙手握住椅背兩側，稍微提

高座椅；將座椅拉開，以方

便賓客入座

2 以右腳膝蓋頂靠椅背，順著

賓客入座的姿勢，將椅子扶

正，往前輕推；再詢問賓客

是否需調整座椅與餐桌間的

距離

2211

注意事項!!

  協 助 賓 客 入 座 的 順

序 ， 以 主 賓 、 年 長

者、女士、孩童及行

動不便者為優先。

  餐飲服務人員在服務

過程時，應與賓客保

持30∼60cm的距離。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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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餐前服務

中餐廳的「餐前服務流程」（圖10-4），以下說明各步驟的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11
奉茶及

遞送毛巾

22
增減

餐具套數

33
攤開
口布

44
呈遞
菜單

55
接受點菜
及配菜

66
拆筷套

 圖10-4  中餐廳之餐前服務流程

一、奉茶及遞送毛巾

賓客皆就座後，服務員應先為賓客奉上熱茶或提供倒茶（水）服務，再遞送毛巾供

賓客擦手。服務的順序為：主賓、年長者及女士優先服務，主人最後服務。

奉茶／倒茶（水）的服務技巧

奉茶前，先將沖泡好的熱茶倒入茶杯，並將茶杯置於托盤上；奉茶時，以左手持托

盤，右手持茶杯註，側身自賓客右側服務上桌（圖10-5）。

提供倒茶（水）服務時，則右手持茶（水）壺，左手持服務巾，自賓客右側服務，

份量約八分滿（圖10-6）。收壺時，將服務巾置於壺嘴處，以防止茶水滴落桌面，影響

桌面整潔。

 圖10-5  奉茶

賓
客
右
側

這是您的茶水

，請慢用！

左手持服務巾置於背後

 圖10-6  倒茶

賓
客
右
側

倒8分滿

註： 本書以「慣用右手者」的角度來說明各種服務技巧。

賓
客
左
側

 圖10-7  遞送毛巾

請用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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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毛巾的服務技巧

有些中餐廳在奉茶或倒茶（水）後，會遞送濕毛巾

供賓客擦手，毛巾濕度以扭轉不會滴水程度為宜。一般而

言，夏天提供冰毛巾，冬天提供熱毛巾註。遞送毛巾的服

務步驟如下：

服務員「右手」持「毛巾夾」，自賓客左側（因毛

巾碟置於賓客左方），將毛巾挾放於賓客桌面的毛巾碟

上（圖10-7）；若無毛巾碟，則直接將毛巾挾給賓客使

用。

註： 目前大部分的中餐廳，在衛生考量下，常以「濕紙巾」來代替毛巾。

二、增減餐具套數

餐廳通常會事先在餐桌上佈設好餐具；當實際的賓客

人數與餐桌上擺設的餐具套數不符時，服務員須依賓客人

數，增加或撤走餐具，並適當地調整餐位間的餐具距離，給

予每位賓客舒適的用餐空間。

三、攤開口布

賓客皆就坐後，服務員應禮貌地為賓客攤開口布；服

務順序為：先為主賓、年長者或女士攤開口布，再以順時針

方向為其他賓客服務，最後服務主人。攤開口布的技巧如右

圖。

1 站於賓客右側；以右

手拿取餐桌上口布的

邊緣或尖端

賓
客
右
側

正面

2 身體向左側轉；在賓

客右後方以雙手輕輕

拉開口布並對摺（正

面朝外）

右
手
在
前

左
手
在
後

3 右 手 在 前 ， 左 手 在

後；將口布輕放平鋪

於賓客的大腿上

注意事項!!

  當賓客對餐具有特殊需求，例如：湯匙過大不適合幼小孩童

使用時，宜馬上更換較小的湯匙，方便賓客使用。

  為賓客攤開口布時，不可碰觸到賓客的身體或鄰座賓客。

  口布正面若有餐廳標誌，應面對賓客的方向。

  某些餐廳會以「餐巾紙」取代「口布」；在此情況下，則無

須此服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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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呈遞菜單

中餐筵席的菜單內容通常是在筵席前由餐廳主管與筵席主人事先討論確定，並由餐

廳製作「菜卡」立於餐桌上，供賓客瞭解用餐內容。對於未事先訂席點菜的賓客，才需

要呈遞菜單。以下先說明「呈遞菜單的原則」，再介紹「呈遞菜單的服務技巧」。

呈遞原則

1. 菜單份數：基本上，以每人一份菜單為原則，但有例外：

  在中餐宴客場合，傳統上是吃合菜，且通常是由主人代為點菜，因此提供一

份菜單即可。餐廳也可斟酌提供數份菜單供其他賓客參考，使其瞭解餐廳的

菜餚特色，開發潛在顧客。

  對於兒童，無須遞送菜單（除非父母要求）。

2. 呈遞順序

  成對賓客（如：夫婦）：先呈遞給女士，再呈遞給男士。

  團體賓客：主賓、年長者及女士優先呈遞，主人 後呈遞。

呈遞技巧

自賓客右側，將攤開的菜單以雙手呈遞給賓客（圖10-
8），若菜單頁數較多時，可直接給一整本菜單，讓賓客自

行翻閱。

例如  「您好！這是本餐廳的菜單，請您參考！」

呈遞菜單後，除非賓客想要立即點菜，否則服務員應

稍離片刻，讓賓客瀏覽菜單內容；待賓客召喚時，再前往

接受點菜。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圖10-8  呈遞菜單

雙手

呈遞

賓
客
右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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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點菜及配菜

「點菜及配菜」是餐廳外場相當重要及專業的工

作，因此餐廳通常會將此項工作交由餐廳領班或資深服

務員來負責。

點菜／配菜人員須具備的條件

1. 充分瞭解菜單內容

 包括菜餚的食材、烹調方法、口味及口感等；

充分瞭解菜單內容，才能確實回覆賓客提出的

菜餚問題，並依賓客需求提供適當的點菜建

議。

2. 洞察賓客的需求

 先瞭解賓客中哪一位是主人或具有點菜決定

權，再根據賓客的用餐需求與目的，給予滿意

的配菜建議。

例如  以「宴客」為目的者，可建議點選「食材價值較

高或口味較精緻」的菜餚；以「便利用餐」為目

的者，則可建議點選「製備迅速簡便」的菜餚。

點菜／配菜應注意的事項

1. 事先瞭解廚房狀況

 事先瞭解當日的促銷和停售菜餚，以及各類菜

餚的製備狀況，以免發生「向賓客推薦特定菜

餚，但卻無法供應」的窘境。

2. 賓客用餐人數、預算及時間

 依賓客的用餐人數、預算高低及用餐時間多

寡，給予適當的配菜建議，以免發生「菜餚份

量不足／過多」或「上菜時間過快／過慢」等

問題。

3. 賓客的口味喜好

 依「賓客的口味喜好」來配菜，滿足其用餐需

求，以提升再度光臨的意願。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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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菜餚的烹調法與調味

 配菜時，應搭配不同烹調法（如：

蒸、煮、炒、炸）及不同調味

（如：鹹、甜、酸、辣）的菜餚，

避免各道菜餚的烹調法及調味相

同。

5. 菜餚的色彩搭配

 配菜時，除了注重菜餚的「味」與

「香」之外，也應注意各道菜餚

間的色彩搭配，避免呈現過於單調

的顏色；亦即必須達到「色香味俱

全」的目標。

6. 營養均衡

 配菜時，應考量菜餚的營養成分，

儘量讓賓客均勻攝取各類食物。

7. 考量餐廳利潤

 配菜時，也應考量餐廳的利潤，儘

量避免挑選太多「成本高、邊際貢

獻率（單位利潤）較低」的菜餚。

點菜／配菜的服務技巧

1. 準備筆及點菜單

 事先準備筆及 點菜單（Captain Order）（圖10-
9），以接受賓客點菜。中餐廳的點菜單大多為一

式三聯：

  第1聯：送交廚房作為製備菜餚的依據。

  第2聯：送交櫃檯出納入帳。

  第3聯：置於工作檯或賓客餐桌上，作為上菜核

對確認之用。  圖10-9  中餐廳點菜單範例

六大類食物

我國「衛生福利部」建議國人每日飲

食應包含下列六大類食物：

類別 主要營養

五穀、

根莖類

醣類

維生素B1

奶類

蛋白質

鈣

維生素B2

蛋、

豆、

魚肉類

蛋白質

維生素B1
磷

蔬菜類
維生素C
膳食纖維

水果類
醣類

維生素C

油脂與堅

果種子類
脂肪

 馬上練習

(    )1. 中餐點菜時，下列何者不是配菜應注意的事項？　(A)注意菜餚色彩的搭配　(B)注意營

養的均衡　(C)注意主人預算，避免高利潤的菜餚　(D)注意份量，避免造成浪費。

  [技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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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點菜

 STEP1 自賓客右側詢問賓客是否準備點菜

例如  「先生（小姐），為您點菜好嗎？」

 STEP2 認真聆聽點菜內容

 服務員應面帶微笑，上身向前微傾約15˚
（不可靠在桌緣）（圖10-10），認真聆

聽並牢記賓客所點選的內容。

 若賓客點菜，需要服務人員提建議時，

應避免回覆「每樣菜都不錯！」等籠統

話語。

 STEP3 複誦點菜內容

 賓客點完菜後，服務員應複誦其點選的菜餚品名及數量。

例如  「為您複誦一次您所點的菜餚：紅燒獅子頭1份、廣式炒麵1份、……」

 STEP4 開立點菜單

 點菜內容經確認無誤後，應將日期、桌號、賓客人數、菜餚品名、數

量、價格及開單人員姓名等資料，詳細填寫於點菜單中。

 若賓客有特殊需求（如：小辣或不加蔥蒜），應加註於點菜單中。

 STEP5 詢問是否需要點用酒水飲料

 服務員填好點菜單後，應詢問賓客是否需點用酒水飲料；待複誦確認

無誤後，將酒水飲料名稱及數量填入點菜單或飲料單上，即可道謝離

去。

 圖10-10  接受點菜

向前

微傾15˚
賓
客
右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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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點菜 & iPad點菜

POS點菜

 銷售時點管理系統（Point of Sales，簡稱POS）是企

業蒐集銷售情報的工具。餐廳透過POS系統，可迅速為

顧客點餐結帳（圖10-11），降低人為疏失錯誤。POS取
得的銷售種類、數量、時間及顧客資料等訊息，經過歸

納分析，可作為餐廳營運決策的參考。

iPad平板電腦點菜

平板電腦點餐設備（圖10-12）是一種可讓顧客以觸

控方式來點菜的設備。顧客只要輕輕觸按餐點名稱，

螢幕即會秀出餐點的照片與說明文字，以方便顧客點

菜。當顧客完成點菜的操控後，點餐內容便會即時傳

送至廚房及櫃檯，因此可大幅提昇點餐與結帳的效

率。

 圖10-11  POS點菜

 圖10-12  iPad點菜

六、拆筷套

較正式的中餐廳在佈設餐桌時，都會將筷子套上「筷

套」。當賓客點好菜餚等待上菜時，服務員應自賓客右側

為賓客拆除筷套（圖10-13），並注意避免觸碰筷子前端

（即夾菜處），以確保衛生。筷套應收走，筷子應擺放於

筷架上。

 圖10-13  拆筷套並將筷子擺

   放於筷架上

賓
客
右
側

攝影：Mr W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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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餐中服務

中餐廳的「餐中服務流程」（圖10-14），以下說明各步驟的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

項。

11
服務果汁、

酒水及小菜

22
服務

菜餚

33
更換骨盤、
毛巾、添加
酒水及對菜

44
服務點心、
水果、甜湯
及餐後茶

 圖10-14  中餐廳之餐終服務

一、服務果汁、酒水及小菜

服務員為所有賓客拆除筷套後，應先服務果汁及酒水，讓賓客可在用餐前舉杯相

敬；然後再送上小菜及調味佐料。

服務果汁

服務前，先將果汁註倒入透明的玻璃果汁壺中，並搖

晃均勻；服務時，於賓客右側服務，倒入約八分滿的份

量於杯中（圖10-15）。若賓客間正在交談，應從另一側

服務，不宜跨入賓客中間，以免影響交談。

註： 服務果汁時，有些餐廳亦可使用高飛球杯盛裝果汁。

服務酒水

中餐廳常見的酒類有：啤酒、紹興、高梁、黃酒及

花雕等。近年來，受到西方餐飲的影響，中餐廳也常會

搭配葡萄酒、玫瑰紅酒或威士忌等酒類。以下說明服務

酒水的方式及技巧。

1. 服務酒水的方式

  冰鎮的酒水：例如啤酒、威士忌等。威士忌通常是以提供冰塊的方式服務，

但服務啤酒不宜加入冰塊，以免稀釋啤酒風味。

  溫熱的酒水：例如紹興、陳紹、黃酒及花雕等，這些酒類通常會搭配話梅、

檸檬片、薑絲或紅糖，供賓客選擇加入飲用。

 圖10-15  服務果汁

賓
客
右
側

8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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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酒水的技巧

 自賓客右側服務酒水，並視酒的種類選擇服務方式，例如：服務紹興酒，須先

將酒倒入「公杯」中，再持公杯將酒倒入賓客的「小酒杯」中（圖10-16）；服

務葡萄酒，可「手持酒瓶」為賓客倒酒，瓶口離杯口約1～2公分，注入時不可

斟滿；收瓶時，45˚順時針旋轉酒瓶，使殘留在瓶口的酒液回流至瓶中，避免

酒液滴落餐桌（圖10-17）。

 圖10-16  以公杯服務酒水

賓
客
右
側

 圖10-17  手持酒瓶服務酒水

8分滿

注意事項!!
當賓客的酒水喝完時，服務員不可自作主張為賓客加點酒水，應詢問賓客是否需要；若

需要，方可開列飲料單。

服務小菜

正式的中餐廳在上菜前，通常會先上具有開

胃作用的小菜及佐料。服務時，應親切地向賓客

說：「這是本餐廳招待的小菜，請慢用。」（圖

10-18）

瓶口離杯口

約1～2公分

 圖10-18  服務小菜

這是本餐廳招待

的小菜，請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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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菜餚

中餐廳服務菜餚的步驟（圖10-19），以下分別說明。

11
傳菜

22
上菜

33
秀菜

44
分菜

 圖10-19  服務菜餚的步驟

傳菜

廚師將菜餚製備完成時，會於該道菜餚的餐盤盤緣夾上「桌號菜夾」，  傳菜員

（Runner）再將菜餚端至「服務檯」之前，必須先確認「點菜單的菜名及桌號」與

「桌號菜夾」是否一致（圖10-20）；若一致，則應以「乾淨的托盤」將該道菜餚連同

其佐料端至服務檯（圖10-21），交由服務員上菜。

注意事項!!

  若餐盤太大，可徒手端送；注意手指不伸入盤內，以保持衛生。

  需保溫的菜餚，應加蓋「保溫蓋」；但油炸類的菜餚加蓋易回軟，不可加蓋。

  砂鍋類或湯品菜餚，應附「底盤」端送，以免損及桌面。

  當賓客對餐具有特殊需求，例如：湯匙過大不適合幼小孩童使用時，宜馬上更換較小的湯匙，

方便賓客使用。

 馬上練習

(    )1. 下列有關服務菜餚的敘述何者為非？　(A)上菜前應先上小菜及佐料　(B)傳菜是將菜餚

送至服務櫃　(C)上菜是由傳菜員為之　(D)盤子太大時可不用托盤，直接雙手端送。 
[技藝競賽]

獨
家
口訣 

服務菜餚的步驟：

看完船上的秀，情侶必分

傳菜→上菜→秀菜→分菜

 圖10-20  傳菜員核對菜餚  圖10-21  將菜餚端至服務檯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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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菜

上菜前，服務員須再次核對點菜單的菜名、份量及桌號是否正確（圖10-22）；若

正確，即可於點菜單上記錄勾選，再服務上桌。上菜時，自主人右側註將菜餚端至轉檯

上（圖10-23），並且將印有餐廳標誌的餐盤，正面朝向賓客。

 圖10-22  服務員核對菜餚  圖10-23  上菜

菜餚上桌擺設原則

一中心 二平放 三三角 四四方 五梅花

 圖10-24  菜餚上桌擺設原則

1 2
3 4

5

註： 主人右手邊5、6點鐘的方向為上菜口。

為您上菜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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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菜

菜餚端至轉檯後，服務員應自主人右側以右手順時

針轉動「轉檯」一圈（轉至主賓位置時，可停止轉動約

2～3秒，然後再轉至主人位置為止）；在秀菜的同時，

應簡潔地介紹該道菜餚的名稱、烹調方法、主要食材及

口味特色等（圖10-25）。

若菜餚是以個盅或個盤的方式服務，如魚翅盅、湯

盅等，可省略秀菜的過程，直接端送到賓客面前（稱為

位上服務）。但須注意供應魚翅盅時，應幫賓客淋紅醋

或提供紅醋瓶讓賓客自行取用。

分菜

有桌上分菜或旁桌分菜兩種方式，不論採用哪種方式，每分完一道菜，即應更換另

一套乾淨的服務叉匙，以免影響菜餚的味道。

1. 桌上分菜：採此種分菜方式，應避免碰觸到賓客的身體，或妨礙賓客用餐與談話。

 STEP1 使用「服務叉匙」分菜

 先分配菜，再分主菜；若有

佐料或湯汁，則先加佐料，

後淋湯汁（圖10-26）。

 STEP2 遞送菜餚

 完成分菜後，應自「主賓」

開始遞送菜餚。服務員也可

利用「轉檯」，將菜餚轉至

賓客面前，由賓客自行取

用。

 STEP3 處理分剩菜餚

 分完菜之後，若大盤中尚有剩餘菜餚，應將之盛裝於小盤並連同公筷

母匙，置於轉檯上，供賓客自行取用。

 圖10-25  秀菜

 圖10-26  桌上分菜

分配菜

分主菜

淋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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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旁桌分菜：較正式的餐廳通常採用旁桌分菜（桌邊分菜）的方式服務賓客（圖

10-27）。

 STEP1 將菜餚端至「服務桌」

 在秀完菜之後，將菜餚端至服務桌。

 STEP2 使用「服務叉匙」分菜

 面向賓客，手持服務叉匙進行分菜工作。

 STEP3 遞送菜餚

 將分好菜的骨盤置於托盤上，分送給每位賓客。

 STEP4 處理分剩菜餚

 同「桌上分菜」的處理方式。

 圖10-27  旁桌分菜

注意事項!!

  分菜時需掌握好份量，每一份需平均（分羹湯時，每碗約7∼8分滿）。

  分配魚翅羹時，勿將魚翅打散。

  服務清蒸魚時，將魚骨剔出後，頭尾仍應保持完整。

請慢用

也可採「左叉右匙法」進行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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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換骨盤、毛巾、添加酒水及對菜

這些服務又稱「席間服務」，以下分別介紹其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更換骨盤

更換骨盤是為了避免賓客因盤中堆積骨頭或殘渣，影響桌面美觀或下一道菜餚的風

味。

1. 更換時機

  提供分菜服務的高級餐廳或貴賓室：分菜時，每道菜都使用「乾淨骨盤」。

服務員在下一道菜上桌前，會先收回髒骨盤，再將下一道「分好的菜」送至

賓客面前。

  在無提供分菜服務的筵席場合：大多是視情況（如：賓客食用完有骨頭或帶

殼等殘渣較多的菜餚後）或上完2～3道菜後，才會更換「乾淨骨盤」。

2. 更換技巧

1 將 乾 淨 骨 盤 疊 置 托 盤

上，持托盤自賓客右側

將第1個髒骨盤收至托盤

2 拿取第1個乾淨骨盤置於

賓客桌面

3 收回第2個髒骨盤，並將其殘

渣倒入第1個髒骨盤中

4 拿取第2個乾淨骨盤置於賓客桌面；再收回第3個髒骨

盤，並將其殘渣倒入第1個髒骨盤中；再將第3個髒骨盤

疊置於第2個髒骨盤上；再同前述步驟依序為其他賓客

更換骨盤

第1個髒骨盤

第2個髒骨盤

乾
淨
骨
盤

乾淨

骨盤

第
3
個
髒
骨
盤

注意事項!!

  當骨盤上有菜餚時，

應詢問賓客是否還要

食用；若不食用，方

可更換。

  當骨盤上有筷子或湯

匙時，應先將之移至

匙筷架上，再收回髒

骨盤。

幫您收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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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換毛巾

當賓客食用完須用手取食或剝殼的菜餚（如：紹興醉蝦）後，應為賓客更換毛巾

（或濕紙巾），如下圖所示。

1 自賓客左側，將髒毛巾挾放於托

盤上

2 挾取乾淨毛巾，置於賓客桌面的

毛巾碟上

添加酒水或飲料

一般而言，當賓客杯中的酒水或飲料僅剩1/3時，即應為賓客添加。若賓客示意不

再飲用，則無須為賓客添加酒水或飲料。

對菜

適時查看點菜單（圖10-28），瞭解賓客所點菜

餚是否已上桌，並依賓客用餐速度調整出菜時間，以

避免因出菜太慢而讓賓客久候，或因出菜太快致使菜

餚變涼而影響其風味。

 圖10-28  對菜

髒毛巾 乾淨毛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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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點心、水果、甜湯及餐後茶

當賓客享用完菜餚或不再食用時，服務員應前往收

拾殘盤、調味料及賓客餐具（只留下水杯或果汁杯及毛

巾碟）；收拾完畢後，即可服務點心、水果、甜湯及餐

後茶。以下說明其服務技巧（圖10-29）。

1. 服務點心

 點心通常置於轉檯上，由賓客自取。服務員應提供「乾淨骨盤」及「點心餐

具」供賓客使用。

2. 服務水果

 水果通常置於轉檯上，由賓客自取。服務員應為賓客更換「乾淨骨盤」及「水

果叉」供賓客使用。

3. 服務甜湯

 甜湯通常由服務員分盛遞送給賓客。服務員也可將分盛好的甜湯置於轉檯上，

將甜湯轉至賓客面前，由賓客自取。

4. 服務餐後茶

 賓客喝完甜湯後，即可服務餐後茶，以達到「去油解膩」的效果。

注意事項!!
若尚有「未食用完的菜

餚」，應詢問賓客是否需

要打包；若需要，則將菜

餚端至服務檯打包，再交

給賓客帶走。

上點心 上水果

上甜湯 上餐後茶為您上甜點，

請慢用

壺留轉檯供

賓客添加
 圖10-29  服務點心、水果、甜湯及餐後茶

 馬上練習

(    )1. 何時是收拾中式餐桌上的調味品、殘餘物和不飲用酒水等之最佳時機？　

 (A)上小菜時　(B)用餐結束後　(C)上羹湯類前　(D)上甜點及甜湯前。

  [四技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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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餐後服務

中餐廳的「餐後服務流程」包括：結帳服務、送客服務、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以

下分別說明其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一、結帳服務

提供結帳服務的時機

一般而言，提供結帳服務的時機為：主人示意結帳或接近餐廳休息時間。

結帳服務的過程

主人準備結帳時，服務員應站於主人右側，上身向前微傾約15 °，與主人核對本次

點用之菜餚酒水（包括「點菜單」、「飲料單」及「退酒單註」的內容）。

若正確無誤，則詢問主人發票上是否需打上統一編號以及有無需要餐廳停車優惠

券；若需要，則將主人告知的統一編號填寫於帳單上並提供停車優惠券。再由主人親自

前往或由服務員代為前往櫃檯結帳（圖10-30）。

 圖10-30  結帳服務流程

賓客親自前往櫃

檯結帳

服務員代為前往

櫃檯結帳

註： 退酒單是用來記錄酒水點用後，客人辦退之酒水品名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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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協助結帳的技巧

1.  現金付款（Cash）

 服務員將賓客置於帳夾或小盤子上的現金點清後，連同帳單送交櫃檯出納結

帳，待櫃檯結帳完畢後，遞交發票與找零給賓客，經賓客確認無誤後，即完成

結帳服務。

2.  信用卡刷卡付款（Credit Card）

 STEP1 收取信用卡及帳單

 服務員向賓客收取信用卡及帳單。

 STEP2 送交櫃檯出納刷卡

 服務員將信用卡及帳單送交櫃檯出納刷卡。櫃檯出納應核對信用卡的

有效日期及賓客是否被信用卡公司列為黑名單；經確認無誤後，輸入

帳單上的消費金額，並列印出信用卡簽單（共2聯－商家出單留底聯及

顧客收執聯）。

 STEP3 簽單簽名與核對

 服務員將信用卡簽單送交賓客簽名

後，交給櫃檯出納核對「信用卡」

與「簽單」上的簽名是否相符（圖

10-31）；若相符，即開立統一發

票。

 STEP4 送還信用卡、簽單及發票

 服務員將信用卡、簽單（顧客收執

聯）及統一發票交給賓客（圖10-
32），完成結帳作業。

 圖10-31  簽單簽名與核對

簽名相符

 圖10-32  送還信用卡、簽單及發票

信用卡

簽單

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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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付款方式

除了現金付款與信用卡刷卡付款之外，某些餐廳也接受下列付款方式：

    餐券（Meal Tickets / Vouchers）
 有些餐廳會以較優惠的價格發行餐券供賓客購買，當賓客以餐券付款時，不必再開立發票

給賓客。

   支票簽收（Check）
 此種付款方式通常在大額交易的場合（如：婚宴或年終尾牙）才會採用。賓客持支票付款

時，除非主管同意，否則櫃檯出納通常不會接受此種付款方式。

    外客簽帳／轉公司帳（City Ledger / I Owe You，簡稱I.O.U.）
 有些餐廳會與其密切往來的公司簽約，允許這些公司的員工至餐廳消費時以簽帳方式賒

帳，待月初或月底，再根據帳單統一向簽約公司收帳。

二、送客服務

當賓客起身欲離席時，服務員應主動上前為其拉開座椅，以方便賓客離席（圖10-
33）。同時也應提醒賓客記得攜帶隨身物品或領回寄放物品，並對賓客表達感謝之意。

例如  「希望您滿意今天的服務，期待再次為您服務！」

服務員應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圖10-34），領檯員及餐廳主管（如經理、主任或領

班）亦可在門口一起歡送賓客，讓賓客感到 "十分禮遇"，以提升其「再度光臨」的意願。

 圖10-33  為賓客拉開座椅  圖10-34  在門口歡送賓客

歡迎下次再

度光臨！

請 記 得 攜 帶

隨身物品！

下次 "擱再來"



205

餐廳服務流程　10

   餐廳招待（Entertainment，簡稱ENT）

 餐廳本身因業務或公關需要而宴客時，通常會採用此種付款方式。結帳時，服務員須請負

責該業務的人員在帳單上簽名，並填寫其所屬單位、宴請原因與對象。

   主管優惠折扣／私人招待（Personal Entertainment，簡稱PE）

 餐廳通常會給予主管以較優惠的價格（如：打七折）在餐廳消費或招待私人（如：親朋好

友）用餐；結帳時，服務員須請該主管在「員工簽帳單」上簽名，消費金額會從該主管的

薪資扣除。

   餐廳員工自用／公司自用（House Use）
 當餐廳員工因公務（如：加班）而誤餐時，餐廳通常會讓員工免費點用特定餐點。

   客房轉帳（House Ledger）
 在飯店的餐廳用餐，房客可出示房間鑰匙簽帳，該筆餐費則轉至房客的住房費用中，待退

房時一併結清。

三、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

賓客離去後，方可進行餐後 清理桌面（Tear-down）的

工作，若有賓客遺留物品在餐廳內，服務員應交予櫃檯登記

招認處理。以下說明「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的服務技巧與

應注意事項。

1. 貴重餐具：銀器等貴重餐具應當場清點；確認無誤

後，分類送至餐務部。

2. 殘盤：依「 3 S 原則－  刮除（ S c r a p e ）、  堆疊

（Stack）及 分類（Separate）」將殘盤送至餐務

部清洗。

3. 公用物品：將牙籤盅、醋壺及醬油壺等公用物品移

至服務檯。

4. 桌椅及地面：先清潔桌面，再清潔座椅， 後檢查

地面（尤其是桌位下方的地板）是否有殘渣掉落；

若有，須清理乾淨。

5. 重新佈設餐桌：更換檯布並  重新佈設餐桌（Turn 

Over），準備迎接下一組賓客（圖10-35）。
 圖10-35  清理桌面與重新

 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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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服務流程 ＊建議教學時間：50 分鐘

一、活動前準備

1. 全班分組，每組10～12人：領檯員1人、服務員1人、主人1人及賓客7～9人。

2. 每組分配物品如下表所示。

註： 茶水、果汁及菜餚等，可使用其他替代品取代。

3. 各組成員分工合作，完成餐桌佈設（個人餐具有：襯盤、骨

盤、味碟、匙筷架、瓷湯匙、筷子、毛巾碟、果汁杯及口

布，如右圖所示）。

二、活動進行方式

各組依下表步驟進行「中餐服務流程」的演練，各組「扮演顧客的成員」觀察「扮演領檯員及服

務員的成員」，其服務是否符合下表第3欄所示的「評分重點」，符合者即打「」，未符合者於該服

務步驟結束後，立即舉手提出討論。

器具物品 數量 器具物品 數量 器具物品 數量

圓桌（10人座）   1張 味碟 10個
服務夾

（挾取點心及水果）
2支

轉檯   1個 匙筷架 10個 湯杓（服務甜湯） 1支

餐椅 10張 瓷湯匙 20支 毛巾籃 1個

服務檯   1張 筷子（附筷套） 10雙 訂席簿 1本

服務車   1台 公筷母匙   1組 點菜單 1份

圓托盤   2個 毛巾碟 10個 筆 1支

圓檯布   1條 三件式茶碗 10組 中式菜單 1本

轉檯布   1條 口湯碗（服務甜湯） 10個 小菜（10吋圓盤） 2盤

方檯布

（鋪於服務車上）
  1條 果汁杯 10個 大盤菜（16吋圓盤） 1盤

服務巾（白色）   5條 果汁壺（裝果汁）   1壺 點心（14吋圓盤） 1盤

客用口布（濟公帽） 10條 服務叉匙   6組 水果（14吋圓盤） 1盤

濕毛巾 20條 點心叉 10支 甜湯（大湯碗） 1碗

襯盤 10個 水果叉 10支

骨盤 40個 毛巾夾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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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檯員  VS. 顧客

服務員  VS. 顧客

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1. 迎賓問候

「您好，歡迎光臨，請問有訂位嗎？」 □ 笑臉迎賓

□ 主動問候

□ 與賓客保持約3∼4步的距離

□ 向賓客行15˚鞠躬禮

「請問先生／小姐貴姓？」

「○先生／小姐您好，您的座位準備好了，請

往這邊走」

2. 帶位入座

「這邊請，請小心階梯」
□ 五指併攏且指尖朝上，指引前進方向

□ 注意賓客是否隨後跟上

□ 提醒賓客小心腳步

□ 為賓客拉開座椅

□ 賓客入座後再離開
「請坐」

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1. 奉茶及遞

送毛巾

「請用茶」 □ 於賓客右側奉茶

□ 於賓客左側遞送毛巾「請用毛巾」

2. 增減餐具 
套數

－ □ 使用托盤運送餐具

3. 攤開口布 「為您攤開口布」

□ 於賓客右側攤開口布

□ 抓取口布布角

□ 避免碰觸賓客身體

4. 呈遞菜單
「您好，這是本餐廳的菜單，請您參考」

註： 為縮短活動進行時間，僅呈遞菜單給主人。

□ 於主人右側呈遞菜單

□ 菜單翻開後再雙手呈遞給主人

5. 接受點菜

及配菜

「您好，可為您點菜嗎？」
□ 準備筆及點菜單自主人右側接受點菜

□ 複誦主人所點的菜餚品名及數量「為您複誦一次您所點的菜餚：……」

註： 菜餚品名及數量依各組準備菜餚決定。

6. 拆筷套 「為您拆筷套」

□ 於賓客右側拆筷套

□ 避免觸碰筷子前端

□ 收走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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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7. 服務果汁

及小菜

「為您服務果汁」「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倒果汁

□ 倒入杯中的果汁份量約八分滿

□ 將小菜置於轉檯上

□ 於賓客右側收拾已用過小菜的骨盤

「這是本餐廳招待的小菜，請慢用」

「幫您收盤，稍後上菜」

8. 上菜 「您好，為您上菜」 □ 自主人右側將大盤菜端上轉檯

9. 秀菜
「這是……，採用……烹調而成，它的口

味……」
註： 介紹菜餚的品名、烹調法、主要食材及口味特色。

□ 自主人右側以右手順時針轉動轉檯一

圈，並介紹菜餚

10. 分菜 ※練習以「桌上分菜」的方式進行分菜 □ 使用服務叉匙在轉檯上分菜

11. 更換骨盤

、毛巾及

添加飲料

「幫您收盤」 □ 於賓客右側更換骨盤

□ 於賓客左側更換毛巾

□ 於賓客右側倒果汁

「幫您更換毛巾」

「為您加果汁」

12. 服務點心

「幫您清理桌面，稍後送上點心」
□ 收拾殘盤、調味料及賓客餐具（只留

下果汁杯）

□ 提供骨盤及點心叉

□ 將點心置於轉檯上
「為您上點心，請慢用」

13. 服務水果

「幫您更換餐具盤子，稍後送上水果」 □ 收拾用過點心的骨盤及點心叉

□ 提供骨盤及水果叉

□ 將水果置於轉檯上「為您上水果，請慢用」

14. 服務甜湯
「為您上甜湯」

「請慢用」

□ 將甜湯、湯碗及瓷湯匙置於轉檯上

□ 進行分湯作業，並遞送給賓客飲用

15. 結帳服務

「今天的菜色與服務還滿意嗎？」
□ 於主人右側詢問滿意度

□ 與主人核對本次點用的菜餚酒水

□ 詢問主人發票是否需打上統一編號

「這是今天點用的菜餚酒水，請您確認」

「發票上需打上統編嗎？」

16. 送客服務
「希望您滿意今天的服務，期待再次為您服

務」

□ 主動為賓客拉開座椅

□ 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

17. 清理桌面

與重新佈

設

－ □ 收拾餐具避免碰撞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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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迎賓帶位

西餐廳的迎賓帶位工作通常是由領檯員負責，以下分別說明「迎賓問候」及「帶位

入座」的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一、迎賓問候

西餐廳迎賓問候的服務技巧同「中餐廳之迎賓問

候」，列點簡述如下：

1. 主動問候：當賓客光臨時，領檯員應主動親切地

上前問候（圖10-37）。

2. 詢問有無訂席：若賓客有訂席，應查閱訂席簿並

記錄賓客已到達的訊息；若無訂席，則為賓客安

排適當席位。

 圖10-37  迎賓問候

您好，請問有

訂位嗎？

西方人認為「13」是不吉利的數字，

因此西餐廳通常無「13號餐桌」！

10-2  西餐服務流程
西餐服務的方式有多種，如：美式、法式及英式等，各種服務的流程不盡相同，本

節將以一般原則來介紹西餐服務流程（圖10-36）（餐廳可依其需求作適當調整）。

 圖10-36  西餐服務流程

11
迎賓

帶位

22
餐前

服務

33
餐中

服務

44
餐後

服務

 迎賓問候

 帶位入座

 倒水服務

 攤開口布

 接受點開胃飲料

 服務開胃飲料

 呈遞菜單

 接受點菜

 呈遞酒單

 接受點酒

 調整餐具

 派送麵包

 服務冷開胃菜

 服務佐餐酒

 服務湯品

 服務熱開胃菜

 服務沙碧

 服務主菜

 餐中清理桌面

 服務餐後及飲料

 結帳服務

 送客服務

 清理桌面與重新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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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較正式的西餐廳通常設有衣帽間，供賓客暫時放置物品。當賓客戴帽、穿著

大衣、手持傘具或手提行李時，領檯員應執行下列服務工作：

STEP1 詢問保管需求

主動詢問賓客是否需代為保管物品；若需要，在保

管前，應詢問賓客在這些物品中是否有放置貴重物

品（如皮夾或手飾）；若有，應請賓客取出隨身攜

帶。

例如  「需要為您保管大衣（或行李）嗎？」

 「請問大衣（或行李）中有貴重物品嗎？」

STEP2 放置物品

將賓客託管的物品置於衣帽間，並取下該位置上預置的號碼牌。

STEP3 遞交「寄放號碼牌」

將「寄放號碼牌」交給賓客，並提醒賓客於用餐結束離

去前，憑該號碼牌領取物品。

例如  「這是您的號碼牌，用餐結束後，請以這一個號碼牌領取

物品，謝謝！」

二、帶位入座

西餐廳帶位入座的服務技巧（圖10-38）同「中餐廳之帶位入座」，列點簡述如下：

1. 指引前進方向：領檯員應走在賓客的右前方或左前方，禮貌地為賓客指引前進

方向；到達餐桌後，應詢問賓客是否滿意座位安排；若不滿意，應設法為賓客

更換座位。

2. 為賓客拉開及扶正座椅：以方便賓客入座。

3. 介紹服務員：將負責該餐桌的服務員介紹給賓客；待賓客皆入座後，領檯員方

可離開。

注意事項!!
若賓客穿著大衣，領

檯員應協助賓客寬解

大 衣 ； 並 注 意 雙 手

不可碰觸到賓客的身

體，以免失禮。

88288888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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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餐前服務

西餐廳的「餐前服務流程」（圖10-39），以下說明各步驟的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22
攤開
口布

77
呈遞
酒單

11
倒水
服務

88
接受
點酒

33
接受點

開胃飲料

99
調整
餐具

55
呈遞
菜單

44
服務

開胃飲料

66
接受
點菜

 圖10-39  西餐廳之餐前服務流程

攝影：yajico

 圖10-38  帶位入座

這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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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倒水服務

在歐洲國家，餐廳很少免費供應飲用水，大多必須付費。在我國，則是在天氣炎熱

時提供冷水，寒冷時提供溫水。以下說明倒水服務的順序與技巧。

服務順序

優先服務主賓、年長者或女士，再以順時針方向為其他賓客服務， 後服務主人。

服務技巧

1. 右手持水壺，左手持服務巾：持

水壺時，右手握壺把，左手持服

務巾（小方巾）墊於壺底（圖

10-40）。

2. 擦拭壺身水滴：水壺盛裝冰水

時，壺身表面易凝結水珠；在提供

倒水服務前，應以服務巾擦乾；當

服務巾過溼時，應更換之。

3. 站在賓客右側服務：倒水時，

服務員應站在賓客右側服務。

以水壺接近水杯（壺嘴在杯口

上方），再將水壺傾斜（圖10-
41），緩緩將水倒入杯中，份量

約八分滿；收壺時，可將小方巾

置於壺嘴處，防止水滴滴落，影

響桌面整潔。

 為避免倒水過程中水珠四濺，服

務員可持小方巾靠近水杯遮掩

（圖10-42）。

 圖10-40  手持水壺

 圖10-41  倒水服務

 圖10-42  以小方巾  遮掩濺起   的水珠

賓
客
右
側

 圖10-42 以小方巾

壺身水珠

要擦乾！

注意事項!!

  若餐廳有供應須付費的礦泉水；服務礦泉水時，應以「整瓶」服務，不可倒入水壺。

  提供倒水服務時，不宜將水杯端起倒水，亦不可將壺嘴靠在杯口邊緣。

  倒水服務應持續至「賓客離開」為止，當賓客杯中的水量僅剩1/3時，即應為賓客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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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攤開口布

西餐廳攤開口布的服務技巧同「中餐廳之攤開口布」，列點簡述如下：

1. 服務時機：當賓客皆就坐後，方可依序為賓客攤開口布。

2. 服務順序：先為主賓、年長者或女士攤開口布，再以順時針方向為其他賓客服

務， 後服務主人。

3. 服務流程：

1 拿取口布 2 將口布展開並對摺 3 將口布平鋪於賓客大腿上

先生，為您

攤開口布

口布開口

朝桌底

攝影：3li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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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點開胃飲料

在賓客用餐前，西餐廳的服務員通常會呈遞

「 餐前酒酒單」（Apéritif List）供賓客點用開胃

飲料，以下說明其服務流程。

1. 呈遞餐前酒酒單：站在賓客右側呈遞（圖

10-43），並依餐廳促銷策略或賓客喜好，

適時推薦2～3種開胃飲料，供賓客作為點

選的參考。

例如  「您喜歡喝雞尾酒嗎？我們的馬丁尼相當受

歡迎，您是否要點用一杯作為餐前酒？」

2. 接受點單：接受點開胃飲料時，應填寫  飲

料單（Beverage List），並向賓客複誦點

選內容（圖10-44），若賓客有特殊要求，

則須詳加註明。

3. 送單：經確認無誤後，服務員即可將飲料

單的第一聯送交吧檯準備飲料，第二聯送

交櫃檯出納入帳，第三聯留置服務檯或賓

客餐桌上，作為核對飲料之用。

四、服務開胃飲料

西餐廳供應的開胃飲料大多是以杯供應，服務時

需使用托盤，以下說明其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1. 呈遞飲料：以「左手」持托盤，站在賓客

右側，以「右手」將飲料置於水杯的右下

方（圖10-45），若餐桌無擺設底盤或展示

盤，可將開胃飲料置於賓客正前方。

例如  「您的餐前酒，請慢用。」

2. 飲畢收拾：當賓客飲畢且不再加點時，服

務員應站在賓客右側收回盛裝開胃飲料的

杯子。

 圖10-44  接受點開胃飲料

賓
客
右
側

 圖10-43  呈遞餐前酒酒單

 圖10-45  服務開胃飲料

您的餐前酒，

請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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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呈遞菜單

西餐廳通常是由每位賓客各自點菜，因此呈遞菜單

的份數，以每人一份為原則。呈遞順序為：主賓、年長

者及女士優先呈遞，主人 後呈遞。對於兒童，除非餐

廳有設計「兒童菜單」，否則通常是由隨行之成人代為

點菜。以下說明呈遞菜單的服務流程。

1. 檢查菜單：呈遞菜單前，應檢查菜單是否乾淨且

完整無缺；若有污損，應更換之。

2. 站在賓客右側呈遞：站於賓客右側，將菜單打開

翻至「開胃菜」頁面，再以右手（拇指在前，四

指在後）握住菜單的正上方，以雙手將菜單呈遞

至賓客面前（圖10-46）。

3. 介紹促銷菜餚：在賓客瀏覽菜單前，可向賓客介

紹餐廳的  當日特餐（Daily Special）或  主廚推

薦（Chef 's Recommendation），以增加賓客

點選的意願。

4. 稍離片刻：介紹完菜餚後，應稍離片刻，讓賓客

瀏覽菜單內容與決定所要點選的菜餚。

六、接受點菜

西餐廳的點菜服務，通常是由 餐廳領班（Captain）或 資深服務員（Senior Waiter 
& Waitress）負責，以下依序說明接受點菜的服務流程。

接受點菜的時機

1. 當「賓客示意點菜」時：服務員應立即上前服務。

2. 當「賓客未主動示意點菜」時：通常在呈遞菜單後約5分鐘，服務員即應上前詢

問賓客是否準備點菜；若賓客尚未決定好，服務員應稍離片刻，不可催促賓客

點餐，亦不可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例如  「您好！為您點菜好嗎？」

 「好的，稍後再為您點餐！」

 圖10-46  呈遞菜單

注意事項!!
對於當日無法供應的餐

點，應事先向賓客說明，

避免「賓客點選後，才告

知無法供應」。

請參考菜單，

稍後為您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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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菜單

賓客在點菜過程中，若需服務員推薦菜餚，服務員應先詢問賓客喜好，再給予適當

的點菜建議。以下是對於不同屬性之賓客推薦菜餚的原則：

1. 針對用餐時間較短的客人，應建議點用今日特餐、主廚招牌菜、三明治等。

2. 對於年長者，應建議點用食材較軟、易消化的餐點。

3. 對於正在節食的客人，應建議點用低熱量的食物，例如以汆燙清蒸代替油炸煎

炒；以清湯代替濃湯；以甜度較低的水果代替糕點等。

4. 對於初次造訪的顧客，可主動推薦當地特色菜餚或招牌美食。

 填寫 點菜座次表（Table Plan）

西餐通常是由每位賓客各自點菜，許多餐廳會要求服務員利用空白紙張或使用餐廳

設計的點菜座次表（又稱點菜稿紙），記錄每位賓客的入座位置及點菜內容，以降低送

錯菜的機率。

1. 點菜座次表的編號順序，通常是以主人右方的席位為第1個座次（尊右原則），

再按逆時針方向依序編列其它賓客的座次編號，主人座位為最末編號。

2. 填寫空白紙張與餐廳設計的點菜座次表（圖10-47及圖10-48）。

 圖10-47  點菜座次表書寫範例（一）

主
人

 



Little Bear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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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49  點菜單範例

　小熊餐廳 Little Bear Restaurant　
點菜座次表 
Table Plan

桌號

Table No.
人數

Cover
日期

Date
服務員

Waiter

座號

Guest No.
沙拉

Salad
湯品

Soup
主菜

Main Course
飲料

Beverage
備註

Remark

桌號

Table No.
人數

Cover
日期

Date
服務員

Waiter

座號

Guest No.
沙拉

Salad
湯品

Soup
主菜

Main Course
飲料

Beverage
備註

Remark

 填寫點菜單（Captain Order）

1. 點菜單的內容：通常包括下列項目，圖10-49為點菜單範例。

 圖10-48  點菜座次表書寫範例（二）

　小熊餐廳 Little Bear Restaurant　
點菜單 

Captain Order No.000001

桌號

Table No.
人數

Cover
日期

Date
服務員

Waiter

品號

Code No.
品名

Description
數量

QTY
單價

UNIT
備註

Remark

出納

Cashier
總計

Total

   桌號Table No.
   服務員Waiter
   數量Quantity

在備註欄中，可加註一些幫

助記憶的事項，如賓客的性

別、衣著或外表特徵等

   人數Cover
   菜品編號Code No.
   單價Unit Price

   日期Date
   菜品名稱Description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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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菜單的填寫：先填寫桌號、人數、日期及服務員姓名，再依賓客點菜的內容

填寫。若賓客有其他要求（如：加起司粉），則在備註欄註明。

3. 賓客加點菜餚之填寫：當賓客加點菜餚時，應開立另一張點菜單，並在人數欄

位填寫「＋」的符號（圖10-50）。

4. 新加入賓客點菜之填寫：當某餐桌後來加入新的賓客一起用餐時（如：朋友

聚餐，其中一位朋友後來才到），應開立另一張點菜單，並在人數欄位填寫

「＋數字」（如：＋1，代表「加1人」）的符號。

複誦點菜內容

賓客點完菜後，服務員應複誦其所點選的菜餚內容；經確認無誤後，即可道謝離

去。

送單

點菜單的形式為一式三聯：服務員應將第一聯送交「廚房」製備菜餚，第二聯送交

「櫃檯」出納入帳，第三聯留置「服務檯或賓客餐桌上」註 ，作為核對菜餚之用。

　小熊餐廳 Little Bear Restaurant　
點菜單 

Captain Order No.000022

桌號

Table No.
人數

Cover
日期

Date
服務員

Waiter

品號

Code No.
品名

Description
數量

QTY
單價

UNIT
備註

Remark

桌號

able No.
人數

Cover
日期

Date
服務員

Waiter

品號

ode No.
品名

Description
數量

QTY
單價

UNIT
備註

Remark

 圖10-50  賓客加點菜餚之填寫

With
佐

Black Pepper Sauce
黑胡椒醬

（Medium）

五分熟

註： 目前有些西餐廳已採電腦點菜（如：POS點菜），服務員只要輸入桌號、餐點代碼及數量等訊息，就可將點餐內容即時傳送至

廚房及櫃檯，節省服務員的送單時間。

加點

菜餚

另一張

點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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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名縮寫代號

許多西餐廳為了節省填寫「點菜單」的時間，對於餐點飲料及肉類熟度等，發展出一套「縮

寫代號系統」，如下表所示。

全名 縮寫 全名 縮寫

 肋眼牛排 Ribeye Steak Rib  熱咖啡 Hot Coffee HC

 菲力牛排 Filet Steak Filet  冰咖啡 Iced Coffee IC

 蘑菇醬 Mushroom Sauce MS  熱紅茶 Hot Tea HT

 黑胡椒醬 Black Pepper Sauce BP  冰紅茶 Iced Tea IT

 一分熟 Rare R  柳橙汁 Orange Juice OJ

 三分熟 Medium Rare MR  葡萄汁 Grape Juice GJ

 五分熟 Medium M  雞肉 Chicken CH

 七分熟 Medium Well MW  鮮蝦盅 Shrimp Cocktail SC

 全熟 Well Done W  煙燻鮭魚 Smoked Salmon SS

 沙拉 Salad S/D  法式沙拉醬 French Dressing FR

 千島醬 Thousand Island Dressing 1000  義式沙拉醬 Italian Dressing IT

 巧達湯 Chowders CD

七、呈遞酒單

正式的西餐廳通常會另外製作一本酒單，如： 葡萄

酒單（Wine List），供賓客點選佐餐酒。由於佐餐酒

適合於「用餐時」搭配餐食飲用，因此呈遞酒單的 佳

時機為：賓客點完菜後（約5分鐘內）即可呈遞。

在西餐宴會中，通常是由主人點酒，因此應將酒單

呈遞給主人；呈遞酒單的服務技巧（圖10-51）同菜單

之呈遞。

 圖10-51  呈遞葡萄酒單



餐飲服務技術

220

八、接受點酒

接受點酒的人員必須具有「餐食與飲料搭配」的

專業知識，才能根據「賓客的點菜內容」推薦適合的佐

餐酒；因此西餐廳的點酒服務通常是由餐廳領班、資深

服務員或    葡萄酒服務員（Wine Waiter / Sommelier / 
Wine Butler / Wine Steward）來負責。接受點酒的服

務技巧（圖10-52）同「接受點開胃飲料」。

九、調整餐具

西餐廳通常會事先在餐桌  佈設基本餐具（Bas ic 
Table Setting），如：展示盤、餐刀、餐叉、麵包盤、

奶油刀、水杯及口布等。服務員應依實際賓客人數及賓

客點餐內容調整桌面餐具。

調整原則

1. 不跨越賓客面前：調整餐具時，服務之手不可跨越賓客面前，以免失禮；即賓

客桌面左方餐具應於賓客左側調整；右方餐具應於右側調整。

2. 餐具「由內向外」排列：增減餐具時，通常需調整其排列順序；調整時，應由

內向外調整（因為若由外向內調整，可能造成餐具與底盤之間的距離過寬或過

窄而須再次調整）。

攝影：Hotel de la Paix Genève

 圖10-52  接受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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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技巧

1. 準備托盤及餐具：事先準備鋪有乾淨布巾的托盤，

並將所需增加的餐具整齊置於托盤上。

2. 以左手持托盤，右手撤走或擺放餐具：以左手持托

盤，右手調整桌面餐具，當桌面有多餘餐具，先

將之撤至托盤上，再擺放賓客需用的餐具（圖10-
53）。自主人右方的賓客依序調整（尊右原則），

主人的餐具 後調整。

10-2-3  餐中服務

西餐廳的「餐中服務流程」（圖10-54），以下說明各步驟的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圖10-54  西餐廳之餐中服務流程

11
派送
麵包

77
服務
主菜

22
服務

冷開胃菜

88
餐中

清理桌面

33
服務

佐餐酒

99
服務餐後

點心及飲料

55
服務

熱開胃菜

44
服務
湯品

66
服務
沙碧

攝影：khawkins04

 圖10-53  調整餐具

獨
家
口訣 

 餐中服務流程： 麵冷當佐餐，湯熱變主菜，全部清完再吃點心

派送
麵包

服務
冷開胃菜

服務
熱開胃菜

服務
佐餐酒

服務
湯品

服務
沙碧

服務
主菜

餐中
清理桌面

服務餐後
點心及飲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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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送麵包

西餐廳在服務開胃菜之前，通常會派送麵包、奶油給賓客註，以下說明其前置準備

工作與服務流程。

前置準備工作

1. 將「麵包」置於「麵包籃」：西餐廳在開始營業前，通常會先將「麵包籃造型

的口布」摺疊好備用。服務員在派送麵包前，應先將該款口布鋪於麵包籃中作

為墊布，藉以保持麵包的溫度，再將各式麵包整齊放入麵包籃。

2. 將「奶油碟／果醬碟」置於「托盤」：西餐廳供應麵包，通常會附上奶油或果

醬供賓客塗抹；抹醬大多以奶油碟盛裝或以小包裝供應。

3. 準備「服務巾」及「服務叉匙」：服務員派送麵包時，常會以「服務巾」托持

麵包籃，使用「服務叉匙」挾取麵包，因此派送麵包前應先備齊服務巾與服務

叉匙。

服務流程

賓
客
左
側

1 左手持托盤，站在賓

客左側，以右手將奶

油碟及果醬碟置於麵

包盤的前方

2 左手以服務巾托持麵包

籃，站在賓客左側，將麵

包籃移至顧客面前，詢問

賓客想要的麵包種類

3 右手持服務叉匙，依賓客需求，

將麵包挾至賓客的麵包盤上，並

詢問賓客麵包數量是否足夠

註： 有些餐廳會採用較簡單的麵包服務方式，將裝有麵包的麵包籃直接置於賓客餐桌，由賓客自行取用。

注意事項!!

  服務員應以逆時針方向依序為賓客派送麵包，主人最後服務。

  派送麵包的服務通常持續至「賓客用完主菜」為止；在賓客用餐過程中，服務員應主動詢問是

否需補充麵包。

這樣的份量

可以嗎？

請問您喜歡裸

麥、胚芽，還

是甜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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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冷開胃菜

西餐的第一道菜通常為 冷開胃菜（Cold Appetizer），多半以海鮮或加工肉品為

主，如： 煙燻鮭魚（Smoked Salmon）或 鮮蝦盅（Shrimp Cocktail）等。服務冷開胃

菜時，應站在賓客右側，以右手上菜，將「開胃菜」疊置「展示盤」上並說出菜餚名稱

（圖10-55）。

當賓客吃完冷開胃菜時，應站在賓客右側收回盛裝冷開胃菜的盤子（圖10-56），

以利服務下一道菜。

三、服務佐餐酒

葡萄酒是 常見的佐餐酒，其服務流程包括：展示驗

酒、調整酒溫、開瓶、試酒及倒酒等，詳見本書第九章第

二節的介紹。

若賓客點用不同種類的佐餐酒，服務員應依「菜餚

的種類」及「酒的特性」來服務佐餐酒（圖10-57），例

如：淡酒先服務，烈酒後服務。

 圖10-57  服務佐餐酒

 圖10-55  上冷開胃菜

賓
客
右
側

 圖10-56  收冷開胃菜盤

為您上菜，

這是法式鄉村蕈菇派，

請慢用！

幫您收盤子

您的佐餐酒，

請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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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湯品

大部分的湯品溫度較高，故服務時大多會附底盤端送。在上湯前，應先告知賓客即

將上湯，再站在賓客右側，以右手上湯（圖10-58）。上湯完畢離開前，應對賓客說出

「請慢用」等詞語。

當賓客喝完湯時，服務員應站在賓客右側將湯盤或湯杯註連同底盤一起收走（圖10-
59）。

註： 西餐的清湯及冷湯，通常是以雙耳湯杯盛裝；濃湯則是以湯盤盛裝居多。

五、服務熱開胃菜

 熱開胃菜（Hot Appetizer）通常是以海鮮或魚類烹調而成。服務熱開胃菜時，服

務員應站在賓客右側，以右手上菜（圖10-60）；當賓客吃完熱開胃菜時，應站在賓客

右側，將熱開胃菜盤連同展示盤一起收走（圖10-61）。

 馬上練習

(    )1. 西式Set Menu中如有Cold Appetizer、Soup、Hot Appetizer、Main Course與
Dessert時，則服務人員收拾Show Plate的最佳時機為何？　

 (A)收拾Cold Appetizer餐盤時一併收走　

 (B)收拾Hot Appetizer餐盤時一併收走　

 (C)收拾Main Course餐盤時一併收走　

 (D)收拾B.B.Plate時一併收走。 [四技二專]

 圖10-58  上湯  圖10-59  收湯盤

為您上蔬菜湯 幫您收湯盤

在湯盤與底盤間，墊上花

邊紙（Doily Paper），

有裝飾及止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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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沙碧

西餐廳在服務主菜前，通常會先服務  沙碧（Sherbet / SorbetSorbet）供賓客飲用，以調

整味覺，清除先前菜餚在口中所殘留的味道。服務沙碧時，應站在賓客右側，以右手上

沙碧（圖10-62）。

 圖10-60  上熱開胃菜  圖10-61  收熱開胃菜盤及

  展示盤

 馬上練習

(    )1. 西餐使用到中途，為調整用餐者的味覺，餐廳通常會提供一種飲品，請問是什麼？　

 (A)Fruit Juice　(B)Savoury　(C)Sorbet　(D)Ice Water。 [技藝競賽（模擬）]

幫您收盤子

 圖10-62  服務沙碧

為您上沙碧，

請慢用！

為您上菜，

這是法式海鮮干貝，

請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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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主菜

主菜是餐中 重要的一部份，賓客通常需要較多的時間享用；以下說明其服務流

程。

1. 增補餐具：若主菜需用到特殊餐具（如：龍蝦叉及龍蝦鉗），則應在上菜前擺

設於賓客餐桌上。若主菜可讓賓客以手取用，則須附上洗指盅供賓客洗手。

2. 上主菜：站在賓客右側上菜，將主菜置於賓客正前方（圖10-63）。需注意的是

在「主菜盤」中，主菜及配菜的擺放方向通常是「配菜在上，主菜在下」（即

主菜較靠近賓客），如圖10-64所示註。

註： 有關配菜擺放的原則，可詳閱本書第8-2節的說明。

3. 服務佐料：主菜通常會搭配 佐料（Sauce）。有些佐料是由廚師事先淋在菜餚

上；有些是上菜後，由服務員左手持佐料盅（醬料盅），於賓客左側提供淋醬

汁的服務（以左腳前、右腳後的姿勢服務）；有些則是將主菜和佐料盅一起端

上桌，由賓客自行取用。

4. 服務乳酪：較正式的歐式西餐廳，在服務完主菜之後，通常會將各種乳酪

（Cheese）置於起司盤或推車上，逐一向每位賓客展示，並將賓客選擇的乳酪

服務上桌。

 圖10-63  服務主菜  圖10-64  主菜盤擺設方向

配菜在上

主菜在下

攝影：Canada Penguin

 馬上練習

(    )1. 下列關於服務人員替顧客Pass  Sauce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從顧客右側進行  
(B)採左腳前、右腳後姿勢　(C)以順時針方向進行　(D)以主人為第一優先順序。 

  [四技二專]

為您上菜，

這是香煎雪花牛排，

請慢用！



227

餐廳服務流程　10

 馬上練習

(    )1. 西餐服務流程中，當主人主菜用完時在尚未上點心前，服務員應該？　

 (A)倒茶水　(B)端上咖啡　(C)收拾餐具整理桌面　(D)準備帳單。 [技藝競賽]

八、餐中清理桌面

賓客吃完主菜後，服務員應清理桌面，以利服

務餐後點心及飲料。

1. 收拾餐具物品：將主菜盤、麵包盤、奶油

刀、酒杯及調味罐等餐具物品收走，使桌

面只留下「水杯」（圖10-65）。

2. 清除麵包屑：服務員站在賓客的左側，

右手持掃除麵包屑的工具，如  麵包屑斗

（Crumb Scoop）或小方巾；左手持盛接

麵包屑的器皿，如麵包盤，進行清理工作

（圖10-66）。

3. 擺設點心餐具：點心餐具若在餐桌佈設時

即擺設，通常會橫放於展示盤的前方；服

務員清除麵包屑後，應為賓客移動點心餐

具，以方便其取用。

 原則上，點心叉應置於賓客左側，點心匙應

置於賓客右側。移動或擺設點心餐具時，必

須遵守不跨越原則。但當賓客只需使用「點

心叉」食用點心，則可將「點心叉」置於賓

客右側，並收走多餘的點心餐具。

 圖10-66  清除麵包屑

賓
客
左
側

 圖10-65  收拾餐具物品

注意事項!!
酒杯內若尚有酒水，應詢問賓

客是否繼續飲用；若不飲用，

方可收走。

獨
家
口訣 

     必須在賓客左方提供的服務：

天哪！我的佐醬上有毛屑

服務主菜的

醬料（西餐）

清理麵包屑

（西餐）

更換毛巾

（中餐）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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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服務餐後點心及飲料

在一般西餐套餐中，常會將餐後點心及飲料稱為附餐，附餐大多是在餐前點菜階段

一起點選。但在單點或正式的西餐廳中，則通常是在賓客用完主菜後，才點選餐後點心

及飲料。以下分別說明上述兩種情況的服務流程。

西餐套餐的附餐服務

服務員應站在賓客右側提供附餐服務，一般是「先上點心，後上飲料」，但可依賓

客需求調整。

1. 上點心

 點心若為三角切片的甜點，其尖端應朝向賓客（6點鐘位置），以方便取用

（圖10-67）。

2. 上飲料

 西餐廳的附餐飲料通常是咖啡或紅茶。上附餐飲料前，應先將糖盅及奶盅（若

附餐飲料為紅茶，則須再附上以小盤子盛裝的檸檬片或檸檬角）置於餐桌上供

賓客取用。並視下列情況決定附餐飲料的擺放位置，舉例如下：

  若賓客要求同時上點心及飲料：咖啡或紅茶應置於點心的右方（圖10-68）。

  若賓客要求吃完點心後，再上飲料：賓客吃完點心後，服務員應先將點心盤

收走，再將咖啡或紅茶置於賓客面前（圖10-69）。

 圖10-68  同時服務點心

  及飲料

 圖10-69  將點心盤收走

  ，再服務飲料

 圖10-67  上點心

點心尖端

朝顧客

 馬上練習

(    )1. 點心盤上三角型蛋糕之尖端，應朝向幾點鐘方向，以方便顧客取用？　

 (A)3點鐘方向　(B)6點鐘方向　(C)9點鐘方向　(D)12點鐘方向。 [四技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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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ALEXALA - Tourist Board Alessandria & Monferrato

單點或正式餐廳的餐後點心及飲料服務

STEP1 呈遞「點心菜單」

賓客用完主菜後，服務員通常會呈遞「點心菜單」供賓客點選。有些西餐廳會

使用 「點心車」（Dessert Trolley），直接至賓客面前展示促銷。

STEP2 詢問賓客是否點用「餐後飲料」

若需要，則呈遞「飲料單」供賓客點選。

STEP3 開單與送單

賓客點選好之後，服務員應比照「點菜單的

開立／送單流程」，完成餐後點心及飲料的

點選作業。

STEP4 服務餐後點心及飲料

站在賓客右側服務餐後點心及飲料註。

註： 較正式的西餐廳，有些還會提供雪茄菸服務或贈送小餅乾。

注意事項!!

  若賓客有點選波特酒、香甜

酒等餐後酒，通常先上蛋

糕，再上咖啡，最後上餐後

酒。

  賓客即使有點用「餐後飲料

或餐後酒」，服務員仍須適

時提供「倒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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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餐後服務

西餐廳的「餐後服務流程」包括：結帳服務、送客服務、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以

下分別說明其服務技巧與應注意事項。

一、結帳服務

西餐廳結帳服務流程同「中餐廳之結帳服務」，列點

簡述如下：

1. 詢問主人是否準備結帳。

2. 與主人核對本次點用之菜餚酒水。

3. 將帳單送至櫃檯出納結算金額。

4. 送回帳夾（圖10-70）。

5. 前往櫃檯結帳。

攝影：Mac Hotels

 圖10-70  呈遞帳單（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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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客服務

西餐廳送客服務流程同「中餐廳之送

客服務」，列點簡述如下：

1. 為賓客拉開座椅，以方便其離席。

2. 提醒賓客攜帶隨身物品或領回寄

放物品，並表達感謝之意。

3. 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並目送賓客

離去（圖10-71）。若賓客需叫計

程車，應主動協助為賓客叫車。

三、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

西餐廳清理桌面與重新佈設的流程同「中餐廳之清理

桌面與重新佈設」，列點簡述如下：

1. 依「3S原則」收拾殘盤杯皿（圖10-72）並分類送

至餐務部。

2. 將公用物品（如：花瓶、糖盅、鹽罐及胡椒罐）移

至服務檯。

3. 清潔桌椅及地面。

4. 更換檯布並重新佈設餐桌。

 圖10-72  清理桌面

 圖10-71  目送賓客離去

國內外的小費處理

若賓客給予  小費（To Insure Promptness, TIP / To Insure Prompt Service, TIPS），服務

員應向賓客道謝。小費收入的處理，國內外餐廳有所不同：

  在國外：小費收入通常是歸屬於「服務該桌之服務員」所有。

  在國內：小費收入通常須依餐廳規定處理，如：放入「小費箱」中，作為員工未來聯誼聚

餐的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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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服務流程 ＊建議教學時間：50 分鐘

一、活動前準備

1. 全班分組，每組5人：領檯員1人、服務員1人、顧客2人（其中1人為主人）及組長1人。

2. 每組分配物品如下表所示。

器具物品 數量 器具物品 數量 器具物品 數量

方桌 1張 服務匙 1支 葡萄酒單 2本
餐椅 2張 餐叉 2支 雞尾酒（雞尾酒杯） 2個
服務檯 1張 沙拉叉 2支 麵包2款（麵包籃） 1籃
圓托盤 2個 點心叉 2支 奶油（奶油碟） 2個
方檯布 1條 服務叉 1支 果醬（奶油碟） 2個

服務巾（白色） 3條 水杯 2個 冷開胃菜（沙拉盤） 2盤
客用口布 2條 紅酒杯 2個 紅酒 1瓶
展示盤 2個 不鏽鋼水壺（裝冰水） 1個 清湯（雙耳湯杯附底盤） 1杯
麵包盤 2個 鹽罐 1個 濃湯（湯盤附底盤） 1盤
餐刀 2支 胡椒罐 1個 熱開胃菜（沙拉盤） 2盤
牛排刀 2支 花瓶 & 花 1個 沙碧 2杯
沙拉刀 2支 訂席簿 1本 主菜（主菜盤） 2盤
奶油刀 2支 點菜單 2份 蛋糕（點心盤） 2盤
餐匙 2支 筆 1支 熱咖啡（咖啡杯組） 2杯
圓湯匙 1支 餐前酒酒單 2本 奶油球 2個
點心匙 2支 西餐菜單 2本 糖包 2個

3. 各組成員分工合作，完成餐桌佈設（個人餐具有：

展示盤、餐刀、餐匙、沙拉刀、餐叉、沙拉叉、麵

包盤、奶油刀、水杯及口布，如右圖所示）。

二、活動進行方式

1. 各組依下表步驟進行「西餐服務流程」的演練，由各組組長擔任評分者，第1組組長評量第2組
「扮演領檯員及服務員」的服務方式，第2組組長評量第3組「扮演領檯員及服務員」的服務方

式……，依此類推。

2. 評分重點如下表第3欄所示，符合者即打「」（每項2分）；未符合者，則簡要註明原因，並於

該服務步驟結束後，立即提出討論。

3. 得分最高的組別，由教師給予獎勵。

註： 餐包、調味料、酒水、菜餚、點心及飲料等，可使用其他替代品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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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檯員  VS. 顧客

服務員  VS. 顧客

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1. 迎賓問候

「您好，歡迎光臨，請問有訂位嗎？」 □ 笑臉迎賓

□ 與賓客保持約3∼4步的距離

□ 向賓客行15º鞠躬禮
「訂位大名是？」

「請問幾位用餐？」

2. 帶位入座

「這邊請，請小心階梯」 □ 五指併攏且指尖朝上，指引前進方向

□ 注意賓客是否隨後跟上

□ 為賓客拉開座椅

□ 賓客入座後再離開「請坐」

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1. 倒水服務 「您好，為您倒水」 □ 於賓客右側倒水，份量約八分滿

2. 攤開口布 「您好，為您攤開口布」

□ 於賓客右側攤開口布

□ 抓取口布布角

□ 避免碰觸賓客身體

3. 接受點開

胃飲料

「您好，這是本餐廳的餐前酒酒單，請您參考」
□ 於賓客右側呈遞餐前酒酒單

□ 適時推薦2∼3種開胃飲料

□ 複誦所點開胃飲料

□ 填寫飲料單

「我們的『馬丁尼』及『多寶力』相當受歡迎，

您是否要點用一杯作為餐前酒？」

「複誦一次您所點的餐前酒：馬丁尼兩杯」

4. 服務開胃

飲料
「您的馬丁尼，請慢用」 □ 使用托盤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5. 呈遞菜單 「請參考菜單，稍後為您點餐」
□ 於賓客右側呈遞菜單

□ 菜單翻開後再雙手呈遞

6. 接受點菜

「您好，請問可為您點餐嗎？」
□ 準備筆及點菜單自賓客右側接受點菜

□ 上身向前微傾約15°
□ 複誦賓客所點的菜餚及數量

□ 填寫點菜單（餐點使用縮寫代號）

「複誦一次您所點的餐點：……」
註： 主菜假設兩位賓客皆點用牛排；湯品1人點用濃湯，

另1人點用清湯，以利後續步驟－「調整餐具」之進

行

7. 呈遞酒單 「請參考酒單，稍後為您點佐餐酒」 □ 於主人右側呈遞酒單

8. 接受點酒

「智利－聖塔羅莎（Santa Rosa）這支紅酒，

與您點的餐點非常搭配…」
註： 假設主人點用一瓶紅酒，以利後續步驟－「調整餐

具」之進行

□ 根據點菜內容推薦適合的佐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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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步驟 服務例句 評分重點

9. 調整餐具 「為您調整餐具」
□ 以托盤撤走或擺放餐具

□ 服務之手不跨越賓客面前

10. 派送麵包
「請問您想要○○麵包或○○麵包？」 □ 於賓客左側遞上奶油果醬

□ 詢問賓客想要的麵包種類及份量「份量可以嗎？」「請慢用」

11. 服務冷開胃菜
「為您上冷開胃菜，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 冷開胃菜疊置於展示盤上

□ 於賓客右側收盤「幫您收盤」

12. 服務佐餐酒 「為您倒紅酒」「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倒酒

□ 酒標朝向賓客

13. 服務湯品
「為您上湯，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 湯品疊置於展示盤上

□ 於賓客右側收湯盤／杯「幫您收湯盤／杯」

14. 服務熱開胃菜

「為您上熱開胃菜，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 熱開胃菜疊置於展示盤上

□ 於賓客右側收盤

□ 收走展示盤
「幫您收盤」

15. 服務沙碧
「為您上沙碧，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 於賓客右側收盤「幫您收盤」

16. 服務主菜 「為您上牛排，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 配菜在上，主菜在下

17. 餐中清理桌面
「幫您收拾桌面，稍後送上附餐甜點及飲料」

註： 收拾完畢後，應清除桌面麵包屑

□ 於賓客右側以托盤收拾餐具物品，

只留下水杯

□ 清除麵包屑時，手不跨越顧客面前

18. 擺設點心餐具
「為您擺設點心餐具」

註： 假設點心需使用點心叉匙
□ 左叉右匙

19. 服務餐後點心

及飲料
「為您上點心與咖啡，請慢用」 □ 於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20. 結帳服務

「今天的菜色與服務還滿意嗎？」 □ 於主人右側詢問其滿意度

□ 與主人核對本次點用的菜餚酒水

□ 詢問發票是否需打上統編

□ 詢問賓客付款方式

「請您確認今天點用的餐點酒水」

「發票上需打上統編嗎？」

「付款方式為現金或刷卡？」

21. 送客服務
「希望您滿意今天的服務，期待再次為您服

務！」

□ 主動為賓客拉開座椅

□ 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

22. 清理桌面與重

新佈設
－ □ 收拾餐具避免碰撞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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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下午茶的服務流程

19世紀的英國貴族名流已開始有享用下午茶的風氣，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Anna 
Maria Russell, Duchess of Bedford）時常於午後請女僕準備茶點，與朋友們一起輕鬆

的飲茶及享用點心，以等待晚餐時間的到來，這種餐飲聚會成為 早的下午茶模式。

目前國內飲用下午茶的風氣也相當盛行，下午茶的種類與服務方式相當多元，本節

以英式下午茶為介紹的重點。

10-3-1  認識英式下午茶

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流行一天兩餐的飲食模式，每天大約要到晚上8點以後才

會進行晚餐，為緩解下午的飢餓又不影響晚餐的食慾，而逐漸發展出享用下午茶的飲食

習慣。

英式下午茶可分為Low tea和High tea兩種，以下分別介紹。

Low tea

餐食內容是茶與甜點的組合，餐點常擺放在較矮的茶几 / 餐桌上，讓客人在沙發旁

邊方便取用，這種方式稱為Low tea（圖10-73）。Low tea在英國傳統上是高階人士、

與貴族於下午時段享用的餐飲，用餐時間大約為下午2~5點，因此又稱為Afternoon tea
（下午茶）。

（https://www.mandarinoriental.com.hk）

 圖10-73  Low tea － 臺北文華東方酒店「青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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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ea

餐食內容較為豐富，通常以肉類、熟食為主，餐點常擺放在較高的餐桌上，因此稱

為High tea。High tea在英國早期是中下階層人士於晚餐前享用的餐飲，用餐時間大約

為傍晚5~7點。

一、英式下午茶內容

英式下午茶的內容主要是茶飲、點心等餐點組合，以下將介紹英式下午茶的飲料及

點心。

飲料

下午茶的飲料多為茶及咖啡，在英國，下午茶

使用的茶葉主要是紅茶，一般以錫蘭、大吉嶺、和

阿薩姆茶葉為主，很少使用茶包。現在很多餐廳除

了供應紅茶之外，也提供各種花茶和奶茶，奶茶則

多使用伯爵茶葉。

點心

下午茶的點心則以餅乾或蛋糕為主，點心盤中除了各類甜點之外，還會提供鹹點及

司康。正統英式下午茶的點心常用三層架盛裝，每層可擺放一個大約7吋的點心盤，食

用順序通常是由下往上、由鹹至甜。

第三層（最上層）

擺放甜點、小蛋糕、及水果塔等點心。

第二層（中間層）

擺放傳統英式點心及 司康（scone）。

第一層（底層）

擺放各種口味的鹹點及 三明治（tea sandwich）。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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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下午茶

  法式下午茶：多以咖啡或奶茶為主，甜點則為法式小點心，如馬卡龍、泡芙等（圖10-74）。

  義式下午茶：飲品以咖啡為主，甜點常為提拉米蘇（圖10-75）。

  臺灣的下午茶Buffet：臺灣許多飯店附設

的Buffet餐廳，在下午會提供與午、晚餐

正餐時段菜色大致相同，但種類較少的餐

點，泛稱下午茶Buffet（圖10-76）。這種

餐點雖然稱為「下午茶Buffet」，但是其

餐飲內容及服務方式與「英式下午茶」的

內容相去甚遠，它是因應臺灣的飲食文化

而發展出來的一種餐飲型式。
 圖10-76  臺灣下午茶Buffet

 圖10-74  法式下午茶
 圖10-75  義式下午茶

攝影者：nekotank

二、英式下午茶用餐禮儀

享用英式下午茶時應注意用餐禮儀及服裝

儀容，以下將介紹英式下午茶的用餐禮儀及服

裝規範。

持杯方式

喝茶時直接端起茶杯，杯碟可放在桌上

（若沒有桌子或桌子較矮時，則可用左手托住

杯碟），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輕捏茶杯把

手，微抬小指保持平衡，但不可翹成蓮花指，

或將手指穿過把手勾著茶杯。

：持杯方式

翹蓮花指翹蓮翹蓮花指花指

用三指持杯，小指微抬

（https://www.regenthotels.com/regent-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Cha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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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規範（Dress Code）

享用傳統英式下午茶須著正式服裝，男士著西裝或燕尾服、戴高帽，女士則著洋裝

或長裙、戴帽子。現在英國正式的下午茶會仍有這項要求。

現代英式下午茶服裝規範

現代在許多地區對於享用英式下午茶的服裝規範已經有所簡化，例如：台北文華東方飯店下

午茶「青隅」，在官網特別標示服裝規範，如圖10-77所示。

 圖10-77  台北文華東方飯店「靑隅」的服飾規範

（https://www.notey.com/）

（https://www.mandarinoriental.com.hk/taipei/songshan/luxury-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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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具

名稱

茶壺 濾匙、濾匙托 茶匙 茶杯、碟子 奶盅

英文  Tea Pot  Tea Strainer  Tea Spoon  Tea Cup & Saucer
   Creamer /
Cream Jug/ 
Milk Jug

說明

用以盛裝熱

茶，材質多

為保溫性佳

的陶瓷

用於倒茶時過濾茶

渣，濾孔細緻，把

柄略長者較適用於

各種茶杯、茶壺

用以攪拌熱茶

用以盛裝熱茶，茶緣

外擴的杯型較適合，

因較易散發香氣、便

於觀賞茶色

用以盛裝鮮奶或

鮮奶油

具

稱

茶壺茶壺

10-3-2  服務方式

英式下午茶的服務方式十分多元，以下將介紹英式下午茶的茶具與服務流程。

一、茶具

茶具

名稱

糖罐 糕點三層架 七吋點心盤 奶油碟 保溫罩

英文  Sugar Bowl  High Tier Stand
 Dessert 

Plate
 Butter Dish  Tea cosy

說明 用以盛裝砂糖 英式下午茶專用 用以盛裝甜點 用以盛裝奶油、果醬

材質是保溫性高

的厚棉布，罩在

茶壺上用以保溫

七吋點心盤

攝影：Gre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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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78  英式下午茶服務

11
倒水服務

22
接受點餐

33
服務餐點

1 倒水服務 2 接受點餐 3 服務餐點

二、服務流程

英式下午茶的服務流程，如圖10-78所示。

英式紅茶 / 奶茶的泡法

1. 煮水：將水煮沸。

2. 溫壺、溫杯：先溫壺再溫杯。

3. 置茶：將約1~2茶匙的茶葉量放入茶壺中。

4. 沖泡：將沸騰的開水倒入茶壺（約200cc），立即蓋上壺蓋。

5. 浸泡：置放約3分鐘，待茶葉沉至

壺底並充分展開。若室溫偏低時，

可以用保溫罩將茶壺包住保溫。

6. 倒茶：泡好的茶用茶匙輕輕攪拌，

使茶湯濃淡平均，再使用濾茶器

將茶倒入溫熱過的杯中（圖 1 0 -
79）。

這 是 您 點 的

紅茶，請慢用

 圖10-79  加入紅茶，並以濾茶器過濾茶葉

也可以先倒牛奶再倒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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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80  加入牛奶

司康的食用方式

司康的英式下午茶吃法，是將溫熱的司

康撕成小塊狀，以奶油刀先刮取適量果醬塗

抹在小塊司康上，再刮取適量奶油塗抹在司

康上註（圖10-81）。吃完一口後，再重複上

述方法吃下一口。

註： 英國人講究奶油的柔滑乳香口感，為了避免奶油被溫熱的司

康融化而無法享受其口感，應先塗抹果醬，再塗抹奶油。

注意事項!!

  紅茶是一種很個人化的飲料，糖及牛奶是紅茶的好伴侶，一杯紅茶可以產生好幾種變化。

   首先喝一口純紅茶以確認味道，再慢慢加入牛奶，調和成自己喜歡的口味，分次加入砂糖，以

綜合澀、酸、甜等味道。

   濾匙（strainer）放在茶杯上，倒入2/3的茶湯（預留空間可倒入牛奶變成奶茶），倒好茶湯

後，將濾匙放在濾匙托上。

  茶壺中的最後一滴紅茶蘊含著最濃郁的紅茶風味，被視為是最美味的茶湯，被稱為「黃金

滴」。

 圖10-81  司康的食用方式

7. 倒牛奶：可依個人喜好加入牛奶（圖10-80）與糖，所加入的牛奶應以接近室溫

的溫度 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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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宴會廳的服務流程

宴會是以餐飲為主的餐會，與會者在同一時間與地點聚集在一起，享用相同的餐點

及酒水。主辦方通常透過訂席的方式來舉辦，宴會多為客製化且正式的餐飲活動，所有

的執行細節須與主辦方討論且取得同意後始得進行。以下介紹宴會的特性與種類、宴會

作業流程，以及常見的宴會服務方式。

10-4-1  宴會的特性與種類

一、特性

宴會服務與一般餐飲服務的工作內容，主要有以下三點不同：

1. 顧客需求多樣性：宴會主人的需求會比一般餐飲服務之顧客需求多，例如：桌

形的排列、會場的佈置、菜色的組合或服務的方式等。

2. 場地具多種功能：宴會場地可依不同顧客的需求，以隔間設備來調整場地的大

小及形式，使同一場地做不同用途，如：舉行婚宴、酒會或會議等活動。

3. 利潤較豐厚：在飯店或大型餐廳中，宴會活動的收入通常較一般餐飲服務的利

潤高。若服務品質受到肯定，可增加顧客日後再度光臨消費的意願。

二、種類

依「供應菜式」區分

1. 中餐宴會：提供中式菜餚，大多以合菜的方式來服務。

2. 西餐宴會：提供西式菜餚，大多以套餐或自助餐的形式來供應菜餚。

攝影：magic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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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宴會規模」區分

1. 大型宴會：如公司集團春酒及尾牙。

2. 中型宴會：如婚宴及壽宴。

3. 小型宴會：如家庭餐會及包廂筵席。

依「宴會形式」區分

1.  正式宴會（Grand Banquet）：較常於晚餐時段舉行，餐桌擺設及場地佈置

較講究，每位賓客皆有固定座位，供餐大多以套餐為主，並提供完善的餐飲服

務，如：國宴（State Banquet）。

2.   酒會（Cocktail Party / Reception）：舉行時間通常是上午9點～11點或下

午3點～6點的時段（進行時間約1～2小時），會場中通常不設座席，賓客可四

處走動寒暄聊天；此種宴會通常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舉辦，如：慶功宴及記者會

等。在酒會現場，通常會提供雞尾酒及各式點心供賓客自行取用，因此又稱雞

尾酒會。

3.  茶會（Tea Party）：舉行時間大多安排在上午10點左右或下午3點左右，現

場通常會供應咖啡、茶飲等非酒精性飲料，並搭配簡易餐點，如：三明治、小

西餅等。茶會的舉行與雞尾酒會相同，都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舉辦，常見有：迎

新、送舊及開幕茶會等。

4.  自助餐式（Buffet）：常用於謝師宴、畢業餐會、西式婚宴等場合，可依主題

設計餐檯，餐點內容多樣化，客人則可隨個人喜好選擇菜餚，用餐氣氛輕鬆。

依「宴會主題」區分

宴會主題可依「設宴目的」或「宴請對象」來區分，例如：國宴、壽宴、婚宴、紀

念會、展示會、商務會議、產品發表會或時裝發表會等。

10-4-2  宴會廳作業流程

宴會服務通常會依圖10-82的作業流程來進行，並由各承辦飯店或餐廳相關部門分

工合作，使宴會活動順利完成。

11
詢問

預約

33
會場

規劃

44
發佈

宴會單

55
會場

佈置

77
結帳

88
善後

工作

66
執行

宴會服務

22
簽約

99
資料存檔

及後續追蹤

 圖10-82  宴會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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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詢問預約

詢問

計畫舉辦宴會的顧客，通常會先以電話詢問宴會費用、場地大小及餐點內容等基本

問題，若有意進一步了解，便會親自到會場詢問詳細內容。訂席人員必須事先準備完整

的資料，例如：宴會場地平面圖、收費標準參照表、器具租借表及相關優惠項目等，並

把握每次顧客詢問的機會，提供顧客參考。

預約

  當顧客確定訂席時

 訂席人員須先向顧客收取訂席總額10%～20%的定金，並在訂席簿或電腦訂位

系統中登記，以避免重覆訂席。

  當顧客要求保留場地，但未支付訂金時

 可請顧客留下連絡人姓名、地址、連絡方式、宴會日期、宴會人數、預算及菜

單內容等資料，以便與顧客保持聯繫，追蹤其訂席意願。

二、簽約

 合約（Contract）簽定的目的是要確保顧客與業者雙方的權益，合約上會載明雙方

約定的事項，如：保證桌數（人數）、果汁免費提供、不收取開瓶費及結帳方式等。訂

席人員通常會在宴會舉辦前一定期限內與顧客簽訂合約，合約通常一式兩份，供雙方存

查。

三、會場規劃

通常是由宴會主人與餐廳業者共同討論決定，在規劃會場時，除了要滿足宴會主人

對於場地的要求之外，也須考量服務員在宴會進行期間的服務流程，如：上菜或收拾殘

盤的動線等。

為了提高會場規劃的效率，業者通常會事先準備幾種場地標準配置圖，供顧客參考

選擇；以下介紹幾種常見的宴會桌形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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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型排列

適用於供應正餐的宴會，如：婚

宴、壽宴、春酒或尾牙等。一般而言，

中餐通常採圓桌設宴（圖10-83）；西餐

則較常採長方桌設宴。以下說明在排列

餐會型桌形時應注意的事項。

  主桌位置要顯著：宴會桌次有尊

卑之分，在排列桌形時，主桌位

置要顯著，以免「喧賓奪主」註。

註： 有關中、西餐桌次與席次的安排，已於本書

第七章「餐飲禮儀」中介紹。

  桌椅間保持適當距離：在擺放宴會桌椅時，不僅要整齊美觀，同時也應注意桌

與桌之間的通道須有足夠的空間，以方便賓客及服務人員通行；椅子的擺放則

應考量賓客入座後的距離及舒適度。

例如  以圓桌排列為例，一般而言，桌

與桌之間至少應保持180公分的

距離，每一座位至少應有60公
分的寬度（圖10-84）。

 另外，有些餐會有安排舞台表

演，在排列桌形時，也應注意舞

台與餐桌間的距離及動線規劃。

  依「賓客人數」決定桌形：西餐常採長方桌設宴，依場地大小及賓客人數多

寡，可採用以下排列方式進行，如圖10-85所示。

  人數低於36人：採用一字型、I字型、T字型

  人數介於36～60人：採用U字型、口字型

  人數超過60人：多排成E字型、教室型。

攝影：Hotel du Vin & Bistro

 圖10-83  採圓桌設宴

60cm

走
道

180cm

 圖10-84  圓桌排列的桌椅距離

賓客人數較少 賓客人數較多

 圖10-85  常見的長方桌桌形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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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型排列

適用於會議型態的宴會，如：演講、說明會、發表會、記者會或商務會議等；其桌

形排列原則是：配合會議進行需求，讓與會人士方便看見舞台或主席位置。常見的會議

型桌椅排列方式有「戲院型」、「教室型」及「會議型」三種，以下分別說明。

    戲院型（Theater Style / Auditorium Style）

 適用於與會人數眾多的會議（如：演講）。通常只擺設椅子，椅子面向講台、

舞台或同一方向排列。兩排座椅間應保持約90公分的距離，走道應預留約120
公分的寬度，每張座椅左右之間應保持約10公分的間隔（圖10-86）。

   教室型（Classroom Style）

 適用於與會賓客在宴會中需要書寫的場合（如：記者會）。通常會擺設桌子及

椅子，桌子以國際標準會議桌（45cm×180cm）為佳，每張會議桌搭配三張座

椅。前後排之間的桌子應保持約90公分的距離，走道應預留約120公分的寬度

（圖10-87）。

   會議型（Conference Style）

 根據會議或研習的主題與需求來排列，說明如下。

  一字形（Rectangular Style / Long Shape）：適用於人數較少的小型討論

會議，與會者可進行面對面討論。

  I字形（I-Shape）或T字形（T-Shape）：橫向排列的部分為主要位置，是

會議常見的排列方式。

  ㄇ字形（U字形）：缺口的部分用於擺放投影機等播放設備，與會人員坐於

U型桌的兩側，主席則坐在中間之位，多用於聚焦型會議。

  山字形（E字形）：多用於研習或是專題講座的排列法。

  口字型：口字型適用於彼此討論分享的會議，如國際性會議或研討會。

 圖10-87  教室型排列

講台

90cm

120cm

 圖10-86  戲院型排列

120cm
10cm

舞台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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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型排列

通常用於較輕鬆的社交場合，如：歡迎會、展示會或開幕酒會等。會場中大多不擺

放椅子（有些會在牆角擺放座椅，供年長者休息），只擺放小圓桌（Cocktail Table）
供賓客放置使用過的酒杯及殘盤，以方便賓客走動與人互動。小圓桌上面可擺放餐巾紙

及花瓶做為裝飾。

四、發佈宴會單

業者在簽約確定承辦宴會後，必須製作發佈完整的宴會單（Funct ion Order  / 
Event Order），明列各相關部門的工作項目（表10-3），以便擬訂工作進度表並列出

工作細項。

部門 主要工作

業務部
負責提出製作宴會海報、桌上牌及告示牌的需求（有些電子海報會由業務部直接

製作）

美工部 負責宴會海報、桌上牌及告示牌的製作與現場佈置

飲務部 依宴會單準備酒水飲料並在指定時間送達

廚房 依宴會單準備餐點並依要求時間出菜

工程部 檢查及維護宴會所需燈光、音響、電腦、投影機及麥克風等設備

安全室
維護會場安全並協助賓客進出會場。另外，在喜宴場合，也須配合宴會主人的要

求，派員協助保護禮金

花房
有些大型飯店設有花房，負責會場佈置；若宴會主人自行找花商佈置，則花房可

派人協助

宴會服務部 人力調度

 表10-3  餐廳承辦宴會，各部門主要工作

五、會場佈置

宴會場地的佈置通常會依宴會規模及會場佈置的

複雜度來決定於前一天佈置或是數天前即開始佈置。

會場佈置主要分為下列兩部分：

  餐桌佈設

 由餐廳內部負責，餐廳必須確保服務桌、檯

布、餐具、桌上盆花及桌次卡等物品的準備

齊全。

  舞台或場地佈置

 配合宴會主人的要求，由餐廳代為佈置或由

宴會主人委託之宴會設計公司進行佈置。

注意事項!!

  餐廳或飯店可能在一天內接

連舉辦數場宴會，因此在接

受訂席時，必須考量換場時

間是否充足，以免造成宴會

當天匆忙混亂的局面。

  宴會舉行前一週，餐廳業者

必須主動與宴會主人確認：

與會人數是否有增減，或有

其他特殊需求須餐廳配合

等，以免宴會當天發生突發

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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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宴會服務

宴會進行時，餐廳服務員需在現場提供迎賓、帶位、上菜及收拾殘盤等服務；在執

行宴會服務時，服務員應展現出訓練有素的專業技能與態度，方能贏得賓客的肯定。

服務員數量的安排

舉行宴會時，通常會依宴會桌數、賓客人數及服務比重來安排現場服務員的數量。以下說明

幾種宴會型態一般所需的服務員數量。

宴會型態 服務員數量

中式圓桌宴會 每1～2圓桌安排1位服務員

西式長桌宴會 每12位賓客安排1位服務員

自助餐會 每20位賓客安排1位服務員

酒會 每25～30位賓客安排1位服務員

會議 一般商務會議大多安排1～2位服務員

七、結帳

宴會接近尾聲時，餐廳出納員應會同外場主管，一起結算宴會金額（含宴會進行

中臨時新增的消費金額）。結帳方式通常採 現金（Cash）或 信用卡（Credit Card）結

帳；但在喜宴場合，餐廳通常會要求宴會主人以現金結帳，以利餐廳資金週轉，並避免

客人因攜帶太多禮金而發生危險。

八、善後工作

宴會結束後，進行收場作業（Tear-down）。先將餐具及布巾類收拾好，再拆除椅

套並將所有桌椅歸位。若還有下一場宴會，則再進行換場工作（Turn Over），將桌椅

依宴會所需數量重新擺放完整。

九、資料存檔及後續追蹤

宴會結束後，餐廳必須主動與客人聯繫，感謝顧客光臨並詢問顧客對本次宴會服務

的滿意度及改善建議。同時也將與本次宴會相關的資料（如：合約、活動辦理過程及顧

客建議等）詳加記錄歸檔，以利日後查閱參考。

10-4-3  常見的宴會廳服務流程

餐廳舉辦的宴會種類眾多，常見的有：婚宴、酒會及會議等三種，以下分別介紹這

三種宴會的前置作業、宴會進行及結束的服務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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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婚宴（Wedding Banquet）

一般可分為中式婚宴及西式婚宴兩種；國內婚宴以「中式圓桌宴會」 常見，中式

婚宴大致流程如圖10-88所示，以下以此為例說明婚宴服務的要點。

前置作業

1. 主 桌 位 置 擺 設 ： 應 擺 設 在 最 明 顯 之 處

（如：靠近舞台），且其桌面擺設與裝飾也

應與其他客桌不同，如：桌上盆花大小、桌

巾顏色及餐具款式等。

2. 桌次標示：在桌數較多的婚宴中，桌面上通

常會擺放桌次卡標示桌別，並於入口處放置

座次圖，供賓客查看以便入座。

3. 佈置與設備確認：宴會前必須再次進行現場

佈置及設備的確認，包括迎賓檯（或收禮

檯）的佈置、賓客入場動線、餐桌佈設、

影音設備、舞台燈光及宴會主人的特殊要求

等，以確保宴會順利進行。

婚宴進行

1. 迎賓帶位：賓客進場時，通常多會由新人的親友負責帶位，此時服務員應協助

賓客入座，並為賓客倒茶水或飲料。

2. 上菜服務

  出菜秀：在上第一道菜時，餐廳通常會安排一段「出菜秀」註作為開場

（如：由數位服務員以特定隊形及整齊動作，為賓客上菜）。

註： 過去許多餐廳或飯店在舉辦婚宴時，常採「火焰秀」來作為出菜秀。民國94年，交通部觀光局已行文至各飯

店／餐廳，禁止在室內使用火把，以防萬一！

主持人開場

交杯酒儀式新人二次進場

新人進場

舉杯敬酒 互動及表演 桌邊敬酒 送客

雙方宣誓 來賓致詞
新人、雙方主婚人

介紹（同時上菜）

 圖10-88  婚宴大致流程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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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順序：婚宴通常依「先前與宴會主人討論決定的菜單」註依序上菜；服

務員每上一道菜皆須向賓客介紹菜名及簡單作法，讓賓客瞭解菜色內容。

註： 現今也有飯店採用桌數定價的無菜單料理模式進行宴會服務。

開胃菜

通常為拼盤，不分菜的狀態，應先在桌上放上兩副公筷母匙；分菜，

則每種菜餚皆分在骨盤中，使其像大盤。

1

海鮮

使用分菜叉匙，為不破壞魚型，魚頭及魚尾巴都得先放在盤上，上轉

檯才開始分魚，魚肉上不可有魚骨。

例如  清蒸石斑魚。

6

前菜(1)
多為湯圓料理。

例如  花好月團圓。

2

羹湯

通常為魚翅羹，但現今因保育觀念，大多以花膠來替代魚翅，或以其

他羹類替代。

例如  菜膽北菇燉花膠、翡翠海鮮羹。

3

前菜(2)
若是東坡肉，可使用剪刀分菜，既好看又快速。

4

主菜

傳統稱如意腿，通常為羊腿、豬腱腿，現今也有豬、羊肋排為主菜。

例如  椒鹽如意腿。

5

（https://foodtracer.health.ntpc.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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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菜服務：中式婚宴若提供分菜服務，須將菜餚先端上桌向賓客展示介紹，

再將菜餚移至服務桌或直接於桌上分菜。

3. 更換骨盤：為避免賓客的骨盤堆積骨頭或殘渣而影響桌面美觀或下一道菜的風

味，服務員應自賓客右側提供更換骨盤的服務。更換時，先為主賓服務，再依

順時針方向依序為其他賓客服務。

婚宴結束

服務員應檢查桌椅下或椅面上是否有賓客遺留的物品，以便通知歸還。另外，宴會

結束時，離場的賓客人數很多，服務員應於出口處指引或協助賓客離去。

甜點心

若鹹、甜點心為同一道菜，又稱為雙美點、鴛鴦點。上此道餐點時可

同時準備整理桌面，留下紅酒杯、果汁杯，分菜位擺上小湯碗及大湯

杓，擺新骨盤且補上濕紙巾。

11

飯類

米糕、油飯。

例如  芋香臘味米糕、櫻花蝦油飯。

7

甜湯

例如  核桃紫西米露。

12
水果

13

青菜

時令蔬菜入料理。

例如  三彩鮮時蔬。

8

湯

通常為全雞燉湯。

例如  貴妃蟠鳳養生湯。

9
鹹點心

例如  魚翅餃或蟹黃蒸燒賣。

10

（http://www.lejardinwedding.com.tw/mobil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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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酒會（Cocktail Party / Reception）

酒會在歐美國家是很重要的外交應酬活動，舉辦地點可在飯店或餐廳，也可在庭

園、公司行號或私人別墅。在酒會中，客人可自由走動，彼此介紹認識及寒暄，是一種

形式較輕鬆的宴會；以下說明其服務要點。

前置作業

1. 舉辦時間選定：酒會通常不是以正式的宴會形式舉辦，舉行時間大多為餐與餐

之間，通常是上午9點～11點或下午3點～6點的時段，活動進行時間大約1～2
小時。

2. 場地佈置：酒會大多是採自助式服務，會場通常不提供餐桌及餐椅，只在角落

擺放小圓桌，供客人放置使用過的餐盤或酒杯。

3. 餐點準備：酒會的主要目的是交際應酬，因此供應的餐食通常以方便拿取為主

（圖10-8９）。依酒會的規模大小，餐點可分為配酒點心、宴會小點及餐檯式

點心等三種，說明如下。

  配酒點心：適用於小型酒會，餐檯上供應簡單的開胃品，如：洋芋片、腰果

或麵包等點心。

 馬上練習

(    )1. 下列何種宴會是不提供客人用餐的桌、椅？　

 (A)自助餐會　(B)酒會　(C)中式宴席　(D)西式宴席。 [技藝競賽]

 圖10-89  酒會餐點

攝影：Edgewater-Lake Wanaka



253

餐廳服務流程　10

  宴會小點：適用於中型酒會，餐點通常設計成可讓客人單手拿取或一口即可

食用的 點心（Finger Foods），如： 法式酥點（Petit Fours）或 宴會小點心

（Canapé）等。這類餐點可直接放在餐檯上供應，或是由服務員端著繞場

（Pass Around）供賓客取用。

  餐檯式點心：適用於大型酒會，餐點除了上述宴會小點之外，尚有   冷盤

（Cold Cuts / Cold Dish）、  熱菜（Hot Items / Hot Section）、 切肉服

務（Carving）、  甜點（Pastry / Dessert）及 水果（Fruit）等菜餚。此類

餐點供應，須提供餐盤與叉子，以方便客人取用食物。

4. 餐具準備：酒會中所需的餐具種類較少，但使用量較高，因此需準備較多數量

的餐具，例如：杯子一般需準備3倍賓客人數的數量，餐盤（6吋盤）、點心叉

或餐叉則通常需準備2倍～2.5倍賓客人數的數量。

酒會進行

酒會服務員通常會依工作內容進行分組，以利服務工作的進行。一般分為下列組

別：

  餐檯組：負責餐檯上的餐點補充及整理。

  飲料組：負責飲料調製；有些酒會會安排調酒師於現場調製飲料。

  服務組：負責在會場中服務賓客飲料或餐點。

  清潔組：負責收拾賓客使用過的殘杯（盤）。

酒會結束

應先歡送所有賓客離席再清理場地；清理工作包括：整理餐檯、撤除桌椅及清理地

面等；清理時，可將服務員分組，以加快清理速度。

酒會之酒水計價

一般而言，舉行酒會前，餐廳會事先與宴會主人確認供應酒水的數量、種類與付費方式；以

下介紹常見的酒水計價方式。

1.  實際消費計價（Charge by Consumption）：會場中供應多種酒水供賓客自行點用；酒會

結束後，再依賓客所點的種類及數量進行結算。

2.  時間內消費計價（Charge by Hour）：會場中供應多種酒水供賓客自行點用，收費方式

則是採人數及酒水供應時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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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Conference）

常見的會議類型有國際會議、研討

會、商務會議、記者會或產品發表會等；

餐廳對於會議的舉辦，除了提供場地租借

（圖10-90）之外，通常還會提供會議設

備、茶點供應及其它相關服務；以下說明

其服務要點。

前置作業

1. 確認場地佈置：會議舉辦前，應檢查會場是否已依客人需求完成佈置，例如：

「迎賓海報」及「方向指標」是否張貼或架設於醒目地點？每個座位是否擺放

水杯、礦泉水、鉛筆及記事紙等備品。

2. 檢查影音設備：檢查會議中所需使用的設備，如：麥克風、音響設備、投影

機、活動布幕、DVD放影機、筆記型電腦及網際網路等，是否可正常運作。

3. 確認會議進行中需配合事項：與主辦單位或演講者確認會議進行過程中應配合

的事項，例如：會場照明設備的開關時機、音樂的播放及茶點的供應時間等。

4. 準備飲料及茶點：在會議開始前，應預先在餐檯上擺放餐具及備品（如：糖

包、奶油球、餐巾紙），並將咖啡、熱茶等飲料置於餐檯上，讓先到的來賓可

飲用。茶點則依主辦單位要求的時間供應至餐檯上。

會議進行

會議進行過程中，大多會有一次 中場休息時間（Coffee Break），主辦單位通常會

要求餐廳在此時提供簡單的茶點及飲料，如：蛋糕、小西點、三明治及水果等；這些餐

點通常擺放在餐檯上供賓客自行拿取。

另外，在會議進行期間，服務員必須隨時在現場待命，注意賓客或主辦單位是否需

協助，並主動提供相關服務。

會議結束

會議結束後，應指引與會來賓離席，若主辦單位有發放便當或紀念品，服務員應在

旁協助發放，並在賓客全部離開後，進行會場的清潔整理。

攝影：InterContinental Hong Kong

 圖10-90  提供會議場地租借



255

餐廳服務流程　10

1. 服務順序原則：先服務主賓、年長者或女士，最後服務主人。

2. 中餐服務流程

服務項目 服務技巧

迎
賓
帶
位

(1) 迎賓問候   向賓客行15˚鞠躬禮，並詢問賓客有無訂席

(2) 帶位入座

  剛開始營業時，可安排賓客坐於前段顯眼處

  亮麗的賓客安排坐於餐廳中央座位

  成對賓客安排坐於角落、窗邊或較安靜的座位

  攜帶孩童的賓客安排坐於角落或較隱密的座位

  年老者或行動不便者安排坐於出入口的座位

餐
前
服
務

(3) 奉茶及遞送
毛巾

  奉茶／倒水：自賓客右側服務（份量約8分滿）

  遞送毛巾：自賓客左側服務（置於毛巾碟上）

(4) 增減餐具套
數

  依賓客人數，增加或撤走餐具

  適當調整餐位間的餐具距離

(5) 攤開口布   自賓客右側將口布平鋪於賓客的大腿上

(6) 呈遞菜單
  自賓客右側以雙手呈遞菜單

  呈遞菜單後，稍離片刻，讓賓客瀏覽菜單內容

(7) 接受點菜及
配菜

  自賓客右側詢問賓客是否準備點菜

  認真聆聽點菜內容（上身向前微傾約15˚）
  複誦點菜內容

  開立點菜單並詢問是否需要點用酒水飲料，再送單

(8) 拆筷套
  自賓客右側為賓客拆除筷套

  收走筷套，筷子置於筷架上

餐
中
服
務

(9) 服務果汁、
酒水及小菜

  自賓客右側將果汁或酒水倒入賓客桌面的杯皿，再服務小菜

  果汁份量約8分滿，酒水不可斟滿

(10) 服務菜餚   傳菜→上菜→秀菜→分菜

(11) 更換骨盤、
毛巾、添加
酒水及對菜

  更換骨盤：自賓客右側服務

  更換毛巾：自賓客左側服務

  添加酒水：當杯中飲料剩1/3時，自賓客右側添加

  對菜：適時查看點菜單，瞭解菜餚是否已上桌

(12) 服務點心、
水果、甜湯
及餐後茶

  點心及水果：置於轉檯上，由賓客自取（應提供乾淨骨盤、點心餐
具及水果叉）

  甜湯：通常由服務員分盛遞送給賓客飲用

餐
後
服
務

(13) 結帳服務
  站於主人右側，與主人核對本次點用之菜餚酒水

  詢問主人發票上是否需打上統一編號

(14) 送客服務   主動上前為賓客拉開座椅，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

(15) 清理桌面與
重新佈設

  將殘盤送至餐務部清洗，公用物品移至服務檯

  清潔桌面、座椅及地面，再重新佈設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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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餐服務流程

服務項目 服務技巧

迎
賓
帶
位

(1) 迎賓問候   向賓客行15˚鞠躬禮，並詢問賓客有無訂席

(2) 帶位入座

  指引前進方向

  為賓客拉開及扶正座椅

  介紹服務員

餐
前
服
務

(3) 攤開口布   自賓客右側將口布平鋪於賓客的大腿上

(4) 倒水服務   自賓客右側服務，份量約8分滿

(5) 接受點開胃飲料

  自賓客右側呈遞餐前酒酒單及接受點叫

  送單：第一聯：吧檯（或廚房），第二聯：櫃檯出納，第三
聯：留置服務檯或賓客餐桌

(6) 服務開胃飲料   自賓客右側服務，將開胃飲料置於水杯右下方

(7) 呈遞菜單
  自賓客右側呈遞，並介紹促銷菜餚

  稍離片刻，讓賓客瀏覽菜單內容

(8) 接受點菜

  自賓客右側聆聽點菜內容，並記載於點菜座次表

  複誦確認點菜內容

  在服務檯將點菜內容轉載於點菜單，再送單

(9) 呈遞酒單   將酒單呈遞給主人（自主人右側服務）

(10) 接受點酒   自主人右側接受點叫，再送單

(11) 調整每人餐具

  自主人右方的賓客開始服務，再依逆時針方向調整其他賓客
的餐具，主人最後服務

  調整每人餐具時，先調整左方餐具，再調整右方餐具

餐
中
服
務

(12) 派送麵包
  自賓客左側派送，再以逆時針方向依序為其他賓客服務，主
人最後服務

(13) 服務冷開胃菜   自賓客右側上菜（疊置於展示盤上）

(14) 服務佐餐酒   自賓客右側服務（淡酒先，濃酒後）

(15) 服務湯品   自賓客右側上湯（疊置於展示盤上）

(16) 服務熱開胃菜
  自賓客右側上菜（疊置於展示盤上）

  收盤時，一併將展示盤收走

(17) 服務沙碧   自賓客右側服務（置於賓客桌面中央）

(18) 服務主菜   自賓客右側上菜（配菜在上，主菜在下）

(19) 餐中清理桌面

  收拾餐具物品，使桌面只留下水杯

  清除麵包屑

  擺設點心餐具（左叉右匙）

(20) 服務餐後點心及
飲料

  自賓客右側服務上桌

餐
後
服
務

(21) 結帳服務
  站於主人右側，與主人核對本次點用之菜餚酒水

  詢問主人發票上是否需打上統一編號

(22) 送客服務   主動上前為賓客拉開座椅，歡送賓客至餐廳門口

(23) 清理桌面與重新
佈設

  將殘盤送至餐務部清洗，公用物品移至服務檯

  清潔桌面、座椅及地面，再重新佈設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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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     )1. 中餐廳服務流程的正確順序應為何？　

 ①熱情迎賓　　②接受點菜　　③結帳　　　　④開單下廚　　　⑤上茶　

 ⑥禮貌送客　　⑦按序上菜　　⑧清理桌面　

 (A)①②⑤④⑥⑦③⑧　 (B)①②④⑤⑦⑥⑧③　

 (C)①⑤②④⑦③⑥⑧　 (D)①④⑤②③⑦⑥⑧。 [10-1]

(     )2. 在餐廳開始營業之前，領檯員應將「訂席簿」擺放於何處？　

 (A)接待檯　(B)工作檯　(C)服務架　(D)服務車。 [10-1]

(     )3. 年老者或行動不便者較適合安排坐於　

 (A)角落座位　(B)出入口座位　(C)中央座位　(D)餐廳較後方的座位。 [10-1]

(     )4. 關於餐廳領檯人員安排座位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情侶盡量安排坐於餐廳較隱密之處　

 (B)攜有幼童同行的顧客，適合安排於入口處附近　

 (C)光鮮亮麗及裝扮時髦的顧客，適合安排於餐廳顯眼處　

 (D)餐廳剛開始營業時，盡量安排顧客坐在入口前段較顯眼的地方。 [四技二專][10-1]

(     )5. 在中式餐廳中，服務員提供下列何項服務，應站在賓客左側服務？　

 (A)奉茶　(B)遞送毛巾　(C)呈遞菜單　(D)接受點菜。 [10-1]

(     )6. 關於呈遞菜單的服務技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賓客的正前方呈遞　(B)以雙

手呈遞　(C)對於兒童，通常無須呈遞菜單（除非父母要求）　(D)呈遞菜單後，除非

賓客想要立即點菜，否則服務員應稍離片刻。 [10-1]

(     )7. 餐廳通常會將「接受賓客點菜及為賓客提供配菜建議」的工作交由下列何種人員負

責？　(A)領檯員或餐廳經理　(B)主廚或行政主廚　(C)餐廳領班或資深服務員　(D)
服務生或傳菜員。 [10-1]

(     )8. 關於拆筷套的服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賓客右側服務　(B)避免觸碰筷子前

端（即夾菜處）　(C)將筷套收走　(D)將筷子橫放於口湯碗上。 [10-1]

(     )9. 在中式餐廳中，服務下列何種飲料需以「公杯」服務？　

 (A)紹興酒　(B)果汁　(C)烏龍茶　(D)葡萄酒。 [10-1]

(     )10. 中式貴賓服務堪稱為中西服務方式的大融合，下列哪一項不是其服務的主要方法？  
 (A)菜盤取菜　(B)桌邊烹調　(C)旁桌分菜　(D)餐桌派菜。 [技藝競賽][10-1]

(     )11. 下列關於中餐分菜服務的描述，何者正確？　(A)桌上分菜應與顧客多交談，以表親切  
(B)桌上分菜可展現專業分菜技巧　(C)桌邊分菜會造成座位擁擠及干擾顧客　 (D)桌邊

分菜不需要進行秀菜服務。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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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餐服務員在服務菜餚時，通常會為賓客分菜；當分完菜後，大盤中尚有剩餘菜餚

時，服務員應如何處理？　

 (A)將剩餘菜餚送回廚房　

 (B)將剩餘菜餚盛裝於小盤並連同公筷母匙置於轉檯上，供賓客自行取用　

 (C)將剩餘菜餚打包，請賓客帶回家食用　

 (D)將剩餘菜餚打包，自己帶回家食用。 [10-1]

(     )13. 下列何者是服務員撤除筷架最適當的時機？　

 (A)食用完大菜，上湯品之前　 (B)上甜湯及水果之前　

 (C)食用完甜湯，上水果之前　 (D)食用完甜湯及水果之後。 [四技二專][10-1]

(     )14. 關於服務員收盤的服務順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主人須先服務　(B)男士優於女士　(C)年長者優於年輕者　(D)主賓殿後。 [10-1]

(     )15. 一般而言，服務員為賓客清理或收拾髒餐盤時，應從賓客的哪一方向進行？　

 (A)正前方　(B)正後方　(C)左方　(D)右方。 [10-1]

(     )16. 關於餐廳的結帳服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賓客採外客簽帳（City Ledger）的方式結帳，須當場以信用卡刷卡付款　

 (B)服務員為賓客提供結帳服務後，應站在餐桌旁等待賓客給予小費　

 (C)賓客跑帳時，服務員應破口大罵　

 (D)賓客結帳後仍逗留於餐桌談話，服務員仍應繼續提供倒茶（水）服務。 [10-1]

(     )17. 餐廳正確使用信用卡結帳的流程應為何？　

 ①出納核對信用卡有效日期及賓客是否被信用卡公司列為黑名單　

 ②將帳單及信用卡帶到櫃檯出納刷卡　

 ③核對賓客的簽名是否正確　

 ④將信用卡、簽單顧客聯及發票交給賓客　

 ⑤服務員送給賓客簽名　

 ⑥出納輸入賓客的消費金額，並列印出信用卡簽單　

 (A)①②③④⑤⑥　(B)②①⑥⑤③④　(C)②①④⑥③⑤　(D)②⑥①③⑤④。 [10-1]

(     )18. 「Tear-down」指的是　(A)宴會開始前的策劃工作　(B)宴會開始時的準備工作　(C)
宴會進行時的服務工作　(D)宴會結束後的收場工作。 [10-1]

(     )19. 檯布在使用過後，應如何處理？　(A)翻面後可繼續使用　(B)等顧客抱怨後再換洗  
(C)拆下送洗，以期有乾淨的桌面提供給顧客　(D)不定期拆換。 [10-1]

(     )20. 關於餐後清理桌面的工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銀器等貴重餐具應當場清點　

 (B)收拾餐具時，為求快速，不必在乎餐具碰撞聲音的大小　

 (C)醋壺及醬油壺等公用物品應移至服務檯　

 (D)須檢查地面是否有殘渣掉落。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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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關於中餐服務流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服務菜餚可分為四個階段：傳菜→上菜→秀菜→分菜　

 (B) 秀菜時，服務員宜將菜餚置於轉檯上，並以順時針方向轉至主人面前停頓一下，再

 順向推回到主賓前停下　

 (C) 供應魚翅盅時，應附加供應裝有紅醋的醋瓶　

 (D) 多人聚餐時，遞送菜單的順序，應以主賓、女士或長輩為優先。 [10-1]

(     )22. 允許客戶以簽帳的方式先行結帳，待月底再根據帳單收帳的結帳方式稱為？　

 (A)業務招待　(B)私人招待　(C)賒帳　(D)欠帳。 [技藝競賽][10-1]

(     )23. 服務兩對男女賓客時，先服務　

 (A)男主人　(B)男主人右側女賓　(C)男主人左側女賓　(D)男主人對面男賓。 [10-2]

(     )24. 西式餐廳的服務員最適合在下列哪一個時機呈遞葡萄酒單給賓客？　(A)賓客入座之後

立即呈上　(B)賓客入座並服務茶水之後呈上　(C)與菜單同時呈上　(D)賓客點完菜之

後隨即呈上。 [10-2]

(     )25. 西式餐飲服務方式雖然有多種，但飲料一律自賓客的那一邊供應？　

 (A)右邊　(B)左邊　(C)前面　(D)後面。 [10-2]

(     )26. 有關倒酒服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須拿起杯子　(B)倒酒須斟滿杯　(C)先為女主賓倒酒　(D)先為男主人倒酒。 [10-2]

(     )27. 服務員呈遞菜單並介紹促銷菜餚後，應　(A)繼續站在顧客旁，靜待顧客點餐　(B)在
顧客未決定點餐前，繼續介紹其他菜餚　(C)催促賓客儘快點餐　(D)稍離片刻，讓賓

客瀏覽菜單內容。 [10-2]

(     )28. 西餐廳服務員在為顧客上「以杯盛裝的開胃飲料」時，應將開胃飲料置於水杯的　

 (A)右下方　(B)右上方　(C)左上方　(D)正前方。 [10-2]

(     )29. 點酒單的第一聯大多送至　(A)經理室　(B)吧檯　(C)顧客收存　(D)櫃檯出納。 [10-2]

(     )30. 在西餐服務流程中，服務員應在何時為顧客調整桌面餐具？　(A)顧客入座之時　(B)
顧客瀏覽菜單之時　(C)顧客點菜之時　(D)顧客點完菜後。 [10-2]

(     )31. 在西餐廳中，派送麵包的服務應持續至何時為止？　

 (A)上開胃飲料　(B)上沙碧　(C)賓客用完主菜　(D)賓客離開。 [10-2]

(     )32. 餐廳服務員為賓客服務醬料時，下列何種服務方式較正確？　(A)以左手持醬料盅，從

客人左側服務　(B)以左手持醬料盅，從客人右側服務　(C)以右手持醬料盅，從客人

左側服務　(D)以右手持醬料盅，從客人右側服務。 [10-2]

(     )33. 在西式套餐中有Cold Appetizer、Soup、Hot Appetizer、Sherbet、Main Course、
Cheese、Dessert and Coffee；請問撤除麵包盤的最佳時機為何？　

 (A)Hot Appetizer後Sherbet前　 (B)Sherbet後Main Course前　

 (C)Main Course後Cheese前　 (D)Cheese後Dessert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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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賓客吃完主菜後，服務員應清理桌面，以利服務餐後點心及飲料。若點心餐具未在餐

桌佈設時事先擺設，則服務員在收拾餐具物品時，應只留下　

 (A)水杯　(B)麵包盤　(C)調味罐　(D)餐叉。 [10-2]

(     )35. 就餐飲服務技巧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收拾餐具可發出刺耳的聲音　

 (B)不管賓客是否用餐完畢，可強行收拾餐具　

 (C)服務時避免碰觸到賓客，手臂不要越過賓客面前　

 (D)隨時在賓客桌前巡走，藉機催促賓客結帳。 [10-2]

(     )36. 請問下列穿著不符合英式下午茶之規範？　

 (A)西裝　(B)洋裝　(C)短褲　(D)皮鞋。 [10-3]

(     )37. 下午茶常會搭配點心，請問三層點心盤的食用順序為何？　(A)由下往上、由甜至鹹  
(B)由下往上、由鹹至甜　(C)由上往下、由鹹至甜　(D)由上往下、由甜至鹹。 [10-3]

(     )38. 在西式長桌宴會中，通常每幾位賓客會安排1位服務員？　

 (A)4位　(B)6位  (C)12位　(D)20位。 [10-4]

(     )39. 下列關於宴會服務的描述，何者正確？　

 (A)接受大型宴會預訂時，可要求顧客簽訂宴會合約書　

 (B)應支付保證桌數的全額費用作為宴會訂金　

 (C)火焰秀是最適合宴會開場使用的表演　

 (D)菜單以宴會當天現場點菜為服務原則。 [四技二專][10-4]

二、情境素養題

請根據以下情境回答下列第40∼43題。 [10-2]

為了慶祝小彬5歲生日，小彬一家人（媽媽、小彬及小彬的弟弟）前往蟹堡王餐廳用餐。媽

媽向服務員點了3份美味蟹堡套餐（其中一份加辣），附餐飲料是2杯柳橙汁及1杯熱咖啡；

服務員依點菜內容依序上菜收盤，提供良好的服務；結帳時，媽媽使用蟹堡王餐廳的餐券付

款，一家人在服務員的歡送下開心離去。

(     )40. 領檯員應將小彬一家人安排坐於何處較適當？　

 (A)出入口的座位　 (B)較安靜的座位　

 (C)離廚房出菜口最近的座位　 (D)角落或較隱密的座位。

(     )41. 服務員接受點餐時，小彬的媽媽要求「一份蟹堡套餐要加辣」，服務員應於何處註明

此項需求？　

 (A)點菜單的單價欄　(B)點菜單的備註欄　(C)信用卡簽帳單上　(D)統一發票上。



261

餐廳服務流程　10

(     )42. 附餐飲料的柳橙汁及熱咖啡，在點菜單中若以縮寫代號表示，分別為　

 (A)IC、OJ　(B)HC、IT　(C)OJ、HC　(D)OJ、HT。

(     )43. 小彬的媽媽使用餐券付款，若消費金額超過餐券額度，餐廳應如何處理？　

 (A)請賓客再購買餐券，以餐券補足差額　

 (B)退回餐券，請賓客全額以現金付款　

 (C)先讓賓客賒帳，下次再付清　

 (D)收取餐券，並請賓客以現金補足差額。

三、填充題

1. 中餐菜餚上桌的擺設原則為：

 一中心 → 二 　　　　 → 三 　　　　 → 四 　　　　 → 五 　　　　。 [10-1]

2. 服務員使用服務叉匙分菜時，應先分 　　　　 ，再分 　　　　。（主菜、配菜） [10-1]

3. 在中式餐廳中，當賓客食用完須用手取食或剝殼的菜餚後，應為賓客更換毛巾（或濕紙

巾）；更換時，應自賓客的 　　　　　 服務。（左側、右側） [10-1]

4. 西餐服務員在派送麵包時，應自賓客 　　　　　 派送，再以 　　　　　　　 方向依序為其

他賓客服務。（左側、右側／順時針、逆時針） [10-2]

5. 食用點心若只需使用點心叉，則可將點心叉置於賓客的 　　　　　 桌面。（左方、右方）

  [10-2]

6. 中式圓桌宴會每一座位至少應有 　　　　　 公分的寬度，才能使賓客在用餐時感到舒適。

  [10-4]

丙檢
這樣考

(     )1. 中餐餐具在桌菜時，通常每隔幾道菜更換骨盤？　

 (A)2－3道　(B)4－5道　(C)5－6道　(D)6－7道。 [10-1]

(     )2. 餐廳客人入座後，餐飲服務員應該立即　

 (A)倒茶水　(B)遞菜單　(C)遞開胃菜　(D)遞酒單。 [10-1]

(     )3. 通常餐廳若要供應咖啡給客人，應在上完下列那道菜之後？　

 (A)主菜　(B)前菜　(C)湯　(D)甜點。 [10-2]

(     )4. 西餐服務流程中，當主人主菜用完時在尚未上點心前，服務員應該　

 (A)倒茶水　(B)端上咖啡　(C)收拾餐具整理桌面　(D)準備帳單。 [10-2]

(     )5. 有關餐飲服務人員的服務優先順序，下列何者不正確？

 (A)貌美者優先　 (B)女士優先於男士　

 (C)年長者優先於年輕者　 (D)主賓優先於其他來賓。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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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記憶

(1) Receptionist / Greeter / Host / Hostess
(2) Senior Waiter&Waitress
(3) Captain
(4) Wine Waiter / Sommelier / Wine Butler / Wine Steward
(5) Runner
(6) Waiter

1. 請將下列關於「餐廳外場服務人員」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1]

(1) Daily Special (19) Chef's 
Recommendation

(2) Captain Order (20) Table Plan
(3) Ribeye Steak (21) Filet Steak
(4) Mushroom Sauce (22) Black Pepper Sauce
(5) Rare (23) Medium Rare
(6) Medium (24) Medium Well
(7) Well Done (25) Salad
(8) Thousand Island (26) Chowders

Dressing
(9) Hot Coffee (27) Iced Coffee
(10) Hot Tea (28) Iced Tea
(11) Orange Juice (29) Grape Juice
(12) Cold Appetizer (30) Smoked Salmon
(13) Dessert (31) Shrimp Cocktail
(14) Main Course (32) Hot Appetizer
(15) Cheese (33) Sherbet/Sorbet
(16) Standard Operating (34) Show Plate

Procedure 
(17) Doily Paper (35) Dessert Trolley
(18) Pass Sauce (36) Point Of Sales

2. 請將下列關於「點菜」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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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sh
(2) Meal Tickets／Vouchers
(3) City Ledger／I Owe You
(4) Personal Entertainment
(5) House Ledger
(6) Credit Card
(7) Check
(8) Entertainment
(9) House Use
(10) To Insure Promptness, TIP

5. 請將下列關於「結帳付款方式」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2]

(1) Aperitif List (2) Beverage List

3. 請將下列關於「點開胃飲料」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2]

(1) Wine List (2) Digestif

4. 請將下列關於「點佐餐酒」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2]

(1) Crumb Scoop (4) Tear Down
(2) Turn Over (5) Scrape
(3) Stack (6) Separate

6. 請將下列關於「清理」的專業名詞，翻譯成中文。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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