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議題融入
餐旅服務課程教案示例
科目名稱

餐旅服務-餐廳顧客抱怨

科目屬性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單元主題

顧客抱怨與其他糾紛處理

年級

一

人數

32 人

設計者

陳泓旗

時間

3節

教材來源

餐旅服務Ⅱ(龍騰)
餐旅服務(台科大)

教材研究

1.李仰桓(2016)。評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的人權教育
2.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3.教育部(2016)。議題手冊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教學方法

教學資源

1.規劃在餐飲科一年級學生
2.學生已學過餐飲服務基礎
3.學生對餐廳服勤有演練的經驗
講述法、實作法、示範法、問答法、多媒體教學法、角色扮演
1.《人權的故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LFxg3nwS0
2. 爆炸級客戶服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jmRGkVF3A
3.處理客訴 SOP！4 步驟，讓抱怨的客人變粉絲(經理人)
4. 「嫌貴就不要吃」 顧客怒買夾報宣傳「拒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O6QCv-zEE
5. 處理顧客異議的正確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SxbdUFvE8
6. 大鬧速食店！顧客咆哮飆罵 向店員丟飲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4PB46gMCw
7. 【電影預告】自由之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vSvsIMvmo
6.白板、白板筆、投影機、布幕、電腦、烘焙教室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教學目標

【認知】
1-1.理解顧客抱怨知原因
1-2.了解顧客抱怨常見事項

【認知】
1-1.學生能理解顧客抱怨知原因
1-2.學生能了解顧客抱怨常見事項

1-3.理解人權意義與價值
【情意】
2-1.傾聽顧客抱怨的問題
2-2.參與顧客抱怨處理案例討論
2-3.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權利認識生存權、身分權與個人
尊嚴的關係
【技能】
3-1.熟練顧客抱怨處理程序與步驟
3-2.能研討顧客抱怨處理方法

1-3.學生能理解人權意義與價值
【情意】
2-1.學生能傾聽顧客抱怨的問題
2-2.學生能參與顧客抱怨處理案例討論
2-3.學生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
與他人的權利認識生存權、身分權與
個人尊嚴的關係
【技能】
3-1.學生能熟練顧客抱怨處理程序與步驟
3-2.學生能能研討顧客抱怨處理方法

3-3.能引發自身為人權的尊重

3-3.學生能能引發自身為人權的尊重

教學活動

時間

第一節
【引起動機】
一、播放爆炸級客戶服務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jmRGkVF3A
1.討論顧客抱怨的成因

教學方法

10 分

多媒體教學 電腦
討論教學
投影機

5分

講述法

10 分

團體討論

2.討論影片中服務員的應對適宜嗎?
1-1.理解
顧客抱怨
知原因

1-2.了解
顧客抱怨
常見事項

2-1.傾聽
顧客抱怨
的問題

【教學活動】
一、抱怨的產生與原因(參考餐旅服務Ⅱ龍騰
p.238)
1.講述顧客期望與實際感受的概念
2.講述其中失衡後會產稱的結果
3.教師舉相關例子分享
二、顧客抱怨常見事項(參考餐旅服務Ⅱ龍騰
p.239)
1.先讓學生 8 分組，思考餐廳可能會出現的抱怨問
題，各組舉出 10 例以上
2.兩組在相互合併聚焦，消除重複例子
3.教師收斂並歸納相關例子，並與學生講解說明
三、顧客抱怨處理的步驟(參考餐旅服務Ⅱ龍騰
p.240)
1.教師講解顧客抱怨處理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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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角色扮演
15 分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時間

3-1.熟練

2.請學生依據案例(附件一)角色扮演顧客與服務

顧客抱怨
處理程序
與步驟
3-2.能研
討顧客抱
怨處理方
法

員，顧客抱怨與處理的情況
3.請學生分享自己在處理顧客抱怨的方式與解決
10 分

備註

多媒體教學 電腦
團體討論
投影機

【結束活動】
一、播放處理顧客異議的正確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SxbdUFvE8
1.討論顧客為何不滿意
2.店長用了哪些技巧讓顧客滿意
3.店長處理顧客抱怨的程序與課本所學有何差異
第二節

團體討論

【引起動機】
一、顧客永遠是對的嗎?
1. 教師讓學生討論，凱薩麗池飯店提出「顧客永
遠是對的」(The customeris always right)讓學
生思考是否認同，並讓學生表述看法
2.教師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那些情況應該例外呢?
1-3.理解
人權意義
與價值

教學方法

【教學活動】
一、人權是什麼?
1.教師播放【電影預告】自由之心

2-3.欣
賞、包容
個別差異
並尊重自
己與他人
的權利認
識生存
權、身分
權與個人
尊嚴的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vSvsIMvmo
引導學生思考人權是甚麼?
2.教師講述:人權就是身為「人」應該擁有的最基
本權利，人民應有的基本權利應予保障，人人應過
著有尊嚴、有價值、不受侵犯的生活。

係

讓學生了解人權演進

3-3.能引
發自身為
人權的尊
重

【結束活動】
一、餐飲業中的人權議題
1.播放大鬧速食店！顧客咆哮飆罵 向店員丟飲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4PB46gMCw
2.教師請學生分組討論影片中有哪些人權議題，請
問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的那些內容
3.請學生分組討論身為業主該如何維護員工在工作

5分

10 分

多媒體教學 電腦
團體討論
投影機

20 分

講述法
電腦
多媒體教學 投影機

15 分

多媒體教學 電腦
團體討論
投影機

二、人權內涵與演進
1.教師帶學生閱讀「世界人權宣言」(附件二)
2.教師播放《人權的故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LFxg3nw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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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時間

教學方法

時的人權呢?
4.教師做活動總結與評論

說明：
1. 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原住民」五項議題融入課程為主。
2. 撰寫之教案以餐旅群專業科目/實習科目/技能領域之單元主題為主，以 2 至 4 節為限。
3. 教案文責自負，如採用他人文字或資料，務必先取得對方授權同意。
4. 本中心對教案有刪改權，一經投稿，視同授權本中心刊載。
5.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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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附件一

顧客抱怨案例
案例

回應與處理

案例 A-菜餚內容遭刁難
店員:您好，這是您點的超級新鮮生魚片綜合拼盤
顧客:喂，這魚哪裡是現捕的啊？
店員:這是今天從漁港送到店裡的魚。
顧客:這個鮪魚，很明顯是冷凍的魚吧！(實際上也是冷凍的)
店員:很抱歉，是我說的不夠清楚。基本上都是現捕的魚，但是今天
鮪魚並沒有進貨，所以才會用這樣的組合
顧客:但是，其他的魚看起來也不怎麼新鮮啊！
店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例 B-顧客氣炸了
顧客: 喂！這杯生啤酒的酒杯也太髒了吧！你們竟然讓客人用這麼
髒的杯子喝酒！你們有沒有在做清潔?
店員: 真的很抱歉！全都是因為我們的檢查不夠仔細。
顧客:不夠仔細？那你要怎麼負責？如果我因此而食物中毒，你要怎
麼負責任？說抱歉就能了事嗎？馬上叫你們店長過來！
即使店長親自向顧客道歉，仍然無法消除顧客的怒氣，甚至更加重
顧客的怒火，附近的顧客也紛紛露出困擾的表情，更有不少組客人
趕緊付錢走人，事情更是一直持續到了關門時間都遲遲沒有結果。
該如何處理呢……
店長:____________

案例 C 顧客來找碴
顧客: 我和朋友昨天在你們店裡用吃了生魚片後，朋友的肚子就開
始痛了起來，甚至嚴重到去掛急診。這樣應該算是食物中毒吧！你
們要怎麼負責？
店長: 實在是非常抱歉！
顧客: 這不是道歉就能了事的。如果我們告狀到衛生局，你們應該
會有麻煩吧！你們要怎麼負責？快說啊！
店長: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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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名稱】世界人權宣言
【發布單位】聯合國大會
【發布日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
【內容】
第1條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
第2條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他
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他種身分。且不得因一人所隸國家或地區之政治、行政或國際
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地區係獨立、託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權上之限制。
第3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第4條
任何人不容使為奴役；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予以禁止。
第5條
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第6條
人人於任何所在有被承認為法律上主體之權利。
第7條
人人在法律上悉屬平等，且應一體享受法律之平等保護。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防止違反
本宣言之任何歧視及煽動此種歧視之任何行為。
第8條
人人於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之基本權利被侵害時，有權享受國家管轄法庭之有效救濟。
第9條
任何人不容加以無理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 10 條
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事控告時，有權享受獨立無私之法庭之絕對平等不偏且公
開之聽審。
第 11 條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須予以答辯上
所需之一切保障。
二、任何人在刑事上之行為或不行為，於其發生時依國家或國際法律均不構成罪行者，應不為
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之規定。
第 12 條
任何個人之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訊不容無理侵犯，其榮譽及信用亦不容侵害。人人為防止
此種侵犯或侵害有權受法律保護。
第 13 條
一、人人在一國境內有自由遷徙及擇居之權。
二、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並有權歸返其本國。
第 14 條
一、人人為避免迫害有權在他國尋求並享受庇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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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訴之確源於非政治性之犯罪或源於違反聯合國宗旨與原則之行為者，不得享受此種權
利。
第 15 條
一、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二、任何人之國籍不容無理褫奪，其更改國籍之權利不容否認。
第 16 條
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之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及成立家庭。男女在婚姻方面，
在結合期間及在解除婚約時，俱有平等權利。
二、婚約之締訂僅能以男女雙方之自由完全承諾為之。
三、家庭為社會之當然基本團體單位，並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第 17 條
一、人人有權單獨佔有或與他人合有財產。
二、任何人之財產不容無理剝奪。
第 18 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其改變宗教或信抑之自由，及其單獨或集
體、公開或私自以教義、躬行、禮拜及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第 19 條
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
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
第 20 條
一、人人有和平集會結社自由之權。
二、任何人不容強使隸屬於某一團體。
第 21 條
一、人人有權直接或以自由選舉之代表參加其本國政府。
二、人人有以平等機會參加其本國公務之權。
三、人民意志應為攻府權力之基礎；人民意志應以定期且真實之選舉表現之，其選舉權必須普
及而平等，並當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等之自由投票程序為之。
第 22 條
人既為社會之一員，自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之經
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此種實現之促成，端賴國家措施與國際合作並當依各國之機構與
資源量力為之。
第 23 條
一、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平優裕之工作條件及失業之保障。
二、人人不容任何區別，有同工同酬之權利。
三、人人工作時，有權享受公平優裕之報酬，務使其本人及其家屬之生活足以維持人類尊嚴必
要時且應有他種社會保護辦法，以資補益。
四、人人為維護其權益，有組織及參加工會之權。
第 24 條
人人有休息及閒暇之權，包括工作時間受合理限制及定期有給休假之權。
第 25 條
一、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屬康樂所需之生活程度，舉凡衣、食、住、醫藥及必要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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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均包括在內；且於失業、患病、殘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種喪失生活能力
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
二、母親及兒童應受特別照顧及協助。所有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均應享受同等社會保
護。
第 26 條
一、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權。教育應屬免費，至少初級及基本教育應然。初級教育應屬強迫性
質。技術與職業教育應廣為設立。高等教育應予人人平等機會，以成績為準。
二、教育之目標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教育應謀促進各國、各種
族或各宗教團體間之諒解、容恕及友好關係，並應促進聯合國維繫和平之各種工作。
三、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之教育，有優先決擇之權。
第 27 條
一、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之文化生活，欣賞藝術，並共同襄享科學進步及其利益。
二、人人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學或美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益，有享受保護之權。
第 28 條
人人有權享受本宣言所載權利與自由可得全部實現之社會及國際秩序。
第 29 條
一、人人對於社會負有義務；個人人格之自由充分發展厥為社會是賴。
二、人人於行使其權利及自由時僅應受法律所定之限制且此種限制之唯一目的應在確認及尊重
他人之權利與自由並謀符合民主社會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所需之公允條件。
三、此等權利與自由之行使，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反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
第 30 條
本宣言所載，不得解釋為任可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以任何活動或任何行為破壞本宣言內之任
何權利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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