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餐旅群新課綱
餐旅服務之專業英文教案示例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科目名稱

餐旅服務

科目屬性

單元主題

第十章 餐廳服務流程
西餐服務流程

年級

二年級

人數

35 人

教材來源

教育部審定合格教科書

設計者

汪家夷

時間

4節

1.教材分析：
本教學活動主要建立學生對西餐服務流程的認識與各階段的服務技巧，並能以英文
口說服勤，進而 應用在全英餐會的活動中，在引起動機階段，主要是透過國外餐飲
學校在實習餐廳學習法國巴黎頂尖餐飲廚藝學校 Ferrandi 如何訓練學生的影片來引
起學生對於同是餐飲服務課程的共鳴與學習的積極性，以及上屆學長姐全英餐會活
動的影片，讓學生認知學習這個單元的必要與重要性。第二個階段是發展活動，主要

教材研究

是講述單元內容及示範教學，讓學生對流程與動作的認知，並透過老師或餐飲服務選
手的示範體會親切有儀態的正確服務。最後階段是綜合活動，藉由實作演練開始養成
技術，也對整套服勤流程加強觀念 及熟練度，並以英文進行服勤練習。
2.學生經驗分析：
(1)了解各種餐飲服務方式與特點。
(2)學生學習及練習過餐旅服務技術丙級證照術科內容，並且大多數學生通過檢定。
(3)學生具備餐飲服務基本技巧，例如：服務叉匙運用、持盤上菜、持托盤、倒水、
倒酒等。
3.本節教學重點：
(1)學生能夠充分認識整套西餐餐飲服務流程。
(2)學生能夠正確展現每一個流程階段的服勤動作，並搭配英文口說。
(3)學生能夠認知、感受及展現從事餐飲服務應有的親切適宜之服務。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1.了解餐飲服務方式。
2.具備餐飲基本服務技巧與能力。

教學方法

講述法、多媒體教學法、示範教學法、分組實作演練法。

教學資源

網路影片、歷屆餐會影片、自編教材、餐飲服務教室及各式器具和假食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認知】
1.了解整套西餐服務流程的內容
2.了解整套西餐服務流程的中文英文口說
詞
3.了解西餐服務流程中每個階段正確的動
作與原則

【情意】
1.具備服務的工作態度
2.具有親切得宜的服務態度
3.養成具有符合客人需求的貼心及彈性服
務

1-1 學生能夠說明整個西餐服務流程的
程序
1-2 學生能夠說出每個階段和客人應對
的中英文話語
1-3 學生能夠說出西餐服務流程中每個
階段正確的動作與注意事項

2-1 能夠保持服裝儀容的整齊，隨時注
意工作安全與衛生
2-2 能夠隨時保持笑容及儀態來進行服
務
2-3 能主動專注觀察客人及用餐的狀
態，適時彈性調整服務方式

【技能】
1.學會西餐流程每個階段的技巧
2.學會整套西餐服務流程的技巧

3-1 學生能夠自行完成每個服務的動作
3-2 學生能夠將每個服務階段依序且流
暢的完成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時間

教學方法

備註

一、教學前準備工作
(一)教師方面
1.教師收集相關課程資料
2.設計教學活動及教案
3.編輯課程講義與學習單
4.老師和小老師、餐服選手練習實作項目及確認
上課器具
(二)學生方面
1.預習今日上課內容
2.小老師群準備課程所需器具
3.餐服選手練習課程的實作項目
4.學生安排分配組長及組員
5.學生準備乾淨整齊的服裝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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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發展活動
(一)引發動機
1.播放「法國巴黎頂尖餐飲廚藝學校 Ferrandi 如何
訓練學生」影片
這是全法國公認數一數二的巴黎 Ferrandi 餐飲廚
藝學院，看看頂尖學校如何訓練與教育學生？一個
老師最多只教授十二個學生，在學校裡天天上演著
實務與理論並進的戲碼：同時有兩班人馬輪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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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課同學在讀書時，享受實務值勤同學的服務（廚
房、餐廳、糕餅點心），過一段時間角色互換，值
勤的去讀理論課，理論課的就開始操練實務。一段
時間在學校，另一段時間時地到業界服務。畢業後
直接無縫接軌直接就業。
2.播放 106 學年度中式全英餐會影片「在地響宴英
高雄」
中式全英餐會以結合高雄在地食材為主題，以中式
新年氣 氛為主調，全程英文向外國賓客應對，並
在旁桌介紹菜餚，將台灣傳統文化推向國際。
(二)上課內容
1.教師檢查服裝儀容
2.教師確認實作分組名單 五人一組 分成七組
3.教師分享用餐經驗後，引導學生做為一位外場服
務員，提供專業、親切又充滿熱忱服務的重要性
4.教師講解今日課程 西餐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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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方法

備註

(出自網路教學資料庫：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560920/
5.教師講解，選手示範（選手中文服勤，教師重覆
輔以英文口說）今日課堂的實作演練流程
迎賓→帶位入座→攤口布→倒水→介紹菜單→派麵
包、奶油→服務菜餚→收拾菜餚→清理桌面→服務
餐後甜點→結帳→送客
(三)學生分組實作演練
全班分成七組，每 5 位學生為一組，每次練習由一
位學生擔任服務員，其它學生擔任賓客（方桌四人
座位），進行迎賓→帶位入座→攤口布→倒水→介
紹菜單→派麵包、奶油→服務菜餚→收拾菜餚→清
理桌面→服務餐後甜點 →結帳→送客，第一次以
中文口說服勤，擔任賓客的學生看英文服勤稿重覆
說一遍學習單。
以此類推，五位學生皆完成第一次練習後，再進行
第二次練習，此次練習可以看 英文服勤稿，或試
著看著那句英文後，再重覆背誦方式唸出並同時服
勤，其他擔任賓客學生檢視服務員學生的英文詞、
動作是否正確學習單
(四)教師抽出二組學生進行驗收練習過程中老師查
覺驗收學生的問題，並適時引導觀察學生是否發現
哪裡做錯，並給予正確的修正。
再次和全班同學說明及確認各項服務動作。
三、總結課程活動
(一)總結今日學生實作演練的問題，優缺點引導學
生隨時檢視自己實作練習的言語、動作與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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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節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時間

教學方法

備註

(二)交代作業
完成西餐服務流程學習單，課後練習並拍照紀錄背
西餐服務過程的英文服勤句子錄音上傳雲端預告下
次課程重覆的實作演練及驗收考試含英文口說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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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撰寫之教案以餐旅群專業科目(觀光餐旅導論/觀光餐旅英語會話)、實習科目(餐飲服務技術/飲料
實務)或技能領域(西餐烹調/旅遊實務/導覽解說…等)單元主題為主，以 2 至 4 節為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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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中心對教案有刪改權，一經投稿，視同授權本中心刊載。
4.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

西餐服務流程英文口說
服務項目

英文

迎賓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XXX, I will be your waiter/waitress
today. The seats are ready, please follow me.

帶位

This way please, ma’am. /This way please, sir.

攤口布

Excuse me, let me unfold the napkin for you.
Let me fill water for you. (再倒水 refill)

倒水
介紹菜單

Hello!Please allow me to explain our menu for you. The appetizer
today is Salad Niçoise which is a Mediterranean-style salad. Also,
we prepare Purple Sweet Potato Consommé. For the main course,
we will serve Wild Mushroom Risotto with Chicken Roll. As for
desserts, we will prepare Crêpes Suzette.

派麵包

We prepare baguette with butter for you.

上主餐

Excuse me, here is your main course-Wild Mushroom Risotto.
Enjoy the meal.

收主餐

Excuse me, have you finished? (Yes.)Let me take this plate away.

整理桌面

Let me clean up the table for you .

上甜點餐具

Here are the fork and spoon for your dessert.

上甜點

These is your dessert-Crêpes Suzette.

撤甜點

Excuse me, let me clean up your table.

結帳

Here is your bill that will be 1,000NT dollars.You can check this bill
and pay it at the counter.

送客

Sir/Ma’am,how is today’s meal?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See
you next time.

備忘(單字/發音)

餐旅服務教學課程學習單
單元主題

第十章餐廳服務流程

班級/座號/姓名

西餐服務流程
一、請寫下完成西餐服務流程步驟

二、請寫下課後實作練習犯的錯/不熟練的動作/如何改善
1.迎賓
2.帶位入座
3.攤口布
4.倒水
5.介紹菜單
6.派麵包、
奶油
7.服務菜餚
8.收拾菜餚
9.清理桌面
10.服務餐後
甜點
11.結帳
12.送客
三、拍照紀錄(2 張美美的服勤照片+2 張不正確或做不好的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