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 旅 服 務 丙 級  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

1-72

第二題：西式餐桌擺設

試題 930302A：擺設四人份西式菜單（口布四種款式，外加麵包籃巾）              

時間：20分鐘                  

配分：100分

試題說明：

1. 以三款菜單指示，抽題測試之。

2. 虛擬顧客在現場之情境。

3. 依題意在安全、衛生及實用之操作原則下，完成本題測試流程：

 以架設四方桌的開始，進行「準備工作」及「西式餐桌擺設」之操作，完成於  

 「時間到」哨音後，停止操作，等候評分。

單人份擺設參考圖：

       

菜道：

奶油湯

魚類主菜

附餐：咖啡

設備表：

方檯布（150×150公分） 1條                            

口布（ ） 5條                                                        

服務巾  3條                                                      

圓托盤  1個                                                      

長方托盤 1個                                                      

水杯（ ） 4個                                                      

咖啡杯／底盤（ ） 4組                                                      

咖啡匙（ ） 4支                                                      

橢圓湯匙（ ） 4支 

魚刀（ ） 4支             

魚叉（ ） 4支                   

奶油刀（ ） 4支                    

麵包盤 （ ） 4個                   

胡椒罐、鹽罐 1組  

花瓶  1支                    

服務叉、匙  1套                     

麵包籃  1個

四方餐桌 1張                    

餐椅   4張   

※ 服務巾建議使用 4條，1條墊在托盤上，3條擦拭餐具（玻璃類、金屬類、瓷器

類）。

※ 每份菜單之餐具都需於麵包盤上

派上奶油及二款麵包。

※ 每桌擺設都需配置胡椒、鹽罐及

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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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候開始

(1) 考生站立於服務檯後方等待哨音

開始。

（試題置於服務檯上方。）

架設四方餐桌

(2)

   

架設四方餐桌於服務檯前，並檢

查桌腳是否穩固。

(3) 要注意餐桌桌腳方向與服務檯呈

平行，並間距約 100公分。

（即可容納顧客入座及一位服務人

員服勤走動的空間。）

100公分



餐 旅 服 務 丙 級  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

1-74

洗淨雙手

(4)

   

至公共材料區洗淨雙手，並取紙

巾擦乾雙手。

取布巾、餐具及器皿

(5) 持長方托盤至公共材料區取布

巾、餐具及器皿，分類排放整

齊，置於服務檯上備用。

（托肩方法請參閱 P.1-29。）

鋪設方檯布

(6) 取方檯布鋪設四方餐桌。

（鋪設方式請參閱P.1-38~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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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疊口布

(7) 摺疊客用口布四款，外加麵包籃

巾一款。

（口布摺疊法請參閱 P.1-45~ 

P.1-64。）

擦拭餐具

(8) 使用服務巾逐一擦拭餐具。

（擦拭說明請參閱 P.1-30~P.1-35。

金屬類、瓷器類、玻璃類需使用

不同條服務巾，不得重覆使用，

擦拭完畢收置夾層。)

擺設餐桌

(9) 持圓托盤盛裝餐具，進行餐桌擺

設。先用口布定位於每一席位中

間。

（口布與桌緣需有兩指寬的間距。）

(10)

    

在距離桌緣兩指寬間距處，逐一

擺設餐具。

（魚刀、魚叉間需留 25~30公分

距離，以備後續上菜時可容納餐

盤。)
25~30公分

兩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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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後將鹽罐、胡椒罐與花瓶擺設

於餐桌中央。

(12)

   

調整口布並且將其拉撐，並檢視

每套餐具是否擺放整齊對稱。

 

(13) 取四張餐椅定位，注意椅面與檯

布下緣切齊。

洗淨雙手

(14)

   

至公共材料區洗淨雙手，並取紙

巾擦乾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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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奶油、麵包

(15) 以長方托盤、麵包籃、服務叉匙

至公共用材區，取奶油 4盒、麵

包 8個回服務檯，麵包置於麵包

籃裡，奶油置於托盤，再以圓托

盤盛裝奶油、麵包，由客人左側

服務，每位客人兩款麵包、一盒

奶油。

(16)

     

派送奶油時，外盒商標應朝向客

人。

靜候評分

(17) 完成四人份餐桌擺設後，站立於

服務檯後方靜候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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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認識與餐桌擺設工作項目 01

1. (      ) 西餐中此刀為    
(1)牛排刀  (2)奶油刀  (3)魚刀  (4)水果刀。

(1)

詳解 牛排刀之刀刃呈鋸齒狀；奶油刀，魚刀及水果刀則與牛排刀

不同。

2. (      ) 下列何者是餐後冷飲所配用的餐具   
(1)茶匙  (2)甜點匙  (3)冰茶匙  (4)咖啡匙。

(3)

3. (      ) 下列何者是西餐食用生蠔時，使用的餐具   
(1)牡蠣叉  (2)沙拉叉  (3)餐叉  (4)魚叉。

(1)

詳解 牡蠣叉，又稱生蠔叉 (Oyster Fork)，生蠔叉之叉間有三支，

主要用途是為了挑出生蠔肉以供食用。

4. (      ) 中餐的味碟應排在骨盤的   
(1)右上方  (2)左上方  (3)右下方  (4)左下方。

  (1)

詳解 中餐餐具擺設之標準方法，應考量各家餐廳之擺設及特色，

並無一定之標準。再擺設各式餐具之前，應檢查餐具是否無

破損、汙穢，方能提供安全、衛生之服務品質。

可參考餐旅服務丙級檢定中餐佈設的規定：

5. (      ) 筷子的擺設應平直架於筷架上，標誌一般朝   
(1)上  (2)下  (3)內  (4)外。

  (1)

6. (      ) 中餐擺設的公杯其杯嘴方向應朝向   
(1)前  (2)後  (3)左  (4)右。

  (3)

詳解 公杯的使用：若將酒杯瓶的酒，直接倒入小酒杯中並不容

易，通常會將酒先倒入公杯內，以方便分倒給座上的每位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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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西餐中十吋的盤子是為   
(1)主餐盤  (2)奶油麵包盤  (3)展示盤  (4)沙拉盤。

  (1)

詳解 西餐常見之餐盤名稱之使用功能

餐盤名稱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使用功能說明

展示盤

(Show Plate)
12吋 約 30公分

又稱服務盤 (Service 
Plate)或定位盤 (Place 
Plate)，在高級餐廳中
做為裝飾而不用來盛
裝菜餚。

主餐盤

(Dinner Plate)
10吋 約 25公分

又稱肉盤 (Meat Plate)，
主要用來盛裝主菜。

湯盤

(Soup Plate)
9吋 約 23公分 用來盛裝濃湯的深盤。

沙拉盤

(Salad Plate)
8吋 約 20公分

又稱前菜盤 (Appetizer 
Plate)，可同時供開胃
菜盤或沙拉盤使用。

點心盤

(Dessert Plate)
8吋 約 20公分

可同時供點心盤或水
果盤 (Fruit Plate)使用。

麵包、奶油盤

(B.B. Plate)
6吋 約 15公分

又可稱為邊盤 (Side 
Plate)，因放置客人最
左手邊，故稱邊盤。
麵包奶油盤主要是放
置麵包供客人食用，
英文全名為：(Bread 
Butter Plate)

8. (      ) 西餐餐具使用順序是  (1)由外往內  (2)由內往外  (3)由中間
向外  (4)客人使用方便就行。

  (1)

9. (      ) 中餐廳為客人上全魚時，如以客人方向為主，應   
(1)魚頭朝左，魚腹向外  (2)魚頭朝左，魚腹向內   
(3)魚頭朝右，魚腹向外  (4)魚頭朝右，魚腹向內。

  (2)

10. (      ) 龍蝦箝應放置在餐桌客人那一邊   
(1)左方  (2)右方  (3)右上方  (4)左上方。

  (1)

詳解 龍蝦鉗 (Lobster Cracker)通常與龍蝦叉 (Lobster Pick)搭配

一起使用，龍蝦叉放置客人右方，龍蝦鉗則放置左方。龍

蝦鉗是用來服務龍蝦或螃蟹使用，主要是將蝦蟹堅硬的外殼

夾碎。而龍蝦叉則是將龍蝦或螃蟹不易取出的蝦肉或蟹肉 

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