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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實習期間及個人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何東錦 
班    級：餐旅三乙 

學    號：498M0075 

時
間 

10年  01 月  17 日~ 101 年 7 月  31 日 

（共_____六____個月 或 共______小時） 

公
司
資
料
欄 

公司名稱：台北福容大飯店 

公司地址：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66號 

實習單位名稱：中餐廚房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何東錦 性別 男 

籍貫 台灣 

生日 1991.4.8 

身分證字號 L124197546 

現在住址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北路 95 巷 62 號 

聯絡電話 0937312752 

手機號碼 0937312752 

血型 A 身高 168 體重 58 

 

 

 



 

２． 實習單位簡介 

一． 系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12831450 

 公司名稱：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新北市五股鄉成泰路 1段 189巷 16號 

 代表人:郭美珠 

 電話：886-2-2701-9266 傳真：886-2-2755-5005 

 營業項目:旅館業 

二．公司簡介 

  福容大飯店連鎖，為國內知名營造建設集團“麗寶機構”之關係企業。 

集團成立於 1980 年，秉持「誠信的態度」、「穩健的經營」、「精良的品質 

」、「熱忱的服務」四大經營理念，不僅在營建本業屢獲佳績，年年贏得 

「國家建築金質獎」、「中華建築金石獎」、「福爾摩莎建築金獅獎」等殊 

榮，並於天下雜誌、商業週刊等全國建設業及 500 大服務業名列前茅。  

  麗寶機構吳寶田董事長深察時勢脈動後，洞燭機先判斷觀光休閒產業將是 

21世紀最有潛力的行業！遂以優質營建技術為基礎，邀集國內外飯店設計、規 

劃、經營專才，組成團隊，著手擘劃，發展福容大飯店連鎖集團。 

  福容大飯店 台北以細膩溫暖的專業服務，獲得台北市政府「接待 2009聽障

奧林匹克運動會旅館評核」英語組優等獎項，福容溫泉會館 淡水更於 2010年榮

獲得淡水地區首張溫泉標章認證，福容大飯店 桃園並獲得「2010北台灣餐館評

鑑」優良餐館的殊榮。 

  福容大飯店 林口、深坑於 2010年獲得國家建築金獎，福容大飯店 深坑更

於同年獲得交通部觀光局表揚為最佳服務飯店，旗艦飯店福容大飯店 淡水漁人



碼頭則於 2011年榮獲「促參建設館」第三名，殊榮連連的福容大飯店連鎖集團，

為消費者心目中理想飯店品牌。   

 

目標定位: 

  致力成為全台灣最具競爭力飯店連鎖體系的福容大飯店，以立足台灣，放眼

國際，永續經營為目標，預計再兩年將達成連鎖體系至少 15家飯店為目標。 

 

 

 

台北福容簡介:  

  福容大飯店，矗立於台北市仁愛、信義兩大主要幹道之間，緊鄰建國南路交流

道。往返信義計畫區、車程僅需 10分鐘。 

  鄰近台北忠孝購物中心，為一個繁華的商務、購物和休閒娛樂區域，自飯店出

發車程亦僅需 10分鐘。優越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國內外商旅人士及購物旅遊。 

福容大飯店 台北為國際級觀光飯店，大廳採國際型飯店一貫特有的挑高設計，

綠意盎然的花草盆栽佇立其中；展現出清新明亮的典雅風格。 

  擁有 120間頂級精緻客房與套房，時尚的設計風格，安全的住宿環境，科技化

的客房設備，迎合商務差旅、觀光旅客的各項需求。結合品味與時尚，獨一無二

的廣闊窗景，更將世界級地標 101金融大樓盡收眼簾。 

  國際化的館內設施、寬敞雅緻客房以及應有盡有的餐飲服務和精心打造的頂級

俱樂部設施，誠摯貼心的專業服務，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名仕，置身於愉悅自

在的氣氛中。     

 



 

 

三．主要商品與服務項目 

1.客房及商旅服務:客房住宿、商務中心  

2.餐飲服務:田園西餐廳、順園日本料理、宴會廳、大廳酒吧   

3.會員服務:  VIP 貴賓包廂、豪華客房 

4.休閒設施:  健身房、游泳池、三溫暖、水療 

    

 

房型介紹： 

1. 仕女樓層: 

 客房內特別訂製專屬寢室燈具，採用進口精品做為客房備品，擁

有浸泡式浴缸及隔離式淋浴間的大型浴室，提供女性最舒適優雅

的住宿空間。 

 

2. 精緻客房: 



 以時尚沉穩風格及安全的住宿環境，簡潔明亮的室內空間，博得

所有商旅人士青睞；房內提供直撥電話、寬頻上網，為商務出差

的最佳選擇。 

 

3. 豪華客房 

 

4. 行政客房: 

 14 坪寬敞的室內空間，房內及具時尚感的名品傢俱擺設，打造舒

適、寬敞的休憩環境。獨立淋浴及加大泡澡浴缸，豪華的衛浴設

備，非常適合長期商旅住宿。房內提供直撥電話、寬頻上網，為

商務出差的最佳選擇。 

 

5. 豪景客房: 



 位於高樓層的豪景客房，遠眺窗景視野遼闊，每房設有專屬陽台

更是在城市中難得一隅自在空間。房內運用溫暖色調及具時尚感

的名品傢俱擺設，寧靜寬敞的空間，適合重視居住品質的旅客。  

 

6. 豪華套房: 

 獨一無二的廣闊窗景，套房寬廣空間，包括臥室及寬廣乾溼浴室

空間，巧妙區隔，更保有個人隱私。房內陳列名家畫作與藝術品，

更增添藝術氣息。 

 

7. 福容套房: 

 室內引進自然採光，清新明亮的廣闊窗景，清楚遠眺 101 大樓，

台北美景盡收眼底。套房寬廣空間，規劃為豪華大床、寬廣乾溼

浴室、空間起居接待空間、內有小客廳，巧妙區隔，更保有個人

隱私。 



 

房型 價格（定價） 

精緻客房 NT$ 7,000+10% 

豪華客房 NT$ 8,500+10% 

行政客房 NT$ 9,500+10% 

豪景客房 NT$ 15,000+10% 

豪華套房 NT$ 18,000+10% 

福容套房 NT$ 22,000+10% 

房間總數 120間 

  

 

 

 



 

 

 

 

 

3．員工福利制度 

1. 依勞基法規定休假  

2. 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每年給予七天特休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給予十天特休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給予十四天特休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天，加至三十日為限 

3.員工餐廳  

4.員工消費優惠  

5.年度員工旅遊  

6.三節獎金或禮品  

7.生日小禮_禮券(生日當日須已服務滿六個月)，金額依當年度呈報為準 

8.提供制服及換洗服務  

9.享勞健保、團保及勞退提撥  

10.各項補助: 

結婚_本人$6000 

     子女$4600 

生育_本人/配偶$6000 

喪事_本人、父母、配偶$6100 

     祖父母、未成年子女$4100  

 



 

 

 

 

 

4．福容成長史 

福容大飯店連鎖旗下目前共有十二家飯店正式投入營運 

2002 福容大飯店  中壢店(第一家) 

2007 三鶯店(六月) 桃園店(七月) 

2008 台北店(五月) 淡水溫泉會館(五

月) 

2009 墾丁店(七月) 林口店(八月) 

2010 深坑店(五月) 福隆(五月) 

花蓮店(12月)高雄店(11月) 

2011 淡水漁人碼頭(6月) 

月眉預計於 2012年初夏登場，埔里、福隆二期等都在積極籌備中，預計將成立 

至少十六家連鎖飯店。  

  福容大飯店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永續經營，將成為全國最具競爭力之新 

飯店連鎖體系。 “ 誠摯貼心、自在福容 ” ，福容大飯店盼能以最優質的服務 

，迎接每一位蒞臨的貴賓。 

福容精神格言: 



誠摯貼心    熱情奉獻    觀察所需    協同合作    全力以赴 

卓越品質    創新思維    鼓勵成長    實踐夢想    優質服務 

福容職能: 

1. 核心職能:所有福容工作夥伴所應具備之能力 

2. 專業職能:各部門福容工作夥伴所應具備之專業技能 

3.領導與管理職能:所有福容管理階層工作夥伴所應具備之能力 

5．實習部門組織圖 

 



 

 

 

 

 

6．工作職掌 

實習單位：宴會廳(內場) 



尊榮典雅的宴會廳，格局完整，空間可彈性運用，全區開放，至多容納中式

宴席 50桌、西式餐會 250人;無論是商務研討會、慶功宴、生日會、婚禮皆是您

最佳首選 

喜宴首選-豪華氣派水晶燈飾、舒適寬敞的空間，擁有專業服務團隊，精緻

美饌佳餚，提供中式喜宴服務，最多可容納至 50 桌，是您舉辦最佳婚禮的首選

之地 

專屬宴會服務-五星級專業廚藝，提供中西式佳餚，呈現精緻風味。讓您的

重要宴會圓滿順利 

專業會議-場地亦可彈性間隔，做為會議、研習、記者會…等場地，能依賓

客之需求規劃安排，投影、網路與視聽器材等專業設施齊備完善，凝聚共識事半

功倍 

 

 

 

 

7．實習週誌 



 

 

工作週誌１ 

日期: 101  年  01  月 17日至  101 年 01 月  31 日。 

    

    

   在還沒實習前我已經充滿了熱情，迫不期待從這裡學到師傅的手藝與吸

收師傅的經驗．雖然說對這裡的一切非常陌生，但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第一天，第一件事要學的就是要了解，食材擺放的位置，以及菜單上的

認識，一切對我來說都好陌生，非常怕自己無法吸收得這麼快，這一段磨合

期讓我撐得非常辛苦，過完了這禮拜，覺得我應該會漸漸改善，畢竟才剛開

始，還有空間可以進步！ 

   

 

工作週誌２ 

日期: 101年 02  月 01 日至 101 年 02月 17日。 



 

 

 

 

 

    

   一天天的過去了，終於撐過了一個月，在這個月我學到了，做各式各

樣的雞湯，還有手工米糕、魚翅的發泡等等，一切都很新鮮，學習的過程算

是很開心。 

   因為熟悉了工作，師傅叫我做的東西越來越多，使我學得非常的快，

讓我覺得非常充實，主廚也有看到我的用心．跟我說如果以後還想做，餐飲

業的話，可以去找他，這句話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讓我非常感動。 

   上完第一個月的班非常開心，因為我比剛報到的我又成長了許多，也

很開心能與 18位親切的師傅工作與學習． 

 

 

工作週誌３ 

日期: 101 年 02  月 18 日至 101 年 02月 30日。 



 

  

 

 

    

  在這個月裡，很榮幸能夠參加福容的春酒，之前都是我們在幫別的公司或

企業辦春酒，這次終於輪到我們自己，好期待唷!!! 

    春酒那天，整個就呈現在很 high的氣氛裡，一邊工作一邊吃春酒，好奇妙

的感覺，那天還有摸彩的活動，我摸到了月眉的入場券唷，可惜我對那個沒興

趣，就賣給了其他師傅，另外公司也有發新光三越的禮券，這個對我來說就很

實用，當晚我還參加了喝可樂大賽，以接力的方式，最後我們這一組勇奪了第

3名，算是我在福容創下的第一個輝煌紀錄吧。 

   在工作方面，有時候還是會小犯錯，師傅也會提醒我做事要用心一點，還會

教我怎麼做事才會做得快，真的很感謝他們這樣教我。 

 

 

工作週誌４ 

日期: 101 年 3  月 １ 日至 101 年 3 月 15日。 



 

 

    

  實習不知不覺已經過了 3 分之 1，工作方面已經很熟悉了，但再過不久

又要重這裡離開，有點捨不得． 

   在這裡學到的不只是實務上的經驗，許多師傅也常告訴我一些做事情的

道理，還有怎麼做才會有條理，怎麼做才會快，並不是一直在瞎忙。 

  這個月生意還算不錯，一到假日，就有一百多桌的生意，讓我覺得很有

挑戰性，或許是這樣，讓我成長的也特別快，雖然有時會小出包，也常被師

傅們”砲”，但這些都是使我成長的養分，我想繼續保持這份工作熱誠，直

到實習結束。 

 

    

 

工作週誌５ 

日期:  101   年  3  月 16 日至 101 年 3 月 31日。 



 

 

 

 

 

    

  這幾個月我從不熟悉到現在做事非常熟練，但或許是因為非常熟練了，

而開始變得沒有那麼戰戰兢兢，有一次在做佛跳牆時，不小心沒有放到魚翅，

主廚當天非常生氣的告誡我，不要以為你都會了，就可以不用戰戰兢兢的工

作，做任何事情都要非常小心，所以說做事情必須要認真才行，不然做錯了

不但浪費時間還更浪費了許多食材． 

   當天下班後，心情非常的沮喪，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了，明明是會做

的東西，卻搞成這樣，我想這次的事件，真的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工作週誌 6 

日期:  101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4 月 15日。 



 

    

4 月開始倒數我們即將從這裡畢業，4 月的生意，比起上個月，真的是差強

人意，也算是看見了飯店業的另一種型態吧，我們在這裡所學習的知識與經驗，

雖然說在這裡學的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實我認為，有剛開始的美

好，往後才會更美好，不需要計較我們能從這裡帶走多少，開心、熱情工作，

是我現在的目標． 

  4 月也算是我，在福容的分歧點吧，想學習更多，想看見更多，或許是這

樣，使我開始想學別的部門的料理，我跟點心房的師傅還不錯，他看我也有想

學的心，教我打燒賣餡，以及製作菜頭粿，這兩樣可以算是他的絕學，我能有

榮幸得到他的親傳，真的是很幸運。 

工作週誌 7 

日期:  101   年  4  月 16  日至 101 年 4 月 20日。 



 

    

    在這邊工作也 4.5個月了，可以說是完全上手了，只不過有時候還是會粗 

心大意，忘了一些小東西，師傅們有時也會炮我，剛開始心情還是調適不過來，

不過我相信這一切都是讓我更加成長的過程。我每天依然保持著，好學的心態

在上班，有時會很急的看到什麼學什麼，不過師傅們也都跟我說，有些東西是

要經過日經月累的，不要急於一時，在各個區域，學來學去真的很好玩，也跟

一些師傅建立了好情感，希望這份熱忱可以繼續保持下去，永遠不變。 

 

工作週誌 8 

日期:  101   年  4  月 21 日至 101 年 4 月 30日。 



 

    

   好興奮唷!!!已經 4月底了，實習日子也開始在倒數了，從剛開始到現在會

做的東西也越來越多，頗有成就感，不過看了 5 月的假表，就突然感受到一股

疲累感，可以說是每個假日都很精彩，不過比起平平淡淡的過每一天，還不如

充實的過日子更實在。主廚還有師傅們，在這個月也在想換新菜色、新菜單的

事，讓客人感受到我們的菜色不是一程不變的，到目前為止，我在福容的日子，

讓我學到了，做事情不能只光看表面，在怎麼簡單的事也有困難的一面，需要

去了解與實踐，才會有收穫． 

工作週誌 9 

日期:  101   年  5  月 1  日至 101 年 5 月 15日。 



 

    

     時光飛逝，終於來到了 5 月，真的很佩服我可以撐到現在，中間經過了

許多，風風雨雨、瑣瑣碎碎的事，不是一天可以講完的，撐到 5 月，師傅們知

道我快離開了，也常常會酸我，說:快走了就給我大尾起來了唷!!，快走了就可

以常常分心唷等等，雖然是開玩笑的在說，不過我有時還是會把這些酸我的話

放在心上，工作認不認真，只有自己最清楚，師傅就算沒看到我的努力，但只

要對得起自己就好，所以每天要對自己說，開心工作也是一天，難過工作也是

一天，那你為何不開開心心的工作呢? 

      

工作週誌 10 

日期:  101   年  5  月 16  日至 101 年 5 月 20日。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真的好快，想想我前幾個月還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

孩，到現在的我，真的成長了好多，在休假的時候，總覺得沒事做，想回去上

上班，在上班的時候，好想著要休假，人真的是一種很矛盾的生物，後來我想

通了一個道理， 忙碌是一種幸福，讓我們沒有時間體會痛苦，奔波是一種快樂， 

讓我們真實的感受生活，我想現在的我，已經開始在懷念在福容的日子了。 

 

工作週誌 11 

日期:  101   年  5 月 21  日至 101 年 6 月 1日。 



 

8. 實習之整體評估 

一.教育訓練 

   當我一踏入福容的中餐廚房時，主廚就先跟我們介紹，廚房的各個區域，有:

    

     終於來到的 6 月，在台北生活的這些日子，真的讓我感受到，台北人

的忙碌以及資訊的發達，每當休假時，都會出去走走，淡水、新店、西門町、

台北車站等等，當實習結束之後，台北的各個景點，都要給他跑透透。 

      在福容的每一天，都要感謝師傅用心的教導，願意解答我的問題，讓

我一一了解這些基本的原理，在這裡自己也成長不少，做事情不再魯莽，能

負擔的壓力也提升很多，在這裡不開心的事都過了，帶走的只有美好的回憶． 

 



水台區、砧板區、火爐區、蒸籠區、點心區、冷盤區，這些區域在廚房工作中依

程序是固定的，以方便整個廚房的運作。每天工作結束時都必須確定所有的區域

都清理乾淨，工具都歸回原位，電力也都確實關閉。 

   每個禮拜也都會上一次教育訓練課程，像是鮑魚的種類介紹、蒸籠的功能介

紹等等，當介紹完時還會隨堂測驗，這樣才會知道到底懂了沒有，廚房的每個區

域都存在著危險因子，所以都必須有人在一旁看顧，才不會發生意外。 

二.人際關係 

   我們廚房師傅加我們實習生共有 19位，每一位師傅的個性都不一樣，想要跟

每個區域的師傅都打好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這也許是我來實習的另

一個重要課題，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還是很重要的，平常時別的部門需要你時，你

可以多出一份力，而你在需要幫助時別人也會反過來幫助你，這種互助的精神非

常重要。 

三.主管領導方式 

  我有兩位師傅，一個是主廚、一個是蒸籠師傅，兩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主

廚的作風比較保守，最主要就是菜要有熟有熱，而另一個師傅比較比較注重食

物的新鮮度，所以一開始讓我很不知所措，不知道聽哪一個才是對的，但做久

了之後，你就會發現適合自己順手的方式。 

 

 

 

四、工作中最難忘的事物 

  我的個性比較粗心大意，我有一次在做”山藥四寶燉翅湯”的時候，一開始

在做的過程非常順利，感覺非常自我良好，但當湯送出去的時候，我發現我忘

了放魚翅，而且客人還跟我們投訴，我們主廚非常氣憤，訓誡我做菜時一定要



再三注意，所謂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的道理，要牢牢記住，不要放完假回來，

還處於放空的階段，工作時要戰戰兢兢的做事，不要因為只有一、兩張單而鬆

懈大意。我想經過這次的機會教育，我真的成長了許多，也體會到許多，人最

怕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盲點，當你發現了這個盲點，就是你成長的時候了，我想

這也是主廚的用意，讓我一輩子都記得發生過這件事，用來警惕我自己。 

五、最滿意及最不滿意的事 

  在工作上最滿意的是，因為我們的廚房很大，而且有很多區域，對一個廚師

來說，算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學習場所，每個區域都有值得學習的事物，而且

只要打好關係，師傅們還會教你，一些獨門秘方，像我在點心區就學到了，師

傅獨門的燒賣餡配方以及菜頭粿的配方，在冷旁區我也跟師傅學了醉雞以及馬

鈴薯沙拉的配方等等，這些都是無價之寶，一生受用無窮。 

  最不滿意的應該是，每當在婚宴 100 多桌的日子，非常的難熬，每次都從早

上 8 點連上到晚上 9 點，這一段的戰鬥時間，可以說是非常疲累，很怕自己不

堪勞累而突然倒下，但往往都是靠意志力撐了過來，算是另一種的學習體驗吧。 

六、對時實習單位的建議 

  我覺得我們的廚房的一些大型機具都要整修保養，因為也用了有 5.6 年之久

了，再不做一些維護的動作，恐怕將來會出意外，那些機具一出意外傷到人，

一定都是要送醫住院的，希望各位主管可以多留一這點。 

   

 

 

9.實習心得及實習後對未來的規劃、期許和目標 

 

  在飯店的工作環境裡，不能只是單打獨鬥，而是要團隊合作，這是我從中廚

這個環境學到很重要的東西之一，如果一心只想著把別人打垮，和別人競爭，就



少了許多與人合作的好處。 

  因此餐廳內外要互相配合，不能只是顧自己的區域而已，還要配合其他區

域，向是爐子區、點心區等等，外場服務生也扮演了，傳達客人的需求的角色，

服務生、領班和內場廚師要合作才能將出菜速度達到最高效益。也就是說我們是

一個團隊，我們各司其職才能完美演出每日的營業。 

   在這個人與人一起工作的職場裡，每個人都要學會退讓、包容，不學會這

些的話，工作起來會變得非常痛苦，例如:常常與別人計較工作內容、休假排班

喬不攏等等。所以有時要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不要去計較得與失，

這樣工作起來才會快樂。 

   在飯店裡真的學到好多，不能亂發脾氣，不能沒禮貌，不能想哭就哭，不

過以上總總的"不能"其實對我來說沒什麼太大困難，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很開

心的，所以也不會太壓抑自己，會遇到很多狀況，不一定旁邊馬上有人可以幫你，

所以還是必須學著獨立要自己想辦法，經過這麼久的訓練現在已經可以勇敢的面

對的種種挑戰，只要不要太誇張應該都還可以自己對付，不必請到主廚或師傅。 

    進入職場後，面對的上司與下屬關係，遠比學校裡師生關係複雜的多，主管

中每位個性和處理方式又不盡相同，有的主管會願意放手，看著你做，當碰到問

題時求救他會願意幫你，有的就是要把你帶在身邊，要你一步一步跟他做，比較

討厭的是冷眼旁觀型，感覺在一旁看好戲，等你做錯時就跳出來說:『跟你說幾

次了，你還做錯..，我想每個工作場所應該都會有這些主管，甚至更多類型，在

實習的地方，就感覺的到自己會盡量靠近放手的主管，對那種“討厭的”主管敬

而遠之。 

     我認為，當一個公司企業將人才培養成『主管』之後，必須要教育帶人帶

心的能力，每個人的個性及對事情的處理方式不見得一樣，但當領導時所要散發

的氣度理當相同，讓公司的組織透明化，不要因而產生嫌隙或不滿及誤會，才主

管也應敦促部屬嘗試新事物，但是切忌在部屬失敗時，狠狠的指責他們，而應以

討論的方式，讓大家都學到經驗，並學習如何在別人跌倒的時候，扶他們一把，



這樣才能讓公司更好。 

     這次實習讓我受益良多，讓我看見自己以後努力的方向，期待日後，能站

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勇敢的活出自我，不留遺憾的過完每一天。 

 

 

 

 

 

 

 

 

 

 

 

 

 

 

 

 

 

 

10 ．照片集 



      

副主廚合照 

 

每天最重要的事(看菜單) 

 

頭爐師傅的與我 



 

冷盤師傅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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