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 

報名簡章 

一、 活動主旨： 

為活絡新北市貢寮地區觀光產業型態、帶動北部九孔產業、發展異

業結盟之連結性，並協助業者推廣貢寮九孔鮑的美味，特規劃辦理首屆

「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期透過本活動辦理，推廣新北

貢寮九孔鮑特色之糕點，以創意為核心，開發在地伴手禮之亮點，提升

新北貢寮九孔鮑之市場能見度與知名度，進而帶動地方觀光與活絡相關

產業之發展，創造商模與經濟效益。透過本競賽，期能激發參賽者對食

材的應用與研發，將所學與實務結合，亦藉此培育具烘焙專業或興趣的

學生。 

二、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會 

三、 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貢寮區公所、醒吾科技大學、 

新北市鹽寮海濱休憩園區 

四、 贊助單位：心藝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福鮑企業社 

五、 競賽時間：2019年 08月 29日(星期四) 上午 8:00至中午 12:00 

六、 競賽地點：醒吾科技大學國際廚藝學院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 101號生活大樓 B1） 

七、 參賽資格：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在校餐飲相關科系學生 

八、 報名方式:  

1. 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參賽組別填妥報名相關表格(附件一及附件二)，

以電子郵件方式於 8月 21日(星期三)前寄至報名信箱

(h056@mail.hwu.edu.tw)，資料經審核後取 10組，並將於 8月 23日

(星期五)前以電話通知入選者參加 8月 29日當天現場比賽。 

2. E-mail寄件標題請註明【2019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校

名)－(參賽者聯絡人姓名)】，本單位收妥報名資料並確認無誤後，

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報名完成確認通知。 

競賽諮詢請洽(02)2601-5310轉 2482 梁語宸老師 

mailto:h056@mail.hwu.edu.tw


 

九、 競賽規則： 

(一) 1-2人為一組，於 2小時內完成 12人份月餅，6份作為評審試吃，

其他 6份作為作品展示。 

(二) 比賽時間開始遲到者扣總分 5 分，比賽時間終了，經主辦單位提

示仍未停止者，扣總分 3 分(時間終了前 5 分鐘主辦單位將提醒參賽

者剩餘時間)。 

(三) 月餅食材採用大會提供之冷凍熟九孔鮑產品等食材製作。 

(四) 比賽食材嚴禁攜帶半成品。 

(五) 每組完成品將由主辦單位提供 90cm*60cm 桌子乙張供展示，成品

欲做精緻展示者，請自備餐盤與盤飾；餐具需以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

且禁用一次性之環保餐具。 

(六) 參賽者請於比賽結束後徹底打掃工作環境並歸還使用器具，經現

場協助人員確認後方可離場。  

十、 比賽注意事項： 

(一) 月餅名稱、食材內容、烘焙料理時間長短、參賽食譜須於報名時

一併填寫繳交(附件二)。 

(二) 請以冷凍熟九孔鮑為主軸，選用在地當季食材搭配製作出 12 人

份的創意月餅。 

(三) 比賽所有食材、原物料由選手自行準備，冷凍熟九孔鮑由大會提

供。 

(四) 參賽選手須穿著完整廚師制服(包括圍裙、帽子、包頭鞋，需自

備)。 

(五) 製備過程所須簡單器具與設備（如西式四口爐、烤箱、冰箱、烤

盤、攪拌器、鋼盆、刮刀…等）由主辦單位提供。 



(六) 成品完成後須清理比賽現場，並由主辦單位確認使用器具無缺損

後方可離開比賽現場，器具之缺損原因可歸因於參賽者時，參賽

者須負責賠償部份。特殊器具如模型、擺飾品等請自備。 

(七) 評比分數，第一部分：風味與口感 40%，第二部分：創意性與商

品價值 20%，第三部分：營養成份 20%，第四部分：衛生安全 10%，

第五部分：展台佈置(含菜卡)10%。 

(八) 成品所陳內容，不得出現不可食用之裝飾物品。 

(九)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審判長決定從缺。 

(十) 參賽作品以原創未對外公開發表為限，且不得抄襲他人作品。經

查屬抄襲或侵權者，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得獎者

亦予追回獎金、獎狀，不得異議。 

(十一) 主辦單位取得得獎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包含永久無限制重

製、公開播放、網路公開傳輸等；主辦單位給付之獎金，即為取

得該作品各項權利之對價。如涉及侵害他人權利情事致影響作品

發行、運用者，由參賽者負全部法律責任並協助訴訟外，主辦單

位並得依法對參賽者請求損害賠償。  

(十二)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之權利，並對比賽結果擁有

最終決定權。  

(十三) 比賽名次獎項 

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5,000元、獎牌、獎狀 

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3,000元、獎牌、獎狀 

第三名 獎金新台幣 2,000元 、獎牌、獎狀 

佳作 取七名  獎金新台幣 500元、獎狀 

(十四) 第一名將受邀於 9/11至貢寮鹽寮藍灣海濱休憩園區 (園址：新

北市貢寮區沿海街 45 號)參與頒發冠軍獎盃一座暨月餅推廣活動，

協助製作兩百份月餅，提供心藝 9/12 行動餐車據點市集計畫公益

活動。（食材費、交通費、出席費由主辦單位提供）。 



十一、 競賽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8/29 

08:00-08:30 報到 
參賽組報到後，至比賽區準備料理

食材及餐具清洗等前置作業。 

醒
吾
科
技
大
學  

國
際
廚
藝
學
院 

08:30-08:45 長官致詞 

1.醒吾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黃寶元 院長 
2.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 
  會 陳貴芝 理事長 
3. 新北市鮑魚生產合作社理事 
   吳勝福 主席 

08:45-08:55 評審競賽說明 評審長 

08:55-09:00 參賽組就定位 
1.參賽者就定位。 
2.工作人員確認參賽者是否就定位。 

09:00-11:00 比賽開始 評審評分 

11:00-11:30 
月餅展示 
經驗交流 

1.參賽者將作品放置展示區，料理比

賽場地清理。 
2.分數計算。 

11:30-12:00 頒獎 長官頒獎 

12:00 賦歸  



比賽場地設備表 (每組) 

項目 設備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註 

基

本

設

備 

01 工作台 
長 × 寬 × 高 約 (360× 90 × 80 
公分) 

台 1  

02 西式四口爐  組 1  

03 單層電烤箱 
長 × 寬 × 高 約 (48× 75 × 21 

公分) 
台 1  

04 攪拌機 
含 12公升攪拌缸，附各缸適用拌
打器 3 件 

組 1  

05 電子秤 1 公斤/1g 台 1  

06 不鏽鋼盆 直徑 26 公分 個 1  

07 擀麵棍 木製/27 公分、直徑 3.8 公分 支 1  

08 塑膠刮板(片) 長 12 公分*寬 10 公分 支 1  

09 量杯 1000ml、240ml 只 1  

10 麵粉篩 39*20 公分 個 1  

11 毛刷 5 公分塑膠柄羊毛刷 支 1  

12 抹布  條 1  

13 隔熱手套  雙 1  

14 剪刀  支 1  

  



 2019 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報名表暨同意書 

組別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2019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 

報名表 

參賽隊名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 

學校名稱∕科系  

指導老師  

老師是否帶隊   □ 參加  □不參加 
聯絡電話  

參賽選手基本資料 （一） 第一順位為主要連絡人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身份證（正面） 身份證（反面） 

參賽選手基本資料 （二）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身份證（正面） 身份證（反面）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取得得獎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包含永久無限制重製、公開播放、

網路公開傳輸等使用方式。 

參賽者（一）簽名： 參賽者（二）簽名： 

附件一 



 
2019 心藝全國創意貢寮九孔鮑月餅競賽 

配方表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產品名稱  

材料名稱 
百分比

( ) 
重量(g) 製作過程(詳細說明) 

     

    

    

    

    

    

    

    

    

    

    

    

    

    

    

    產品照片 

    

    

    

    

    

    

    
 

    
 

 

附件二 



醒吾科技大學校園地圖及乘車資訊 

            

  

 

 

 

 

 

 

 

 

 

 

 

 

 

 

 

 

 

 

 

 

 

 

 

 

 

 

 

 

B1國際廚藝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