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 

第一屆國產雜糧創意廚藝競賽簡章 

一、 活動主旨與目的： 

台灣依賴進口雜糧，市面雜糧 94%從國外進口，不僅消耗碳足跡，倘出

口國無法出口時，更會造成台灣糧食危機。所以農糧署推動大糧倉計畫，推

廣國產雜糧作物，包括：黃豆、黑豆、毛豆、樹豆、紅豆、綠豆、薏苡、小

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藜（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

更提倡種植有機、產銷履歷雜糧，希望讓台灣的國產雜糧的糧食自給率提升，

而這次的廚藝比賽，希望更多學生跟餐廳廚師認識國產雜糧，進而在未來的

餐點使用，為糧食自給率提升盡一份心力。 

二、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三、 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四、 承辦單位：有心事業有限公司 

五、 贊助單位：台北華國大飯店 / 摩斯漢堡 / 台灣家樂福 / 誠品書

店誠品知味 / 18度 C巧克力工房 /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海壽司 / 比薩幫有限公司 / 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 / ICIF義大利

國際廚藝學院 /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瓜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宏捷食品有

限公司 /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 穀盛股份有限公司 / 華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 率馬企業有限公司 / 屏東縣恆春鎮農會 / 雲林縣虎尾

鎮農會 /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 嘉義縣六腳毛豆大豆雜糧生產合作

社 / 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 大人物農產運銷合作社 / 老鷹

紅豆 / 黑翅鳶農場 / 余順豐 / 高宗懋 

六、 參賽資格及參賽組別： 

   (一)高中職組： 

1. 參賽資格:年齡須 18歲(含)以下全國高中職學校觀光餐飲相關科

系在校學生。 

2. 參賽組別: 

(1) 創意五穀雜糧米漢堡。 

(2) 創意瑪格麗特手工 Pizza暨五穀雜糧創意飲品。 



    (二)大專/職業組： 

1. 參賽資格:年滿 18歲至 35歲，全國大專院校觀光餐飲相關之在

校生，或具備餐飲相關行業工作經驗之專業人士。 

2. 參賽組別:創意和風洋食餐點。 

七、 初賽相關說明： 

(一) 採書面審核制，以國產雜糧(包含黃豆、黑豆、毛豆、樹豆、紅

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藜（紅藜）、

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等)為主題，參賽者提出參賽作

品標準配方表(含照片)以供審查，報名表及標準配方表，詳如附

件。 

(二) 將報名表及標準配方表郵寄至：203基隆市復興路 313號經國管

理暨健康學院餐旅廚藝管理系(收件人：吳奕慈小姐)；連絡電

話：(02)2437-2093分機 262，收件截止日期：109年 08月 14

日。 

(三) 入選決賽名單公告日期：109年 08月 21日(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決賽相關比賽規定)。 

(四) 為利主辦單位準備決賽所需食材，公佈決賽名單後，針對主辦單

位所提供之食材(國產雜糧、海鮮、肉類等，詳見八、決賽相關

說明)，請各組選手提前通知主辦單位所選用之食材。 

八、 決賽相關說明： 

(一) 現場實際操作。決賽時間：109年 09月 12日(六) 08:00-17:00；

決賽地點：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志平樓三樓西餐烹飪教室/志平樓

二樓烘焙教室。 

(二) 各組別規定如下: 

1. 高中職組: 

(1) 創意五穀雜糧米漢堡： 

A、 請在 60分鐘內完成作品 2盤，每盤總重量 120公克以上。 

B、 裝盤必須用 2個獨立餐盤(需自備)。 

C、 比賽進場期間，操作台須放置配方表。 

D、 主辦單位提供食材如下: 

(A) 指定國產雜糧食材:黃豆、黑豆、毛豆、樹豆、紅豆、綠

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藜（紅藜）、

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共計 16項，須選擇至



少 2項使用。 

(B) 海鮮：鯖魚、小卷及劍蝦，共計 3項，須選擇至少 1項

使用。 

E、 除主辦單位提供之食材外，選手自帶所須食材及器具。 

(2) 創意瑪格麗特手工 Pizza暨五穀雜糧創意飲品：  

A、 請於 90分鐘內完成以下作品: 

 (A)8吋瑪格麗特風味 Pizza：使用指定食材國產小麥麵粉，

由選手現場手作麵糰(共 2個，麵團重量需為 160g-

200g)，其餘醬料及配料需自備。(*公佈決賽名單時，同

時公佈提供選手製備麵團之場地及時間) 

(B)五穀雜糧創意飲品：製作五穀雜糧創意飲品 350㏄(共 2

杯)。 

B、 裝盤必須用 2個獨立餐盤及 2個獨立杯子(需自備)。 

C、 比賽進場期間，操作台須放置配方表。 

D、 主辦單位提供食材如下: 

(A)8吋瑪格麗特風味 Pizza:提供指定國產小麥麵粉，須使

用。 

(B)五穀雜糧創意飲品:提供指定國產雜糧食材，黃豆、黑

豆、毛豆、樹豆、紅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

麻、高粱、臺灣藜（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

玉米，共計 16項，須選擇至少 2項使用。 

(6) 除主辦單位提供之食材外，選手自帶所須食材及器具。 

2. 大專/職業組：創意和風洋食餐點 

(1) 請在 90分鐘內完成作品。 

A、 五穀雜糧創意壽司：以國產雜糧及指定海鮮白帶魚製

作，共 2盤，每盤總重量 160公克以上。 

B、 肉類創意主菜：以國產雜糧為配菜或澱粉類，指定肉品

為戰斧梅花豬排或櫻桃鴨胸。肉類創意主菜須以和風洋

食風格呈現，共 2盤。 

(2) 每道菜裝盤必須用 2個獨立餐盤呈現(需自備)。 

(3) 比賽進場期間，操作台須放置配方表。 

(4) 主辦單位提供食材如下: 

A、 五穀雜糧創意壽司： 

(A) 提供指定國產雜糧食材，黃豆、黑豆、毛豆、樹豆、

紅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



藜（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共計

16項，須選擇至少 2項使用。 

(B) 提供指定海鮮白帶魚，須使用。 

B、 肉類創意主菜： 

(A) 提供指定國產雜糧食材，黃豆、黑豆、毛豆、樹豆、

紅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

藜（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共計 16

項，須選擇至少 2項使用作為配菜或澱粉類。 

(B) 提供指定肉品戰斧梅花豬排及櫻桃鴨胸，須選擇至少 1

項使用。 

C、 除主辦單位提供之食材外，選手自帶所須食材及器具。 

九、 競賽分數配比: 

(一) 初賽書審分數配比 

資料完整度 10分 

食譜表編寫 25分 

產品創意理念 25分 

菜餚設計呈現 30分 

使用國產雜糧介紹 10分 

總分 100分 

1. 裁判組:由餐飲業專業人士組成。 

2. 依評審分數高低，高中職組(創意五穀雜糧米漢堡)錄取 24名、

高中職組(創意瑪格麗特手工 Pizza暨五穀雜糧創意飲品)錄取

12名、大專及職業組錄取 12名參賽選手進入決賽。 

3. 未通過初選者，不另行通知，亦不接受任何個案討論。 

4. 大會有權將依入圍決賽狀況調整組數，並公布於入選決賽名

單。 

(二) 決賽分數配比: 

材料準備/Mise en place 10分 

正確的烹調技術及食材運用 20分 

廚房管理 10分 



擺盤/創新 10分 

口味及質感 40分 

使用國產雜糧介紹 10分 

總分 100分 

十、 獎勵辦法:  

(一) 高中職組(創意五穀雜糧米漢堡) 

       特金牌最高榮譽獎(壹名) 獎牌、獎狀、獎金 10,000元 

     金牌(貳名)：獎牌、獎狀、獎金 6,000元。 

     銀牌：獎牌、獎品、獎狀。 

     銅牌：獎牌、獎品、獎狀。 

     優勝：獎狀。 

  *銀牌、銅牌及優勝依決賽分數決定錄取人數。 

(二) 高中職組(創意瑪格麗特手工 Pizza暨五穀雜糧創意飲品) 

   特金牌最高榮譽獎(壹名) 獎牌、獎狀、獎金 10,000元      

 金牌(貳名)：獎牌、獎狀、獎金 6,000元。 

   銀牌：獎牌、獎品、獎狀。 

   銅牌：獎牌、獎品、獎狀。 

   優勝：獎牌、獎品、獎狀。 

*銀牌、銅牌及優勝依決賽分數決定錄取人數。 

(三) 大專及職業組(五穀雜糧和風洋食) 

   特金牌最高榮譽獎(壹名)獎金 20,000元 

        金牌(壹名)：獎牌、獎狀。獎金 10,000元。 

        銀牌(貳名)：獎牌、獎狀。獎金 8,000元。 

        銅牌(貳名)：獎牌、獎狀。獎金 5,000元。 

          優勝：獎牌、獎品、獎狀。 

       *優勝依決賽分數決定錄取人數。 

 

 

備註: 

1. 所有參賽決賽選手，均頒發參賽證書。 

2. 獲獎者未來須配合主辦單位參與相關行銷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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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 

第一屆國產雜糧廚藝影片競賽簡章 

一、 活動主旨與目的： 

    台灣依賴進口雜糧，市面雜糧94%從國外進口，不僅消耗碳

足跡，倘出口國無法出口時，更會造成台灣糧食危機。所以農糧

署推動大糧倉計畫，推廣國產雜糧作物，包括：黃豆、黑豆、毛

豆、樹 豆、紅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

藜（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更提倡種植有機、

產銷履歷雜糧，希望讓台灣的國產雜糧的糧食自給率提升，而這

次的線上廚藝比賽，希望更多消費者和廚師認識國產雜糧，進而

在未來的民生使用以及餐點選擇上，為糧食自給率提升盡一份心

力。 

二、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三、 承辦單位：有心事業有限公司 

四、 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 台北華國

大飯店 / 摩斯漢堡 / 台灣家樂福 / 誠品書店誠品知味 / 18

度 C巧克力工房 /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海壽司 / 比

薩幫有限公司 / 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 / ICIF義大利國際廚

藝學院 /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瓜

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宏捷食品

有限公司 /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 穀盛股份有限公司 / 華欣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率馬企業有限公司 / 屏東縣恆春鎮農會 

/ 雲林縣虎尾鎮農會 /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 嘉義縣六腳毛豆

大豆雜糧生產合作社 / 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 大人物

農產運銷合作社 / 老鷹紅豆 / 黑翅鳶農場 / 余順豐 / 高宗

懋 

五、 徵選時間:報名&上傳時間自即日起至8月31日下午11時59分

止。 

六、 人氣投票時間:自109年9月1日 am 12:00日至9月20日 pm 11

時59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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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拍攝主題: 

(一) 以「國產雜糧料理烹飪」為主題進行發想拍攝。 

(二) 材料需使用指定食材國產黃豆、黑豆、毛豆、樹豆、紅豆、

綠豆、薏苡、 小麥、蕎麥、胡麻、高粱、臺灣藜（紅藜）、

小米、落花生、甘藷、 食用玉米，至少需選擇一項國產雜糧

為主、副食材。 

(三) 影片內容需含字幕、原料比例、原料出處、以及烹飪過程資

訊並以成品料理為最終成果。 

八、 影片長度:5分鐘為限 

九、 影片規格:解析度在720p (1280x720)以上 

十、 報名&影片上傳: 

(一) 參賽者需將影片上傳至自己的 YouTube頻道，影片檔案格式

依 YouTube規定上傳，並完整填妥影片標題、說明及標記，

並將影片設定為開放公開瀏覽，且將開放嵌入的功能打開。 

(二) 影片標題必須為【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第一屆國產

雜糧廚藝影片競賽+自訂標題】訂定，影片說明必須敘明個人

或團體名稱、拍攝說明等。 

(三) 報名表單: YouTube網站上傳完成後請務必於活動網站填寫

線上報名表單，表單內請確實填寫 Youtube影片觀看連結並

標註影片標題。 

(四) 報名網址：

https://contest.bhuntr.com/tw/4u0ipqfxb2s1mtfrgm/ 

十一、 參賽資格: 

(一) 不限國籍與年齡，學生、一般民眾，均可報名參加。 

(二) 不限個人或共同創作參賽（人數無限制）。 

(三) 不限參賽件數 (可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請個別分次填寫表

單)。 

十二、 分數計算機制: 

(一) 主(承)辦單位分數比重佔20%。 

(二) 餐飲相關專業人士評審分數比重佔40%。 

(三) 人氣投票平台人氣票數多寡比重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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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氣票數統計數截止至109年9月20日下午11時59分)。 

十三、 評分標準: 

(一) 主題意象(25%):清楚表現拍攝主題、完成符合競賽主題之作

品。 

(二) 菜餚創意理念(35%):發揮國產雜糧新鮮、營養等獨特性，完

成具創意的餐飲作品。 

(三) 菜餚設計呈現 (30%):產品食譜、擺盤呈現、烹調技術與食材

應用。 

(四) 影片呈現流暢度(10%):影片剪接、畫面呈現、拍攝與剪接流

暢度。 

十四、 獎勵辦法: 

(一) 第一名：獎勵金新臺幣30,000元，獎狀一只，錄取1名。 

(二) 第二名：獎勵金新臺幣10,000元，獎狀一只，錄取1名。 

(三) 第三名：獎勵金新臺幣5,000元，獎狀一只，錄取1名。 

(四) 佳作：獎勵金新臺幣1,000元，錄取5名。 

(五) 最佳人氣獎: 獎勵金新臺幣5,000元，獎狀一只，錄取1名。

(人氣獎以109/09/20截止後之投票平台人氣票數為準) 

(六) 最佳創作獎: 獎勵金新臺幣5,000元，獎狀一只，錄取1名。 

十五、 注意事項: 

(一) 獎勵金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單次給付之獎勵金金額為新臺

幣20,000元(含)以上之本國籍得獎者，需扣繳10%之代扣稅；

外籍人士則無論獎勵金金額多寡，須依稅法負擔20%所得稅。 

(二) 各獎項由評選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

缺」或「調整名額」辦理。 

(三)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更改之權利。 

(四) 活動諮詢請洽有心事業有限公司 柯先生 04-22139276#601。 

 



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五殼雜糧創意廚藝競賽報名表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名 First name / 姓 Last name 

出生年月日 Birthday  年  Y / 月  M / 日 D 

手機 M-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通訊地址 Residence Address  

    公司/學校資料   Company / School Information 

工作單位/學校 Name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老師 Employer / Teacher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推薦人資料  References 

推薦人姓名 Reference  

職業/營業項目 Occupation/ Vocation  

地址 Address  

專長/類別 Professional/Category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簽名 Signature  

黏貼處（請浮貼） 
 

附註: 請附個人照(著廚師服)，身份證影本，學生組須附上學生證。 

Attachment : Picture (in chef uniform), copy of ID card.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大專/職業組報名表         五穀雜糧創意壽司 

菜名  

材料  

調味料  

 創意理念  

 製作方法  

 

 

 

             【參賽作品菜餚黏貼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大專/職業組報名表         肉類創意主菜(和風洋食) 

菜名  

材料  

調味料  

 創意理念  

 製作方法  

 

 

 

             【參賽作品菜餚黏貼處】 

 



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五殼雜糧創意廚藝競賽報名表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名 First name / 姓 Last name 

出生年月日 Birthday  年  Y / 月  M / 日 D 

手機 M-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通訊地址 Residence Address  

    公司/學校資料   Company / School Information 

工作單位/學校 Name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老師 Employer / Teacher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推薦人資料  References 

推薦人姓名 Reference  

職業/營業項目 Occupation/ Vocation  

地址 Address  

專長/類別 Professional/Category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簽名 Signature  

黏貼處（請浮貼） 
 

附註: 請附個人照(著廚師服)，身份證影本，學生組須附上學生證。 

Attachment : Picture (in chef uniform), copy of ID card.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高中職組報名表    創意瑪格麗特手工Pizza 

菜名  

材料  

調味料  

 創意理念  

 製作方法  

 

 

 

             【參賽作品菜餚黏貼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高中職組報名表    五穀雜糧創意飲品 

菜名  

材料  

調味料  

 創意理念  

 製作方法  

 

 

 

             【參賽作品菜餚黏貼處】 

 



2020「農情厚意、不可限糧」五殼雜糧創意廚藝競賽報名表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名 First name / 姓 Last name 

出生年月日 Birthday  年  Y / 月  M / 日 D 

手機 M-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通訊地址 Residence Address  

    公司/學校資料   Company / School Information 

工作單位/學校 Name  

地址 Address  

負責人/老師 Employer / Teacher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推薦人資料  References 

推薦人姓名 Reference  

職業/營業項目 Occupation/ Vocation  

地址 Address  

專長/類別 Professional/Category  

手機 M-Phone  

市話 Telephone Number  

簽名 Signature  

黏貼處（請浮貼） 
 

附註: 請附個人照(著廚師服)，身份證影本，學生組須附上學生證。 

Attachment : Picture (in chef uniform), copy of ID card.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高中職組報名表         創意五穀雜糧米漢堡 

菜名  

材料  

調味料  

 創意理念  

 製作方法  

 

 

 

             【參賽作品菜餚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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