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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為促進國產雜糧穀物產品創新與廣泛運用性，開發健康安心、好吃無

負擔的相關產品，並媒合未來上架通路販售之可能性，特別舉辦以「臺灣

節慶」為主題的雜糧烘焙產品開發競賽，促進國內雜糧產業發展，提升目

標族群對國產雜糧產品的認知。本次競賽設定參與之年齡層為高中職或大

專院校以上有志青年，搭配臺灣節日研發各式雜糧產品，並邀請各販售通

路參與評審及協助媒合產品上市機會，預期可刺激擴增國產雜糧之運用。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二、執行單位：魔方數位有限公司 

三、合辦單位：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四、參賽對象：18 歲以上對烘焙有興趣者 

五、評審：烘焙界名人、產業界專家及通路業者 

六、比賽項目： 

(一) 無蒸氣法式麵包 

(二) 吐司麵包 

(三) 含餡麵包 

※三款麵包皆需製作，材料需由國產雜糧(包含：黃豆、黑豆、毛 

豆、樹豆、紅豆、綠豆、薏苡、小麥、蕎麥、胡麻、高梁、臺灣藜 

(紅藜)、小米、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至少選擇一項為食材。 

https://smartcuratorapi.azurewebsites.net/MitFood/Home/Partner 

七、競賽辦法及報名時程： 

(一) 初賽: 

1. 報名時間：於 109 年 10 月 14 日(一)前將報名資料以掛號郵

寄（以郵戳為憑）至「40757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13 號 21

樓(A6)魔方數位有限公司收」，並填寫 Google 報名表單，與

加入糧田吉品官方 Line：@food2020 索取報名表電子檔，以

利隨時收到報名相關訊息。 

2. 報名資料：書面審查報名表需繳交以下資料： 

■身分證影本一份，如附件一 

■參賽切結書一份，如附件二 

■產品製作報告表（含創意理念、成品照片），須詳細填 

寫指定國產雜糧食材名稱，共 3 款麵包各一份(附件三)。 

3. 書面審查時間：109 年 10 月 15 日(二)至 10 月 30 日(五) 

4. 公告決賽入選名單：錄取 10 名選手進入決賽，預計將於

109 年 11 月 2 日(一)18:00 公告決賽入選名單。 

https://smartcuratorapi.azurewebsites.net/MitFood/Home/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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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賽： 

1. 進入決賽者，須於決賽當天提出購買國產雜糧之證明。 

2. 訂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六)，採現場製作，共 3 款麵包

各一份(附件三)。 

3. 由選手自備工具(詳附件四-自備工具材料申請表）及材

料(詳附件五-選手材料準備清單)，決賽當天由評審審查

通過當天方可使用。 

4. 抽籤方式決定決賽當天各選手（場地）位置。 

八、評審標準： 

(一) 組織結構/外觀 15％ 

(二) 創意/切題性 15％  

(三) 整體風味/口感 20％  

(四) 商業價值 30％ 

(五) 配方資料及產品說明 10％ 

(六) 操作技巧及衛生 10％ 

九、優勝獎勵： 

得獎者除獎金外，另有機會由執行單位協助媒合至通路販售 

(一) 冠軍：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張。 

(二) 亞軍：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張。 

(三) 季軍：獎金 6,000 元及獎狀乙張。 

 

※參加選手皆需使用國產雜糧之原料，若事後追查發現使用非國產雜糧之 

原料，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選手須填寫「參賽切結書」並配合提供作品詳細資料。 

※作品及報名文件不論採用與否均不予退件，如需要請先備份留存。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 

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附件一：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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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請自行將身分證末三碼塗掉) 

(正面) 

(反面) 



附件二、參賽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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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參賽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參賽單位）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以下稱主辦單位）委託魔方數位有限公司（以下稱執行

單位）辦理之【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以下簡稱比賽)，當恪遵下列事項： 

 

一、 遵守本次比賽辦法之相關規定，並願配合執行單位人員之指揮

及接受評審團評審之結果。 

二、 為維護臺灣食品形象，開發之各項參賽產品，特此切結保證符

合臺灣食品衛生相關法規所定之食品衛生標準，且製程中均未

使用任何已知對於人體健康有危害之虞之原料及添加物，或其

他任何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之行為。 

三、 開發之各項參賽產品，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

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或其他權益之行為。 

 

立切結書人倘有未遵守前述事項之行為，當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

單位指示立即停止比賽或繳回已領獎金，並自行負擔一切法律及行政

責任。若造成第三人、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損害，立切結書人願負

一切賠償責任。 
 

此致  

魔方數位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法定代理人： 

 

 
◎立同意書人若未滿二十歲，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參賽同意書請自行列印後填寫，並親筆簽名，務必報名一同繳交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產品製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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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產品製作報告書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比賽項目一 無蒸氣法式麵包 

單位  

指導老師(非必填)  連絡電話  

參賽者  連絡電話  

主題名稱  

創意理念  

國產雜糧原料 百分比 重量(公克) 製作程序及條件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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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產品製作報告書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比賽項目二 吐司麵包 

單位  

指導老師(非必填)  連絡電話  

參賽者  連絡電話  

主題名稱  

創意理念  

國產雜糧原料 百分比 重量(公克) 製作程序及條件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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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產品製作報告書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比賽項目三 含餡麵包 

單位  

指導老師(非必填)  連絡電話  

參賽者  連絡電話  

主題名稱  

創意理念  

國產雜糧原料 百分比 重量(公克) 製作程序及條件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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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決賽自備工具檢查清單 

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選手自備工具檢查清單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項目 工具名稱 數量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評審：          日期： 

 

※注意事項： 

1.請詳實把名稱、數量填入此表，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數。 

2.比賽前評審依此表檢查與選手確認無誤、經簽名後，選手始得開 

始競賽。 



 

9 

 

附件五、決賽選手材料準備檢查清單 

2020霹靂江湖英雄過招- 

國產雜糧價值提升烘焙競賽 

選手材料準備檢查清單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項目 材料名稱 數量 重量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評審：          日期： 

 

※注意事項： 

1.請詳實把名稱、數量填入此表，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數。 

2.比賽前評審依此表檢查與選手確認無誤、經簽名後，選手始得開 

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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