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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國際美食競賽 

計劃書 

一、大賽宗旨： 

  以激發學生創新、創意及創業潛能以及培養落實創意發想發展創新事業的

能力為主旨，運用環保、綠色飲食「吃在地、食當季」的料理概念，把簡單的

當地當地當季水果及當地農產品，透過創意、健康的方式料理出不簡單的美味；

另一方面也使學生加強創意實用性，瞭解如何考量現實環境與條件，將創意化

為具體的執行計劃，從中相互交流學習，尋找特色的創業模式，帶動學生創新、

創意及創業風潮。冀望藉由此活動加強食品加工類專業技術技能及文化的交流

與融通，深化相互瞭解與合作，增進學生在各自專業領域的探討和交流，增進

彼此的文化認同和情感融合。 

 

二、主辦單位：臺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三、承辦單位：臺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臺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食品學院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酒店學院 

 

四、比賽主題及方式： 

  本次比賽提供學生展現無限創意的舞臺，推展健康烘焙和健康廚藝，來自

各地的選手將使用代表「當地當季水果及當地農產品」作為原材料製作成參賽

作品，進行烘焙和廚藝技術的學習與交流，也將是一場創業行銷分享會。 

比賽主題 比賽方式 

(一) 創意手作-烘焙組 

1、 每樣作品需融入「當地當季水果」。 

2、 每隊須製作至少兩款不同類型的常溫西式糕點，產

品類型必須為常溫西式糕點，常溫下保質期至少三

天，具體產品類別可以是西式蛋糕、蛋撻、泡芙、

餅乾等，數量根據主題擺台自定。 

3、 產品大小、數量和尺寸自定，輔材料不限，但必須

均可直接食用。 

4、 請自行設計作品主題、介紹菜牌或背板，比賽中造

型設計進行擺盤和擺台。 

(二) 創意手作-廚藝組 

1、 每樣作品需融入「當地當季水果」。 

2、 材料可選用魚 1條（約 1750克）、雞脯肉（2塊）、

牛肉（600克）、豬里脊肉（600克）、基圍蝦（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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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及特殊調味品等。 

3、 製作 2道熱菜、1道冷菜、1道湯羹，按照 6人餐

標，烹飪技法不限。 

4、 請自行設計作品主題、介紹菜牌或背板，比賽中造

型設計進行擺盤和擺台。 

(三) 創業行銷 

1、 設計一份與當地農產品有關的創業計劃書。 

2、 內容須包括：4P (產品、價格、通路及行銷推廣)、

STP (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及定位)、商業模式(關鍵

資源、關鍵夥伴及獲利的模式)、財務規劃等內容。 

3、 若提供 1-3分鐘產品說明或創業構想影片為佳。 

 

五、競賽說明： 

(一) 參賽資格： 

1. 每隊參賽學生 2-4名，每隊需有 1-2名指導老師。 

2. 每人限報一隊比賽，不得重複，違者取消資格。 

3. 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中不得臨時更換成員。 

4. 參賽作品不得為其他競賽活動已獲得名次之作品。 

5. 請著正式服裝，於發表當天準備作品進行實體展示。 

6. 比賽當日在必要情況下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比賽相關規則，並由評審長向

參賽隊伍說明。 

7. 評審委員對當日比賽選手若所提出之疑義有絕對裁決權。 

8. 主辦單位對於參賽選手所攜帶之器具與個人財務不負保管之責任。 

9. 主辦單位於比賽當日具有之錄影與拍照權利。 

10. 凡報名參賽，即視同意認本競賽的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得

由主辦單位競賽隨時公布之。 

(二) 報名方式： 

1. 以書面方式進行，應附文件如下： 

(1) 創意手作-烘焙組、廚藝組：報名表及作品介紹如附表 1、附表 2。 

(2) 創業行銷：報名表及計劃書如附表 1、附表 3。 

2.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22年 12月 14日(星期三)止。 

3. 收件方式： 

(1) 收件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國際處楊珮琳小姐 

(2) 收件郵件：mulin@mail.ypu.edu.tw 

(3) 收件電話：03-6102407 

※請於送件後務必來電確認已完成報名，以維護您參賽的權益。  

mailto:mulin@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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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方式： 

  分設大陸賽區（線上）和臺灣賽區（線下），大陸賽區設在江蘇食品藥品職

業技術學院，臺灣賽區設在臺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 比賽日期：2022年 12月 23日(星期五)。 

2. 評比方式： 

當日三個參賽主題同時進行評審，由主辦單位進行評審，每隊評比時間

不超過 15分鐘，屆時採用線上視訊平台 ZOOM進行，各組評比順序將

當日公告。 

參賽主題 評比時間 評比流程 

(一)創意手作-烘焙組、 

(二)創意手作-廚藝組 

5分鐘 影片播放 

5分鐘 展現成品，並以 PPT說明 

5分鐘 評審與學生之 Q&A時間 

(三)創業行銷 
10分鐘 影片播放或 PPT說明 

5分鐘 評審與學生之 Q&A時間 

 

3. 評分標準 

(一)創意手作-烘焙組 

序號 分值 評分項目 評分細則 

1 35 創意、商品價值 

(1) 產品立意新穎 

(2) 具有原創性 

(3) 產品日後推廣的可行性強 

(4) 符合經濟效益和市場需求 

2 30 外觀、擺台展示 

(1) 份量大小合適 

(2) 外觀造型符合美學要求 

(3) 產品擺台後能巧當體現主題立意 

3 15 滋味與口感 (1) 原輔材料的運用能很好地展現符合主題的滋味及口感 

4 20 衛生安全 (1) 製作過程的衛生及用料符合食品安全 

5 30 視頻演示 

(1) 視頻完整，清晰度高 

(2) 完整展示產品製作過程，流程清晰明確 

(3) 視頻時間控制在 3-5分鐘 

6 40 

成品展示、 

PPT 介紹 

(1) 緊扣主題，立意新穎，邏輯順暢 

(2) 注重著裝禮儀，語言表述清晰，端莊自然 

7 30 答辯 

(1) 精神飽滿，能正確回答評委提出的問題，表達流暢 

(2) 對產品理解到位 

合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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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手作-廚藝組 

序號 分值 評分項目 評分細則 

1 35 烹飪技能技法運用 

(1) 烹調方法選用恰當 

(2) 主輔料配比合理 

(3) 烹調技法多樣化 

(4) 調味得當 

(5) 突出“水果”主題 

(6) 製作工藝富有創新性 

2 30 創意與實用性 

(1) 菜品設計合理 

(2) 技藝新穎 

(3) 創意突出 

(4) 適合推廣 

(5) 實用性強 

3 15 營養與衛生 

(1) 營養搭配合理 

(2) 操作和裝盤過程符合食品安全與衛生規範 

(3) 裝盤及飲食方式體現疫情防控要求 

4 20 成品形態與色澤 

(1) 裝盤自然，色彩搭配合理 

(2) 造型美觀，盛裝器皿選用恰當 

(3) 菜品裝飾得體、突出菜品主體 

(4) 不喧賓奪主 

5 30 視頻演示 

(1) 視頻完整 

(2) 清晰度高 

(3) 能體現 4道菜品製作的關鍵過程 

(4) 能體現職業素養 

(5) 能客觀體現菜品全貌（俯視、正面、側面） 

(6) 視頻時間控制在 3-5分鐘 

6 40 成品展示、PPT 介紹 

(1) 講解內容包括參賽隊名稱、作品名稱、設計理念、主輔

料介紹、主輔料加工過程、烹調方法、呈現效果、營養

價值、創新點等端莊自然 

(2) 注重著裝禮儀，語言表述清晰 

(3) 使用 PPT 進行詳盡演示更佳 

7 30 答辯 

(1) 能正確回答評委提出的問題 

(2) 答辯流暢 

(3) 體現團隊協作與互動 

合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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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業行銷 

序號 分值 評分項目 評分細則 

1 25 創意性 

(1) 內容具有創意 

(2) 主題適切性 

2 25 故事性 

(1) 內容表達清晰 

(2) 具有感染力 

3 25 完整性 

(1) 內容完整 

(2) 邏輯順暢 

4 25 可行性 

(1) 執行的可行性高 

(2) 符合經濟效益及市場需求 

5 50 視頻演示或 PPT 介紹 

(1) 注重著裝禮儀，語言表述清晰 

(2) 使用 PPT 進行詳盡演示更佳 

6 50 答辯 

(1) 能正確回答評委提出的問題 

(2) 答辯流暢 

(3) 體現團隊協作與互動 

合計 200   

 

六、競賽獎勵 

獎項 (1)創意手作-烘焙組 (2) 創意手作-廚藝組 (3)創業行銷 

第一名隊伍 
獎勵金新臺幣 5,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5,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5,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第二名隊伍 
獎勵金新臺幣 3,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3,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3,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第三名隊伍 
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2,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第四名隊伍、 

第五名隊伍 

獎勵金新臺幣 1,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1,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1,0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佳作 
獎勵金新臺幣 5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獎勵金新臺幣 500

元，頒發獎狀一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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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年 12月 23日(星期五) 比賽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ZOOM 

13:00-13:20 

工作人員報到、設備測試 

將另行公告給報名成功的隊伍。 

報到、參賽學生成品展示佈置 

13:20-13:30 參賽隊伍前往光恩國際會議廳 

13:30-13:50 兩校校長致詞、評審介紹 

13:50-14:10 開幕表演 

14:10-14:20 轉場、比賽預備 

14:20-16:20 隊伍評比 

16:20-16:40 評審討論、及各隊伍休息時間 

16:40-16:50 頒獎、大合照 

16:50-17:00 閉幕典禮 

※賽程暫訂，主辦單位可視競賽當日情狀調整。 

 

 

 

 

 

 

 

 

 



7 

 

附表 1 

報名表 
 
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隊伍資料： 

  

參賽主題 創意手作-烘焙組□  創意手作-廚藝組□  創業行銷□ 

就讀學校  

科系名稱  

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聯絡電話  

系名  E-Mail  

隊員 1 

姓名  科系/年級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隊員 2 

姓名  科系/年級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隊員 3 

姓名  科系/年級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隊員 4 

姓名  科系/年級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手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2022國際美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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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作品介紹 
 
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主題 創意手作-烘焙組□  創意手作-廚藝組□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作品介紹 

(請將取材、作品創意及特色做介紹，最多 300個字） 

 

 

 

 

 

 

 

 

 

 

製作說明 

(請將材料名稱(成份)與其重量(公克)跟製作步驟和方法說明清楚) 

 

 

 

 

 

 

 

 

 

 

2022國際美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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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作品照片 
 
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主題 創意手作-烘焙組□  創意手作-廚藝組□ 

隊伍名稱  

正面照 背面照 

 

 

 

 

 

 

 

 

 

 

 

 

 

 

 

俯視照 特寫照 

 

 

 

 

 

 

 

 

 

 

 

 

 

 

 

2022國際美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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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創業計劃書 
 

 

 

 

 

2022國際美食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