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 1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活動簡章 

壹、依據 

  依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109年度臺中市食農教育推廣計畫」辦理。 

貳、目的 

臺中市農會配合政府政策，為推廣臺灣再生稻轉作雜糧並活化休耕地，讓農地得永續經

營，持續推動國產雜糧之栽培計畫。為使國產雜糧推動計畫之延續，且顛覆大眾對國產雜糧的

既定印象，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將以雜糧加工品-純釀造醬油為主

題(臺中市農會出品之大純釀醬油)，並以支持臺中在地農產品之理念，貫徹「鮮享在地」的概

念，將新鮮、健康、多樣、國產在地農產品搭配大純釀醬油醬油入菜，盼能吸引臺中各區域對

料理有熱情之餐廳業者參與此盛會，透過活動達到參賽者相互交流、共同推廣國產雜糧及農產

品之目的，並藉此體驗臺中市農會出品的純釀造醬油與眾不同之處。 

參、活動單位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補助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農會 

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區農會、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贊助單位：有幾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穀盛股份有限公司 

肆、比賽主題 

1. 利用臺中市農會純釀造醬油活用於各式料理中，參賽者將各自烹調之料理發揮在生活佳餚

上，進而介紹純釀造醬油料理烹調的多樣化，創造純釀造醬油料理的新思維以達到新舊融

合。 

2. 為推廣國產雜糧及臺中在地農產品，參賽者將設計並製作創意料理，每道料理須至少使用

一種以上具安全認證標章之雜糧作物入菜(如：黃豆、黑豆、小麥、薏仁、甘藷、花生、

芋頭等)。 

伍、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20日 (星期五) 止。(以郵戳為憑) 

報名簡章及辦法請掃描 QR-code，或至以下網站下載： 

 臺中市農會官網：http://www.tcfarmers.org.tw/ 

 臺中市農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farmers/ 

http://www.tcfarmers.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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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二擇一) 

報名方式 檢附資料 備註 

一、E-mail報名 

下載簡章後填寫報

名資料、食譜、照片

等完成報名。 

主旨：從業單位＋

【第一屆「烏矸仔乀

秘密」大純釀料理美

食爭霸戰】 

1.參賽報名表 

2.料理食譜表 

3.著作財產權

授權同意書 

4.參賽切結書 

5.書面審查表 

E-mail 至 01AA513@gmail.com (王小

姐)。電子郵件報名成功後，以工作小

組回信為憑，若 5 日內未收到報名成

功之信件回覆，請主動來信或來電與

收件單位確認。 

二、書面報名 

掛

號

郵

寄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

路 231號 

臺中市農會 

推廣部 王小姐 收 

1.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親自送件以

11 月 20 日 15:00 為截止收件期限，

如委託轉交未在期限內送至臺中市農

會辦公室內，屬未完成報名，欲參賽

者不得提出異議。 

2.紙本寄送者若於一周內未接獲電話

告知報名成功，請主動來電與收件單

位確認。 

親

自

報

名 

報名諮詢專線：04-25262110分機231 王小姐 

柒、比賽內容 

一、 比賽資格： 

臺中市具營業登記之餐廳業者及農會田媽媽班皆可報名參賽，組隊報名每組 1-3人，皆須年滿

18歲以上。 

二、 比賽期程： 

項目 日期 內容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20日 採郵寄、親送或電子郵件報名方式。 

初賽-書面審查 109年 11月 25日 

錄取 20組進入決賽。 

109 年 11 月 26 日公布於【臺中市

農會】官網及粉絲專頁 

決賽-美食料理賽 109年 12月 5日 
於當天賽後評審講評時公布得獎名

單，並頒發獎牌、獎品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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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方式： 

【初賽-書面審查】 

1. 比賽方式 

(1). 每隊以國產雜糧及臺中在地農產品為主材料，將臺中市農會純釀造醬油產品入菜，製

作 2道菜餚(2 人份量)，拍成 5*7照片，並依主辦方提供之食譜電子檔格式，詳細、

準確地書寫菜餚材料、份量、作法、菜餚的創意想法，材料的使用及製作過程等。 

(2). 每隊須繳交報名表、食譜、菜餚照片電子檔、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書面審查表等

書面資料，詳填上述資料後請於 11月 20日(五)完成報名。 

(3). 由主辦方邀請評審團(5人)進行書面審查，評審團將依照報名時提交之書面資料進行

評分(此階段參賽者相關資料皆會保密)。 

(4). 參賽者若資料未繳交齊全或未填寫完整、主題不符者、照片內容不符，視為報名無效。 

2. 注意事項 

(1). 入選決賽之隊伍將由主辦方以電話及信件通知，入選決賽的參賽隊伍若決賽不克前來

者，應於 11月 30日(一)前告知主辦方，以利進行遞補程序。 

(2). 每人限報一隊，不得重複參賽。 

(3). 通過書面審查者，將無條件配合決賽事宜，未配合者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不得要

求大會做任何補償。 

(4). 賽前準備材料之參賽隊伍，可至有販售臺中市農會純釀造醬油之通路(如下)購買。 

-臺中市農會本會及官網(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31號) 

-台灣楓康超市 

-Jasons Market 

【決賽-料理實作賽】 

(1) 參賽資格：經書面資格審查通過初賽之隊伍即可參加決賽，每隊 1-3人，共 20隊。 

(2) 比賽方式： 

(1). 時間：109年 12月 5日 (星期六) 

(2). 地點： 私立嘉陽高級中學實習大樓(臺中市清水區中航路 3段 1號) 

(3). 規則：參賽隊伍現場烹飪，於時限內呈現成品於評審評選。 

A. 參賽者須製作一道主辦方指定菜(與初賽結果一同公告)，及初賽所提交之料理

(二擇一)，並在 120分鐘內完成及擺盤(含清潔)，每道料理請提供一份評審試吃

5人份、一份陳列展示 3人份。 

B. 醬油統一使用由主辦方所提供的臺中市農會純釀造醬油，其他食材由參賽者自行

準備，若完成的料理和比賽規定不同，則以棄權論，違規選手不得有異議。 

C. 參賽者需於賽前說明會前完成報到，進行賽前準備及比賽食材檢查。 

http://blog.sina.com.tw/kimlan、「金蘭小醬」Facebook粉絲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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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一聲鑼(哨)聲，表示比賽開始。比賽結束前 40 分鐘，按鈴一聲並提醒結束時

間；比賽結束前 20 分鐘，按鈴二聲提醒；比賽時間結束則按鈴三聲，所有選手

應停止進行製成動作。 

E. 比賽時間內，需完成品製作、出菜、展示、環境清潔復原等。 

F. 每道料理於時間內需完成兩盤，1盤展示品(3人份)及1盤為評審試吃品(5人份)。 

G. 所有原物料於比賽開始前，須經主辦方檢查驗證，並與書審資料相符，且不得危

害人體健康並符合臺灣食品衛生標準，違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H. 參賽者請自備盛裝料理之餐盤器皿，及料理成品所需之周邊佈置物，並且需於盤

子底部貼上姓名，以免參賽者盤子彼此誤用、誤收，大會將不負責用具之保管責

任。 

I. 可自行攜帶主辦方沒有提供之調味料，但須在現場調配，不可事先調配好。 

J. 比賽食材須於現場準備，不可攜帶成品或半成品，亦不可攜帶事先人工處理過之

成品入場，亦不可事先雕刻成品。 

K. 食材於賽前可清潔處理，但不可切割、醃製、烹煮。 

L. 決賽均需攜帶身分證於報到處核對選手資料，完成報到後進行賽前準備及比賽材

料檢查。 

M. 決賽參賽隊伍將取得主辦方提供之食材補助費 2,000元整，主辦方於決賽結束後

當天連同參賽紀念品交給參賽者。 

N. 決賽賽制活動因應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如下： 

參賽報到配合入場檢查 3動作→戴口罩→量額溫→攤雙手(噴灑 75%酒精消毒) 

(一)【事先掌握人員資訊】 

1.參賽選手於報名表填寫基本資料及近 1個月是否有出國史。 

2.為落實自主健康防護，要求參賽者及相關人員需事前自主管理健康。 

(二)【活動空間通風換氣狀況】 

1.活動參與人數進行控管，以確保比賽品質及安全。 

2.加速入場流程以減少滯留時間。 

(三)【活動參賽者之間的距離】 

活動期間每位參賽者之間的距離盡量保持在 1公尺左右。 

(四)【活動持續時間】 

預計從早上 09:00進行至下午 15:00，共 6小時。 

(五)【疑似個案應變機制】 

1.安排疑似個案暫時隔離或安置在單獨空間，以利後續安排後送。 

2.通報防疫中心及醫院，後送附近相關醫院。 

3.現場活動依狀況，主辦方有權取消或延期活動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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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競賽現場提供之設備(每組) 

項目 數量 項目 數量 

快速爐灶 2口 漏勺 1個 

炒鍋(含鍋蓋) 2個 配菜盤 8個 

湯鍋(含鍋蓋) 1個 白色圓盤 1個 

鍋鏟 1個 洗碗精等清潔用品 1組 

湯勺 1個 110V插座 1個 

砧板(生/熟食) 2個 電鍋專用插座 1個 

共用區 

反口油桶、漏油網 3Kg磅秤 垃圾桶 廚餘桶 

四、 評審辦法： 

 (一)評分標準： 

1.初賽-書面審查 

評分標準 比例 

1.食材搭配與溯源蔬果訴求符合度 40% 

2.食譜設計及創意度 30% 

3.成品外觀 20% 

4.資料齊全 10% 

2.決賽-料理實作賽 

(二) 評審評分 

1. 主辦方邀請 5位評審依各項評分標準進行評分。 

2. 遲到、使用違禁添加物、逾時未完成的菜餚作品等視為違規項目，則不列入參賽。 

3. 評審評分秉持公正、公平原則，參賽選手請勿於比賽限時期間與評審交談。 

(三) 成績公佈 

        於現場公布決賽成績及頒發獎牌及獎金、獎品。 

評分標準 比例 

1.菜餚口感 35% 

2.菜餚觀感(刀工、擺盤及裝飾) 35% 

3.創意度(料理說明、故事性、食材選擇與使用)  15% 

4.推廣度(成品市場性) 10% 

5.衛生及時間掌控(材料清潔整齊、廚衣清潔、時間控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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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項說明 

玖、決賽日程表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行程 備註 

109/12/5 

(六) 

09:00-09:30 2樓中庭 報到 參賽隊伍至服務台報到 

09:30-10:00 4樓階梯教室 
賽前說明會/ 

選手抽籤 

參賽隊伍派員代表抽籤，決

定比賽爐臺 

10:00-10:15 2樓中餐教室 賽前準備 
選手至參賽地點集合並擺放

器材 

10:15-10:20 2樓中餐教室 評審賽前檢查  

10:20-12:20 2樓中餐教室 正式比賽 含爐臺環境清潔 

12:20-13:20 2樓中餐教室 評分/成績結算  

13:20-14:00 2樓中庭 參賽作品展示 開放拍照及選手交流 

14:00-14:20 4樓階梯教室 評審長講評  

14:20-15:00 4樓階梯教室 頒獎  

15:00- - 賦歸  

權利與義務 

1. 報名參賽選手於報名本活動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主

辦方有權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 

2. 主辦方擁有所有報名參賽選手比賽中所使用的烹調方式、配方及本活動之影音、照片等相

關紀錄版權及使用權之全部權利。 

3. 主辦方擁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4. 主辦方不負參賽選手個人財物之保管責任，請參賽者務必自行保管。 

項目 獎金 獎項 

冠軍 1名 獎金 12,000 元 獎牌、獎狀、獎品 

亞軍 2名 獎金 8,000元 獎牌、獎狀、獎品 

季軍 3名 獎金 5,000元 獎牌、獎狀、獎品 

殿軍 4名 獎金 3,000元 獎牌、獎狀、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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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圍作品嗣後如涉及著作權糾紛，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一經法院

判決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入選資格。 

-以上未盡之事宜，大會保有最終解釋與修改之權利。- 

 活動報名相關事宜： 

臺中市農會推廣部 王小姐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231號 (豐原分局隔壁) 

電話：04-25262110 分機231 

傳真：04-25276729 

電子信箱：01aa5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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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參賽報名表 

表件編號：_________ (由主辦方填寫) 

參賽單位 
服務單位 單位地址 

  

通訊地址 

（資料通知處） 
 

參賽者 1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必填) E-mail(必填) 

     

參賽者 2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必填) E-mail(必填) 

     

參賽者 3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必填) E-mail 

     

備註 

本比賽初賽繳交檢附文件資料如下： 

1.參賽報名表 

2.料理食譜表 

3.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參賽切結書 

5.書面審查表 

※ 如表單空間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 每隊須繳交報名表、食譜、菜餚照片電子檔、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書面審查表等書面資料，

詳填上述資料後請於 11 月 20日(五)前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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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初賽料理食譜表 
                      表件編號：_________ (由主辦方填寫) 

參賽單位： 

菜餚(一)名稱： 

食材搭配與溯源蔬果訴求符合度：主材料、副材料之生產履歷或溯源  

 

 

 

 

 

 

 

材 料 數量／單位 材 料 數量／單位 材 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製作過程 

食譜設計及創意度：設計的想法、故事性、安全食品永續的符合度等。 

 

 

 

 

 

※需完整檢附所有參賽料理菜單，請按表格項目填寫。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製作方法請詳實填寫，以利食譜編製，食譜作法、內容與寫法將列入評分。 

  
參賽者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請親簽並掃描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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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初賽料理食譜表 
                      表件編號：_________ (由主辦方填寫) 

參賽單位： 

菜餚(二)名稱： 

食材搭配與溯源蔬果訴求符合度：主材料、副材料之生產履歷或溯源  

 

 

 

 

 

 

 

 

材 料 數量／單位 材 料 數量／單位 材 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調味料 數量／單位 

      

      

製作過程 

食譜設計及創意度：設計的想法、故事性、安全食品永續的符合度等。 

 

 

 

 

 

 

※需完整檢附所有參賽料理菜單，請按表格項目填寫。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製作方法請詳實填寫，以利食譜編製，食譜作法、內容與寫法將列入評分。 

 

 參賽者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請親簽並掃描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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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契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 參與臺中市農會（以下簡稱乙方）主辦

之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茲同意無償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

與乙方使用，約定條件如下： 

1.授權標的與範圍： 

(1) 授權地域：全球 

(2) 甲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將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參賽作品            (以下稱本著作)授權本

會進行宣傳、重製、編輯、出版及公開使用之各項相關權利，本會並得於授權地域發行、展示、公

開口述、公開傳輸、公開發表之；並擁有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之所有權利，不另支付日後使用酬勞

或權利金；報名之相關文件與資料，其內容確實無侵犯他人之著作權，日後若有涉及作品版權之糾

紛，以致損毀主辦方之名譽，本人（隊）願負法律之責任，並退回獎金、獎牌。 

2.權利擔保： 

(1) 甲方擔保其對本著作有授權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

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2) 乙方如因本契約標的，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應於知悉後 10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有協助處理解決之義務。如最後經法院判決確定、或

經仲裁判斷、或經甲方同意之和解、調解，致本會對該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甲方應賠償

乙方因此所遭受之一切損害。  

(3) 乙方得將本契約或本契約第一條之標的讓與或再授權第三人。  

此  致 臺中市農會   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立同意書人姓名：                        【親簽】 

身分證字號： 

通訊電話：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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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參賽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參賽者)參加 109 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為保證料

理食材之食品安全，以及維護本次活動展出形象，特此切結保證本參賽者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

規，使用之產品中不含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規之原料或添加物等，並符合臺灣食品衛生標準。 

本參賽者如於事前備料、料理期間之食材產品違反前述規定，或未配合貴會相關指示辦理時，

同意承諾願自行負擔全部法律責任，並無條件接受貴會依規定所為之處理，同意立即取消參賽資

格。同時本參賽者亦保證貴會免於受到因此所衍生之任何民事、刑事追訴；且因可歸責於本參賽者

之情事致貴會或第三人有所損害，應無條件賠償貴會或第三人所遭受各種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

錢、物質及時間、精神之所有損失，本參賽者絕無異議。本參賽者亦同意貴會未來辦理國內外各項

推廣活動時，對本參賽者保有參展與否之選擇權利。 

此致 

臺中市農會 

立同意書人姓名：                        【親簽】 

身分證字號： 

通訊電話：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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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 

書面審查表 

一、 本人參加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之競賽，茲同意以下： 

註：本表為所有可能發生之情況推演，若參賽者不同意者請確實勾選，以利狀況發生時主辦方可迅速

處理協調。 

 

二、 本人欲參加 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之競賽，並具備以下資格： 

項 次 資格 是 否 

1 具備_______餐廚師執照_______級   

2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本表為資格審查及媒體宣傳時之參考資料，請誠實填寫，如有造假之情事，將取消資格，於賽後

發現者將取消獎項。 

 

 

參賽者代表簽名：______________（請親簽並掃描回傳） 

項 次 同意事項 是 否 

1 已完全閱讀本活動辦法之詳細內容   

2 報名時可先提供完整食譜供書審參考    

3 比賽現場位置以抽籤方式決定   

4 可自行攜帶現場沒有提供之器具   

5 初賽所攜帶之食材皆必須為生鮮食品，不得攜帶成品或半成品   

6 所得之所有獎品不得兌換為現金   

7 得獎後接受將參賽者姓名、參賽食譜公開於活動宣傳   

8 比賽場地如有異動場地皆可配合   

9 比賽時間如有異動，願意接受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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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收      據 

茲收到臺中市農會辦理「109年第一屆「烏矸仔乀秘密」

大純釀料理美食爭霸戰」補助材料費用合計新台幣貳仟元

整，確實無訛。 

 

此致 

臺中市農會 

 

單位名稱： 

領款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