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基隆-山海神廚」111年度第四屆全國國中小暨高中 
料理競賽延期計畫 

一、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二、 協辦單位：基隆區漁會、基隆市農會、崇右科技大學、產業發展處、基隆市觀光

及城市行銷處、基隆市綜合發展處、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衛生

局、基隆市環保局。 

三、 承辦單位：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四、 依    據：基隆市111-114年環境教育永續發展中程計畫。 

五、 目    的：透過多元、創意、永續、在地及生活化的料理競賽，讓學生參與午餐

設計及製作，讓學生做中學習，傳遞惜食永續的精神。 

六、 延期活動說明：原參賽期程受國內 Covid-19疫情升溫，為防範疫情擴散，改由下

半年度辦理，並延長受理報名期程，使無法順利報名之學生，得以於下半年度完

成報名並參加競賽。 

(一) 延長隊伍報名時程至111年09月21日(三)16:00止。 

(二) 保留111年5月20日(五)前報名的隊伍資格及參賽組別。 

1. 應屆畢業生得以原報名當下之身分參與競賽，也得更改身分，以進階組

別參賽。 

2. 原報名之應屆畢業生若榮獲優勝者，可由主辦單位協助調整獲獎身分。 

3. 原報名組別得於延長報名截止日前，更動原報名之菜單或組員明細。 

(三) 延長報名期間內的所有隊伍，於111年09月22日(四)至111年09月23日(五)，

共同辦理初賽，公開評審擇40組之隊伍進入決賽。 

七、 參賽對象： 

(一) 基隆市各級學校： 

1. 國小：12班（含）以上學校至少須指派1組參加，12班以下學校自由參加。 

2. 國中: 每校皆須指派1組參加。 

3. 高中及高職：每校皆須指派1組參加。 

4. 校廚：12班（含）以上學校至少須指派1組參加，12班以下學校自由參加。 

(二) 其他縣市各級學校： 

1.不受組別及學校班級數，皆可自由報名參加。 

(三) 比賽組隊方 

組別 人數 組員 備註說明 

國小組 2-4人組隊 1-3名學生搭配1名家長/師長  

國中組 2人組隊 
1名學生搭配1名家長/師長 

2名學生組隊參加 
 

高中高職組 1人成隊 個人參賽  

校廚組 2人組隊 
2名校廚組隊參加 

1名校廚搭配1名校內教職員 
 

 



八、 活動期程：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1年09月21日(三)16:00前上傳書面資料。 

(二)初賽時間：自111年09月22日(四)至111年09月23日(五)止，由評審委員評分，

共錄取40組進入決賽，於111年09月26日(一)16:00前公告於基隆市政府教育

處網站，並電子郵件通知學校承辦人。 

(三)決賽時間：111年10月1日(六)上午08:00實體競賽。 

(四)決賽地點：基隆市深美國小(基隆市信義區深美街198號)。 

(五)活動進程： 

參賽對象 初賽(書面審查) 決賽(現場烹煮料理) 

一、國小組 

二、國中組 

三、高中高職組 

四、校廚組 

一、辦理方式： 

 (一)報名隊伍自相關連結上傳報名

資料。 

 (二)專業評審進行書面評選，依分數

排名擇取決賽隊伍。 

二、辦理期程： 

111年09月22日-111年09月23日止。 

三、進入決賽隊伍數 

 (一)國小組擇16隊進決賽。 

 (二)國中組擇8隊進決賽。 

 (三)高中高職組擇8隊進決賽。 

 (四)校廚組擇8隊進決賽。 

一、辦理方式：現場決賽。 

二、辦理期程：111年10月1日。 

三、決賽獲獎隊伍數 

九、 當日活動流程： 

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08:00-08:10 參賽隊伍報到 簽到、帶位及放置器具 

2 
08:10- 

08:30 
上菜秀彩排 走位、排位順序 

3 
08:30- 

08:45 
開場表演  

4 08:45-09:00 
1.長官致詞 

2.敲鑼(比賽開始) 
舞台佈置 

5 09:00-09:30 大家來買菜 
準備水產品、禽肉類、蔬果類、奶類、

雜糧類攤位 

活動項目 主舞台 料理總決賽 

參加人員 長官及民眾 參賽者 

6 
09:30- 

10:30 

邀請中式及西式名廚料理 PK！ 

(推廣營養午餐)  

料理總決賽 

1. 料理食材及整理環境時間120分鐘

(包含環境清潔)。 

2. 食材、四格餐盤、湯碗、卡斯爐及

7 10:30-11:30 活動表演(表演內容待定) 

8 11:30- 上菜秀 



11:50 部分調味料由大會準備，其他特殊

調味料或特殊品牌之調味料及烹

飪器具請自備。 

3. 現場僅提供未處理的食材，請於比

賽現場料理。 

4. 需製作三菜一湯套餐，共兩盤(每

盤一人份)餐點，11:30前繳交評審

評分。 

5. 烹調後請清潔個人烹調區，並交由

現場工作人員檢查。 

9 
11:50- 

12:00 
市長致詞 

10 
12:00- 

12:40 
評審講評及頒獎 

11 
12:40- 

13:00 
摸彩 

十、報名辦法：請於111年09月21日(五)16:00前完成「網路報名」，並上傳相關報名資

料，得完成報名手續。 

1.請於報名網址上傳附件一、附件三、附件四以及2張【成品獨照】及3張【試做

過程】。 

(1) 附件一菜單:請以附件二表單中之食材，設計40元以內(含40元)之三菜一湯

菜單，用於成果冊排版後製，恕不接受 PDF、照片檔等其他格式檔。 

(2) 附件三參賽者同意書:請參賽者親筆簽名，並掃描 PDF檔或拍照後上傳。 

(3) 附件四、附件五參賽者基本資料:請參賽者依照參賽組別(國小親子組/國小

親師組)或(國中組、高中組、校廚組)填寫，並掃描 PDF檔或拍照後上傳。 

十一、活動內容： 

（一）初賽 

1、以限定食材設計價值40元三菜一湯之菜單：參賽者得參考「學校午餐食物內

容及營養基準」，利用大會限定之食材(如附件二)設計主菜、副菜、青菜及

湯品，搭配健康調味原則(低油、低糖、低鹽及高纖維)，設計出適合國、高

中及小學學生之營養午餐食譜。 

2、初賽報名成功且無缺件之隊伍，每隊皆補助食材費300元。 

2、菜單請以1人餐盤分量為基準，搭配顏色、切工、口味及多樣性。 

3、書面審查評分標準：資料完整度5%、營養及健康10%及創意及特色20%(依照

分數排列名次)。 

4、若收件數不足或未達標準，經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可酌予調整名額或予以從缺

處理，且無任何疑義。 

5、通過初審名單公布於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網頁首頁，並電子郵件通知學校承辦

人。 

（二）決賽 

1、決賽時間：111年10月1日(六)，國小組、國中組、高中高職組及校廚組。 

2、決賽地點：基隆市深美國小(地點指南如附件五)。 

3、決賽辦法： 



(1)每隊參賽者請依據初賽設計之菜單製作料理，進行比賽時不得任意更換菜

色及食材，違者喪失最後評分資格。 

(2)現場由基隆區漁會、基隆市農會、基隆市蔬果公會及基隆政府教育處提供

食材、白飯及部分調味料(如:油、鹽、糖、醬油、烏醋、白醋、香油、

番茄醬、沙茶醬、地瓜粉、太白粉及酥炸粉等…)，其他特殊調味料或特

殊品牌之調味料請參賽者自行準備。 

(3)各組須於活動現場拿取各自需要之材料，請參賽者於當日自行準備前處理

之設備(如:削皮刀、剪刀、漏盆、磨泥器等…)，現場將備有水源可清潔

食材。 

(4)僅能使用限定之食材，不得自行先前加工，比賽過程中若發現私帶菜餚成

品或是其他非原設計菜單之食材將以棄權論。 

(5)現場須於120分鐘內製作兩盤餐點，以1人餐盤分量為基準，每盤內容物皆

為三菜一湯，並於11:30分前送至評審室評分。 

(6)活動當日請攜帶檢錄證件(例如:駕照、身分證、健保卡或學生證等…)，

同參賽隊伍者每人應具備一份證明文件，若無法證明身分者，不得進入

會場進行決賽。 

(7)現場僅提供每隊1組卡式爐(含瓦斯罐)、四格餐盤及湯碗，請參賽者攜帶

慣用烹飪器具(如:炒鍋、煎鍋、盛裝容器、砧板、削皮刀及刀具等…)，

現場將不提供任何烹煮器具，惟放置卡式爐上之鍋具底面積直徑勿超過

22公分，以免因爐具過大造成輻射熱使瓦斯罐側蓋過熱而發生意外，若

於決賽現場發現使用之爐具有造成危險之疑慮，請參賽者務必配合替換

自備之用品。賽前請詳閱附件七之卡式爐使用安全須知。 

(8)參賽者提供之菜單特色說明附件一，大會將製作成各組解說看板供評審參

閱；請各組準備40秒講稿，當日上菜秀時由主持人協助介紹該組菜餚，

內容將列入評分標準；參賽者可於上菜秀時搭配創意動作或效果。 

(9)為落實食品衛生安全，比賽期間請參賽者自備口罩、帽子、包鞋及圍裙，

衣著及環境衛生將列入評分，違者扣總分5分。 

(10)菜餚完成後，請徹底打掃工作及周圍環境，並請工作人員確認後方可離

開會場，並列入評分，違者扣總分5分。 

(11)參賽者於比賽期間不得干擾他組比賽的行為，違規者視情況扣分。 

(12)所有參賽者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作品，未完成之作品將不予計分。 

(13)疫情期間，為確保所有參賽者安全，請參賽者注意個人身體狀態，若有

疑似感冒、發燒或是不適等症狀，建議在家休息，避免傳播。 

(14)決賽將投保公共意外險，為求安全請協助於報名資料中填寫個人基本資

料。 

4、決賽評分標準：衛生與安全15%、菜餚介紹10%、外觀及風味20%、整體滿意

度20%。 

5、獎勵辦法： 



(1)獎項: 

《MVP 神廚》全部隊伍選出1隊最佳隊伍，獎勵30,000元等值禮券、獎狀乙

幀及獎盃乙座 

《金牌神廚》每組各選出1隊最高分隊伍，獎勵10,000元等值禮券、獎狀乙

幀及獎盃乙座 

《銀牌神廚》每組各選出1隊第二高分隊伍，獎勵5,000元等值禮券、獎狀

乙幀，每組各錄取1名 

《銅牌神廚》每組各選出1隊第三高分隊伍，獎勵3,000元等值禮券、獎狀

乙幀，每組各錄取1名 

《最佳創意》每組各選出1隊最佳創意隊伍，獎勵1,000元等值禮券、獎狀

乙幀，每組各錄取1名 

《參 加 獎》入選決賽之隊伍，每組皆頒發伴手禮一份   

(2)禮券於現場頒發；獎狀與獎盃於會後寄送至學校，請校方人員協助頒發。

禮券內含基隆市農會、基隆區漁會、特色伴手禮商家及連鎖超市禮券之組

合。 

(3)獲獎組別，每隊將獲獎盃乙座、禮卷乙份及獎狀數面。 

(4)以上獎項，若參與人數不足或未達標準，經評選專家會議決議可酌予調整

名額、獎項或予以從缺處理。 

6、其他事項： 

(1)所有參賽人員上傳資料後，若需要更改參賽項目及名稱，須於111年09月

21日(五)16:00前與承辦人聯繫(電話：02-24654821#30，陳韋志總務主任

或葉芸菁組長)。 

(2)參賽者繳交之相關資料，皆不退件，請參賽者自行留底備分。 

十二、預期成效： 

（一）提升民眾及學生對食農、食魚及環境教育的重視。 

（二）提升飲食均衡理念，並藉由在地食材，推廣基隆飲食特色。 

（三）增進親子及師生間互動，吃出健康也吃出幸福感。 

(四) 促進青少年同儕合作，參與健康活動並發展專長。 

(五) 促進民眾參與校園午餐推廣，並落實健康飲食理念。 

十三、注意事項： 

(一)應徵作品須符合未出版、發表或獲獎，切勿一稿多投；若有抄襲、模仿或冒用

他人名義知侵犯他人著作權等情事者，經查屬實者，將取消資格、追回獎勵，

並由作者自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二)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獲獎作品著作權人歸原作者所有，但主辦單

位保有於任何時間地點以及任何形式公益推廣(如修改、轉載、出版)之權利，

不另支酬。 

(三)報名需上傳之資料如不齊全，且未能於報名截止日前補交，主辦單位得取消其

報名資格。 



(四)凡報名參賽者，視同認同本簡章知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予主辦

單位隨時修訂並另行公佈；詳情洽詢深美國小總務處。 

(五)決賽當日帶隊比賽之教師或承辦人員，請給予補休；參與決賽之廚務人員請給

予加班費或補休。 

十四、本比賽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補充，並於決賽前公告。 

十五、本計畫辦理有功之人員，由本府統一辦理敘獎，敘獎獎勵為主辦及承辦人員各

記功乙次，協助人員各嘉獎貳次。各校指導老師，由校方本權責核實敘獎，獲

獎學校得獎勵嘉獎貳次；進入決賽學校得獎勵嘉獎壹次。 

十六、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