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VE MY WAY溯源安心最對味 

2019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 

 

 

競賽簡章 



 

 

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 

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 

 

壹、 競賽緣由： 

  「2019 國道便當創意料理大賽」特以「國道便當」爲競賽主軸，藉年輕族群的創意構

思並結合地方特色農產，以製作出最健康美味的便當料理，讓大家能品嚐到產銷履歷農產

品的季節美味，同時讓國道便當跳脫過往的「經典主題形象」，而更具多元的吸引力。 

  透過本次徵件活動，喚起民眾對於食品安全及衛生的意識，同時強調產銷履歷農產品

安心可溯源的特色，進而使民眾支持國產優質的產銷履歷食材。 

 

貳、 競賽辦法：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協辦單位：台灣道農協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二、競賽對象：高中組：就讀高中(職)餐飲相關科系學生。 

  大專組：就讀大專院校餐飲相關科學生。 

三、初賽受理時間：2019 年 11 月 18 日 (一) 起至 12 月 9 日 (一) 止。 

     由參賽報名中選出各組十名進行決賽。 

  決賽名單：2019 年 12 月 12 日 (四)，於國道便當粉絲專頁及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 

      社官網公告決賽名單。 

決賽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四) 早上 10:00 至 11:30。 

決賽地點：國道 3 號古坑服務區 

二、 競賽內容： 

  本競賽以「在地美味，結合當季健康食材，以容易烹煮之方式製作出特色國道便

當料理」，便當食材必須為產銷履歷農產品，並可從大潤發、全聯、家樂福等大型通

路可購得為主，並使用「統一規格之便當盒」裝盛（詳見附件三範例說明）。成品成

本以不超過 45 元的便當內容作為參賽標準。 

三、 競賽方式：  

1. 初賽報名方式 

參賽者請於初賽受理期間填妥報名資料（附件一、二），將參賽便當食材與成品拍

照，以電子檔送審（請參考附件三），資料繳交方法： 

a. 郵寄收件：將所有資料電子檔（含報名資料、參賽作品）燒錄至光碟內，以

郵寄方式寄至嘉義市西區光彩街 568 號欣格創建行銷公司收（請註明「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 

b. 電子郵件：將電子檔（含報名資料、參賽作品）以電子郵件夾帶附件方式寄

至信箱 ss20180223@gmail.com，標題註明：「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

意料理大賽」。 

2. 決賽辦理方式： 

a. 入圍決賽者請自行準備食材，總採購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元，（由本單位

補助，未完成報到手續視同放棄）。場地限制無法開火，決賽現場僅提供微波



 

 

爐、電磁爐及電鍋共同使用；若需要其餘器具、碗盤及調味料，請自行準備。

建議決賽者事先準備成品為佳。 

b. 選手於決賽當日 09：00~09：30 完成報到，於規定時間內未完成報到者，視同

棄權。 

c. 10：00 競賽開始，時間為 1 個半小時，參賽選手須於規定時間內（含完成料理、

桌面及器具歸位等清理時間），完成初賽時所提供之創意便當料理 2 人份供評

審評分，並加以情境佈置，另裝 1 份為 10 人份供評審試吃。 

四、 評審團：邀請產官界專業人士擔綱。 

評選【高中組】及【大專組】各 10 件作品進入決賽。 

五、 報名洽詢電話：0933-573188/余小姐 (週一～週五早上 09：00～晚間 18：00) 

 

參、 評選辦法 

1. 初賽：2019 年 11 月 18 日(一)起至 12 月 9 日(一)止 

評審項目 說明 分數百分比 

創意度 食材運用與名稱 30% 

食材使用性 食材選擇與應用 20% 

完整性 食譜內容 20% 

均衡性 營養成分是否均衡 10% 

實用性 烹製內容簡便易學 10% 

臉書人氣指數 網友支持度 10% 

 

2. 決賽：2019 年 12 月 19 日(四)早上 10:00 至 11:30 

評審項目 說明 分數百分比 

創意度 食材運用與現場說明作品 30% 

食材使用性 食材選擇與應用 20% 

完整性 作品呈現完整度 20% 

均衡性 營養成分是否均衡 10% 

實用性 烹製內容簡便易學 10% 

現場民眾人氣指數 現場來訪民眾投票 10% 

 

肆、 獎勵辦法 

【高中組】及【大專組】各取： 

金牌 1 名，獎金新臺幣 6000 元整及獎狀。 

銀牌 1 名，獎金新臺幣 3000 元整及獎狀。 

銅牌 1 名，獎金新臺幣 1500 元整及獎狀。 



 

 

 

伍、 注意事項： 

1. 本次競賽之作品著作財產權、版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編修運用於宣

傳、發表、出版、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成冊等權利，不另致酬。已繳交作品

恕不退回，請自行備份。 

2. 參加本競賽者應保證其所提供之作品內容均符合現行法令，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

其他權益。如有違反，應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3. 決賽競賽當日選手若有任何問題，該場評審委員具有絕對裁判權。 

4. 主辦單位保有競賽中所使用的烹飪方式及錄影，拍照之相關權利。參賽者應同意參

賽作品的錄影、照相、版權將歸主辦單位所有。 

5. 參賽者攜帶之器具與個人財物，請參賽者自行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毀損概不負責。 

6.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取消與暫停本競賽權利，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適

時修改並公布於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 

7. 頒發之獎項得依評審決議從缺或並列之，依中華民國所得稅稅法規定，競賽獎勵金

超過新台幣 2,000 元，需扣稅額 10%。 

8. 本競賽活動需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電子信箱等

個人資訊，以在本活動期間進行必要之聯繫。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3 條的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

刪除等當事人權利，請洽欣格創建國際行銷公司。 

陸、 成果展示： 

1. 2019 年 12 月 23 日 (一) 辦理頒獎活動。 

2. 2019 年 12 月 27 日 (五) 於交通部媒體會面室辦理各組前三名媒體品嚐會；補貼食

材費用 1500 元。 

3. 本單位後續將協助得獎者與業者合作，以授權聯名方式，共同推出「LOVE MY WAY 

溯源安心便當」商品於國道休息站、服務區或其他通路上架販售，以提高產銷履歷

便當之曝光度及知名度。 

 

柒、 聯繫方式： 

1. 聯絡窗口：欣格創建國際行銷公司 余小姐  

2. 聯絡電話：0933-573188 

3. 電子信箱：ss20180223@gmail.com 



 

 

附件一 

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 

報名表 

一、 基本報名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作品名稱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E-mail  

就讀學校  

參賽組別 □大專組 □高中組 

 

二、繳交文件確認清單 

請於繳件前再次確認應繳交內容；若已確認完全，請打勾： 

□ 我已詳閱競賽簡章內容並同意所有參賽規則 

□ 參賽作品電子檔 

□ 報名表電子檔 

□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電子檔 

 

三、參賽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 反面 

 



 

 

附件二 

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茲報名參加「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2019 國道便當創

意料理大賽」之作品照片及食譜，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相關協辦、執行單位，將創作作品照片及食譜以適當方

法重製於業務宣導及內部使用。 

2. 參賽料理作品皆為本人原創，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概由本人自

行負責，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3. 承諾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4.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本活動之主辦單位有權要求本人返

還全數得獎獎金及獎狀。若因本活動之關係所延伸出其他商業行為或酬勞等，因可歸

責於參加本賽事，並使主辦方商譽名義肢受損，本人應負賠償之責。 

5.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 

 

 

 

此 致 

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2019 國道便當創意料理大賽 

主辦：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立同意書人： （親簽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未填寫者不予評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LOVE MY WAY 溯源安心最對味。2019 國道便當產銷履歷食材創意料理大賽 

繳交作品範例 

 

繳交作品—範例 

 
  

作品名稱 盛裝的四季沙發 

作品創意說明 

用電鍋、烤箱就能完成地的懶人料理，希望在忙碌的都會生活中，也能享

受在地食材的美味，用最容易的方式，將美味的台式便當拿在手，在沙發

中舒適地享受這盛裝的美味。（說明字數 300 字內） 

食材與調味料 

說明 

米飯 50g 

蘿蔔 1 條 

乾貨香菇 3 朵 

醃漬鮭魚卵 10g 

醬油 1.5 匙 

米酒 1 匙 

食材圖片說明 照片 產銷履歷標籤貼紙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 

 

 

  
 

  
 

  
 

成本計算 

食材 數量 價格 

馬鈴薯 1 顆 8 元 

起司片 1 片 10 元 

吐司邊 4 條 1 元 



 

 

西西里香蒜鹽 少許 0.5 元（未滿 1 元以 1 元計） 

  共 20 元 

食譜作法說明 

1.南瓜切塊蒸熟備用。 

2.板豆腐切厚片，放入鍋中煎至上色，加入所有調味料燒至收汁，放入焗烤皿中。 

3.在作法 2 的焗烤皿放上作法 1 的南瓜塊，鋪上紅醬。 

4.再放入已預熱烤箱，以上火 220℃、下火 220℃烤約 5~8 分鐘，撒上巴西里末即可。 

 

➢ 2019 國道便當創意料理大賽之繳交成品請統一遵守如下標準： 

1. 便當成品使用透明蓋，便當盒之外觀設計不列入評分標準。 

2. 規格大小請遵照如下範圍，毋須使用異型規格或特殊材質。 

3. 評審重點聚焦在創意食譜與產銷履歷食材。 

長 16公分~19公分 

寬 11公分~14公分 

高 3公分~6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