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 

Come Bake with Anchor 

 
競賽簡章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新加坡商永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承辦單位：敏實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競賽日期︰110年05月29日(星期六) 

      競賽地點︰敏實科技大學 (307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1號) 

         報到處〈定一樓1樓〉 

         比賽場地〈學院樓1-2樓〉 

         頒獎及閉幕〈定一樓6樓國際會議廳〉 

      諮詢專線：03-5927700分機3201、3308 

  



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 

Come Bake with Anchor 

一、活動主旨: 

新加坡商永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FONTERRA BRANDS (NEW YOUNG) PTE. 

LTD. –TAIWAN BRANCH)，為了提升各高中職對奶油及其它乳製品的認知與實務，

故辦理本次2021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Come bake with Anchor，本次比賽聘

請國家級專業評審團蒞臨指導。藉此烘焙活動讓所有愛好廚藝的青年學子們，盡

情揮灑追求廚藝的熱情，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精神，並展現臺灣頂尖廚藝，

與業界接軌。 

二、競賽日期、地點及報名資訊: 

1.日期：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0年5月7日(五)下午10:00前截止 

書審期間：110年05月9日(日) 至110年05月10日(一)  

初賽公佈：110年05月11日(二) (公佈進入決賽mail通知) 

決賽日期：110年05月29日(六) (決賽) 

2.活動場地：報到處〈定一樓1樓〉比賽場地〈學院樓1-2樓〉 

            頒獎及閉幕〈定一樓6樓國際會議廳〉 

3.報名資格：全國各高中職〈五專〉餐飲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 

4.參加人數：每隊兩名選手，每校最多限定2組/4人報名參賽，決賽以實際參

賽作品書面審核為主。 

 

 

 

 

 

 

 

 



三、賽事當日流程: 

1.競賽流程： 

 

2. 美味專佳開館揭幕儀式： 

 

時間 流程 地點 

0930-0940 長官致詞 

定一樓 3樓 

美味專佳 

0940-0950 揭幕儀式 

0950-1000 媒體採訪 

1000-1030 輕食茶會 

 

3.安佳產品甜點示範課程： 

 

時間 流程 地點 

1230-1300 簽到【免費】 
定一樓 3樓 

巧克力拉糖教室 
1300-1500 研習課程 

1500-1520 頒發研習證書 

時間 流程 地點 

0800-0930 選手報到 定一樓 1樓 

0930-0940 檢查食材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0940-1010 場地介紹 學院樓 2樓【烘焙教室】 

1000-1130 第一場競賽 學院樓 2樓【烘焙教室】 

1130-1230 裁判評分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1230-1330 開放展示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1200-1220 檢查食材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1220-1230 場地介紹 學院樓 2樓【烘焙教室】 

1230-1400 第二場競賽 學院樓 2樓【烘焙教室】 

1400-1500 裁判評分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1500-1540 開放展示 學院樓 1樓【成品室】 

1600 頒獎、閉幕 定一樓 6樓【國際會議廳】 



 

四、競賽辦法: 

(1)初賽辦法： 

*報名初賽繳件 

★ 電子檔(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  

★寄件完須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NGxAkJsks7h6vXeBlLzbBUIHy

U34CkTcVDnoXnR8TJAN5w/viewform?usp=sf_link 

★參賽者兩人為一組，以校為報名單位，初賽採書面作品遴選 

*繳交資料如下: 

【授權書(附件一)1張、作品照片創意說明表(附件二)1張、配方表(附件三)2張】 

於即日起至110年05月08日(六)截止收件(以e-mail寄件日期為憑)。 

寄至：nick80909@gmail.com 辜韋勳 老師收 

成功寄件完成將會收到系統回信告知 

電話: 03-5927700#3201 手機0972021009 

※初賽評分標準： 

1. 為了提升選手技巧運用及創意發揮的能力，限使用安佳奶油製作兩款不同技

巧餅乾【例如：冰箱小西餅、丹麥小西餅、千層酥、草莓雪球、夾餡餅乾】。 

2. 每款餅乾限成品重量每個/片為5~30克以內。 

3. 作品照片內容須包含兩款餅乾 (共 2 款，每款數量最少呈現25片/個)。 

4. 作品照片需清晰拍攝，請隨電子檔附上，以利裁判審查。 

5. 評分標準以公告為主，結果以裁判宣布為標準，參賽者皆需服從裁判之判決。 

(2)決賽辦法： 

1. 晉級決賽之隊伍請於 110 年 05 月 29 日(六)攜帶有效證件、授權書正本依

指定時間內進行報到手續。 

2. 參賽者需於1.5小時內現場製作完成，兩款餅乾 (共 2 款，每款餅乾限成品

重量每個/片為5~30克以內，數量最少呈現25片/個其中5片放置試吃盤)。 

3. 需展台佈置尺寸為60公分x45公分，佈置時間20分鐘，成品繳交須提供配方表

及創意理念。 

4. 晉級決賽之作品需與初賽相同，唯允許有30%之異動。 

5. 評審團將由專家、學(業)界評審三位以上共同組成。 

6. 由評審團依成品及評分標準進行評選，評審並於賽後針對成品做講評。 

7. 決賽入圍者因事無法出席者視為棄權，不得由他隊替補參賽或他人替補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NGxAkJsks7h6vXeBlLzbBUIHyU34CkTcVDnoXnR8TJAN5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ANGxAkJsks7h6vXeBlLzbBUIHyU34CkTcVDnoXnR8TJAN5w/viewform?usp=sf_link


賽。 

8. 進入現場前會檢視物料器具、比賽禁止使用半成品或成品參賽，一律只能攜

帶物料入場，違者不予計分。  

9. 作品須使用可食用之食材，可使用食用色素及果泥、果醬、及食用金箔粉等

相關食材。  

10. 每隊選手需自行準備展台佈置和試吃盤，兩款餅乾菜卡食譜(附件三)及主題

說明，放置大會提供指定的位置,並不得超過大會設定桌位隊別尺寸界線。  

11. 決賽作品所使用基本原物料，大會現場提供安佳永紐所販售乳製品(奶油、鮮

奶油、乳酪、牛奶) 讓選手使用，其餘烘焙材料皆由選手自行準備。  

12. 參賽者需著乾淨整齊之廚服、廚褲、廚帽(長辯頭髮不得外露)、圍裙等參賽，

若未按規定參賽，評審扣除衛生分數。  

13. 比賽會場僅提供烘焙丙級證照術科檢定之基本設備，其餘器具由選手自行攜

帶。 

14. 會場提供 110v 及 220v 插座電源各一座，要使用桌上型攪拌機、微波爐或 

均質機等機具請自行準備。  

五、初賽評分標準: 

1. 由主辦單位評審進行書面審查作業，依照下表進行評分。  

2. 書面審查結果依照參賽隊伍總成績排序，選出高中職組(含五專)24組進入決

賽。 

評分項目 百分比 

主題說明 30 % 

創意理念 30 % 

報名資料呈現 20 % 

市場可行性 20 % 

合計 100 % 

六、決賽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百分比 

衛生安全 15% 

作品創意與主題 

(含配方表及說明) 
25% 

作品外觀設計及內部組織口感 30% 

團隊合作精神 10% 

市場可行性 10% 

操作技巧 10% 

合計 100 % 



七、獎勵辦法: 

金獎：共一隊、每隊獎金新台幣10,000元、每隊獎盃壹座，得獎者每名獎牌壹面、

獎狀壹紙。 

銀獎：共二隊、每隊獎金新台幣5,000元、得獎者每名獎牌壹面、獎狀壹紙。 

銅獎：共三隊、每隊獎金新台幣3,000元、得獎者每名獎牌壹面、獎狀壹紙。 

最佳團隊獎:共二隊、獎金新台幣1,000元，得獎者每名獎狀壹紙。 

最佳創意獎:共二隊、獎金新台幣1,000元，得獎者每名獎狀壹紙。 

最佳風味獎:共二隊、獎金新台幣1,000元，得獎者每名獎狀壹紙。 

佳作:入圍總決賽者將頒發佳作獎狀壹紙。 

※金獎隊伍可參與安佳永紐規劃結合業界的 1 檔行銷活動，檔期及形式將由主辦單位安排，無

法配合隊伍將依成績順位遞補。 

(參與入圍決賽選手的指導老師各獲頒指導證書壹紙) 

 

八、注意事項/其他: 

1. 主辦單位可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停止或延後比賽。 

2. 主辦單位概不保管比賽隊伍所攜帶之器材及個人之財物。 

3. 因比賽場地安全考量，會場嚴禁未滿12歲以下兒童進入。 

4. 產品需為原創性設計，無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5. 比賽過程須全程穿著廚師服裝、帽子與圍裙。 

6. 選手請於規定時間內報到，於競賽開始後20分鐘未到選手視同棄權。 

7. 選手報到請攜帶有效學生證或身分證，以便核對身分。 

8. 主辦單位場地提供丙級術科檢定所需之器具供選手使用。有特殊器具及模型需

求者請自行準備，可於入選決賽後於主辦單位確認提出申請並且由當天評審檢查無

誤。 

9. 本人聲明報名表內所填資料全屬真實，如有虛假，願將得獎時獲頒競賽獎金、獎牌及

獎狀繳回外，願負其他法律相關連帶責任。 

10. 選手應同意參賽作品的錄影、照相、版權將歸主辦單位所有。 

11. 凡報名參加此競賽者(即參賽者)，皆已研讀並充分瞭解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及

條款要求，並且願意完全遵守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及條款要求。 

12. 主辦單位有權保留終止、修改及取消此活動之權利，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

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 

13. 若有未盡事宜，以競賽大會當天公佈為主。 
  



九、敏實科技大學交通方式: 

高速公路路線指引 

建議路徑一：北二高竹林交流道(路標 90 公里)->往竹東方向(120 縣道)->約 0.8 公

里->ok 便利商店紅綠燈左轉芎林->約 1.4 公里(途經郵局)->至文林閣交叉路右轉

文山路 ->約 0.5 公里->敏實科技大學 

建議路徑二：北二高竹林交流道(路標 90 公里)->往芎林方向(120 縣道)->約 0.2 公

里->竹北路標(紅綠燈前)直走->約 0.7 公里->紅綠燈右轉文德路(新埔方向、旁有

廣達加油站)->約 0.4 公里->紅綠燈右轉文山路(橫山方向、旁芎林衛生所)->約 0.1

公里(途經新竹客運芎林站) ->Y 字路口左線->約 0.7 公里->至文林閣交叉路左線

續走文山路->約 0.5 公里->敏實科技大學 

高鐵路線指引 

新竹高鐵站-> 從出口4往左轉->至光明六路東二段往右轉->至東興路一段->搭乘

新竹客運至敏實科技大學站 

 

台鐵路線指引 

新竹火車站->至新竹客運總站搭乘至敏實科技大學站 

 

客運路線指引 

搭新竹客運【5615】至芎林敏實站(新竹－敏實科大經芎林) 

從台北搭國光客運->北二高竹林交流道下車->步行約 1.9 公里至敏實科技大學 

步行路線：前方紅綠燈左轉芎林(文衡路) ->步行約 0.7 公里 ->至文林閣交叉路右

轉文山路 ->約 0.5 公里 ->敏實科技大學 

 
  



參賽同意授權書(附件一)

參賽者同意授權內容︰ 

一、參賽者應尊重所有評審委員之評判結果，對評審內容不得有異議。 

二、所有參賽者作品之智慧財產權、著作權以及專利所有權等，同意授與本主辦單位優

先所有權。 

三、主辦單位對於所有參賽者作品保有公開發表使用、重製以及保有修改之權利。 

四、所有參賽者作品以及相關文件資料恕不另退還。 

五、所有參賽作品請勿抄襲或已於相關公開場合之活動發表，若日後經查明立書人等

之相關作品確實抄襲或一稿多投時，立書人等將喪失參賽與得獎資格，不得異議。 

六、本次競賽大會主辦單位保有終有最終評判權與解釋權，參賽選手不得異議。 

此致敏實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備註： 

立書人了解並同意上述所意授權。 

資料填寫親筆簽名，正本於決賽當日報到時繳交。 

此致 

 

(一)立書人(姓名)：                 法定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地址：                         

 □同(一)立書人地址 

(二)立書人(姓名)：                 法定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地址：                         

 □同(二)立書人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Come Bake with Anchor」 
作品名稱創意說明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學校:                     姓名:                姓名: 

(1)作品名稱 

創意說明 

 

作品相片 照片請浮貼 

(2)作品名稱 

創意說明 

 

作品相片 照片請浮貼 



(附件三)   

「安佳永紐烘焙之星挑戰賽Come Bake with Anchor」 

製作配方表 
學校:                姓名:     /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作品名稱  

材料名稱 重量(公克) 作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