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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緣起 

    為推動「食米教育」的理念，透過健康飲食教育，讓高中生具體認識及瞭解稻

米文化、稻米營養觀念，並發揮創意製作多樣化米食。本年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與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社團法人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承

辦「2019全家料理王 x非米不可」競賽，以推廣臺灣在地食材與青年圓夢為主軸，

鼓勵年輕學子，了解國產米及米榖粉特性，搭配在地食材創作符合消費者需求之作

品，從中學習溝通、團隊合作與創作力。 

 

貳、 活動單位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參、 活動時程 

項目 時間 備註 

2019全家料理王 X食農 FUN體驗 108年 7月 11日至 7月 12日 詳見附件一 

總決賽電器用品使用申請表提出 108年 7月 30日 詳見附件七 

總決賽繳交資料收件日期 108年 9月 05日 郵戳為憑 

總決賽 108年 10月 2日  台北市/開南商工 

頒獎典禮與成果發表會 108年 10月 3日  台北市/農糧署  

金牌隊伍日本觀摩 108年 11月 擇日辦理 

 

肆、 總決賽競賽方式說明 

一、 總決賽隊伍繳交資料： 

1. 請於 108年 7 月 1日(一)前將總決賽確認參加回覆單(請見選手通知信)及住

宿需求申請表(附件二)填寫完畢並寄回電子檔至 rice.edu2015@gmail.com 及

以郵寄方式寄回紙本的附件二(住宿需求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共兩頁)。 

2. 總決賽隊伍需繳交之競賽資料如下，請以光碟或隨身碟形式提供，於 108

年 9 月 5 日前郵寄掛號或宅配寄送至「2019 全家料理王 x 非米不可」競

賽小組 (請列印附件五黏貼於信封正面)，以郵戳為憑(光碟與隨身碟於總決

賽當日歸還)；並請一併寄送電子檔至 rice.edu2015@gmail.com： 

a. 選手自行攜帶物品及食材清單(如附件三，僅需繳交電子檔) 

b. 作品提案之 Power Point報告:內容應含提案作品發想、烹調、尋找食材

等過程。檔案格式 PDF檔。 

c. 微電影影片：5~8 分鐘，不超過 8 分鐘。影片檔案格式以 MP4、

MPG、MOV 為主，影片解析度 1920∗1080(HD)以上，畫面格式(長寬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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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6:9。影片內容應包含兩部分： 

(a) 自我介紹、報名動機。 

(b) 料理過程與方法、尋找在地食材紀錄、相關指導老師的教導過程及

參加競賽之感想等。 

d. 履行個資法第 8條告知義務聲明（附件四）。 

二、總決賽過程中，依排定時間以 Power Point 檔案進行 5 分鐘作品提案報告。(以

參賽隊伍每組 10 分鐘時間，三人一起上台報告，現場計時 5 分鐘為報告時

間，評審提問 3 分鐘，現場整理 2 分鐘。) 

三、總決賽繳交之微電影影片，由專業評審進行評分，所得評分佔總決賽評分項

目 10%，得分最高隊伍獲最佳微電影獎項。 

四、作品實做時間為 40分鐘，善後清潔時間為 10分鐘，競賽時間內須完成所有

成品製作、出餐、展示、環境清潔等工作，並由現場工作人員點交簽名方可

離開，否則將視情況扣分。(大會提供之設備及器材若有遺失或損壞，須負賠

償責任)。 

五、作品實做須在時間內完成，製作份數包含 4份成品及 8小份試吃品。 

1. 4份成品：請置於自行攜帶的餐盤中，含展示於試吃品旁 1份、提案報告用 1

份及隔日頒獎典禮須展示用作品 2份，頒獎典禮使用之展示成品，請自行包

裝、標示(保存溫層、所屬隊名等)以利後續管理。 

2. 8小份試吃品：總決賽當日於指定場地供評審試吃評分用，承辦單位將提供編

號餐具。 

六、佈置品請自行準備，產品介紹卡以承辦單位提供之簡介卡格式，展示桌

(60cm×90cm)之相關輸出品請勿出現學校名稱，否則取消資格。展示桌可自行

視狀況決定佈置，展台佈置不計入評分。 

七、總決賽之舉辦地點為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交通資訊詳見附件八；頒獎

典禮之舉辦地點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台北辦公區七樓大禮堂，交通資

訊詳見附件九。 

八、提案作品中材料皆為可食用，不可使用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規之原料或食品

添加物，展示用作品可依實際需求上膠或其他處理以利保存。 

九、參賽者自行準備之食材及器具須遵守競賽準備規定。 

十、進入總決賽選手將獲得大會贈送廚師服一件(上衣)，總決賽及頒獎典禮穿

戴。競賽中請自備廚褲或深色長褲(禁穿牛仔褲)、白色廚帽、白色圍裙、口

罩、及工作鞋(禁穿球鞋、涼鞋、拖鞋)，服裝應整齊清潔，皆勿有個人、學

校、公司學校 logo、標示圖像等足以辨識符號露出，不符合規定參賽者不得

入場參加競賽並取消參賽資格。 

十一、總決賽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作品內容 提案內容 微電影拍攝 
美味度、創意性、

可行性 

作品構想、在地食

材應用、提案表現 

百分比 6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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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競賽規章 

一、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任何不遵守規則或不符合競賽項目所訂條件之作品參加競

賽。 

二、總決賽相關規定： 

1. 總決賽參賽選手與指導老師須與報名資料相同，不得更換，否則以棄權

論，參賽選手須全程參加競賽(含頒獎典禮)，指導老師則須全程參與總決

賽賽程，否則喪失該隊入選資格。 

2. 參賽隊伍與指導老師請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手續。 

3. 競賽當天將檢查食材，食材可先行洗滌、切割。並請將自行準備之食材(含半

成品)填寫於附件三中。 

4. 為維護參賽選手安全及競賽的公正性，選手自備的刀具及食材皆需於報到時

統一存放在承辦單為所提供的冰箱與層架。所有存放物品請自行包裝、標示

(保存溫層、所屬隊名等)以利後續管理。 

5.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刪改或增補任何規則，及增加或減少競賽組別，裁判

長對規則的詮釋為最終之依歸。 

6. 參賽者如有違反參賽規則，裁判長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競賽結果由裁判

長做最終決定，參賽選手不得異議。 

7. 競賽現場請勿攜帶過多個人物品，展示品、器具或私人物品遺失或損害

者，主辦、承辦及協辦單位無保管賠償責任。 

8. 為鼓勵選手有更多創意的發想，並預防創意作品被抄襲。曾經參與過競賽

的作品不可再製作陳列，否則評審得予以扣分。競賽後ㄧ週如經檢舉或大

會發現有具體事證，主辦單位可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項，該獎項從缺。 

9. 競賽所使用廚房設備及操作器具由承辦單位提供基本爐具及廚具，詳見附件

六)。如參賽隊伍不敷使用之器材皆可自行攜帶，需考慮使用安全，電器用品

則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申請(附件七)，並獲承辦單位核准使用，否則一律不

得使用。 

10.除承辦單位提供器具以外，裝盛展示成品的餐具、廚房紙巾、乳膠手套、包

裝飲用水等皆須自備，但不得有個人姓名、學校、公司等相關可辦別身分之

記號。 

11.參賽隊伍須於頒獎典禮當日依規定場地及時間內完成現場佈置及成品展示。 

 

三、權利歸屬與爭議處理 

1. 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享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

展覽、宣傳、攝影出版、發表等使用權利，不另計酬，參賽者本人則保有著

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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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作品嗣後如涉及著作權糾紛，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參賽者自負全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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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一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者，除取消全部得獎資格外，並追回得獎獎

牌/狀/金等全部獎項。 

4. 如發現其他參賽者有違規或競賽過程有不公正之情事，除於現場向主辦單位

或評審立即舉發、或於活動結束後 7日內檢附相關證明向主辦單位檢舉之

外，其餘不予受理；檢舉經證實者，即按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5. 若無法配合相關事宜，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6. 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更改及變動之權利。 

 

陸、 競賽流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9:40-10:10 
․參賽選手全員報到 

․領取廚師服及場次分組背標號碼。 
B1小教室 

10:10-10:30 ․展示台佈置 B1大型階梯教室 

10:30-11:00 
․核對選手身分，檢查食材、器具。                     

․參賽選手全員賽前說明、賽程講解。 
1F中餐教室 

11:00-11:50 ․選手製作時間 40分鐘，環境整理 10分鐘。 1F中餐教室 

11:50-13:00 ․評審試吃評分 1F中餐教室 

13:00-14:00 ․Power Point作品提案報告(1) B1大型階梯教室 

14:00-14:10 ․休息時間  

14:10-15:10 ․Power Point作品提案報告(2) B1大型階梯教室 

15:10-16:30 ․評審評分及成績計算 B1大型階梯教室 

16:30-17:00 ․評審長及評審講評 B1大型階梯教室 

 

備註： 

一、參賽選手須穿著大會發給的廚師服進入會場，分組背標須完成別掛於廚師服

後背明顯處。 
 

二、提案報告注意事項 

1. 依照抽籤組別順序進入會場報告，等待報告各組請於報告會場外休息區(走

道區)暫候等待進入提報，呼叫三次未到則棄權，進入提報時指導老師可一

併進入入座聆聽。 

2. 各組報告時場地管制禁止人員進出，各組報告同學及老師由指引人員引導

進入及離開。 

3. 分組報告時，現場四分鐘舉牌，並以一聲響鈴提醒，五分鐘時舉牌並以三

聲響鈴提示。 

4. 各組選手需準備成品一份，自行端入報告會場展示台放置在指定展示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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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獎項 

 

 

 

 

 

 

 

 

 

 

 

 

 

一、獎金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條第 7款「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

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規定，得獎者獎金為 2萬元(含)以下，照原獎金發

放，得獎獎金超過 2萬元，須先扣 10%之稅款，並計入個人所得。(如為非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者，

另依規定辦理)。 

二、金牌隊伍由主辦單位規劃、安排赴日觀摩學習活動，每人須支付總旅費之 10%

之稅款，並計入個人所得。 

三、赴日觀摩自費部分:個人護照辦理費用、國內往返機場之交通費用、日本境內

非行程規劃之交通費用與餐費。 

四、總旅費包含之項目會於行前確認之。 

  

金牌獎 1名 

隊伍獎金 NT$100‚000 元整、獎座一座 

每人獎牌 1面、獎狀 1張 

指導老師獎金 NT$10‚000 元整 

赴日觀摩學習之旅 

銀牌獎 1名 

隊伍獎金 NT$70‚000 元整、獎座一座 

每人獎牌 1面、獎狀 1張 

指導老師獎金 NT$10‚000 元整 

銅牌獎 1名 

隊伍獎金 NT$50‚000 元整、獎座一座 

每人獎牌 1面、獎狀 1張 

指導老師獎金 NT$10‚000 元整 

最佳微電影獎 1名 
隊伍獎金 NT$20‚000 元整、獎座一座 

每人獎牌 1面、獎狀 1張 

農糧署特別獎 1名 隊伍獎品 12‚000 元禮卷、每人獎狀 1張 

全家特別獎 2名 隊伍獎品 10‚000 元禮卷、每人獎狀 1張 

優選 3名 隊伍獎品 8‚000 元禮卷、每人獎狀 1張 

佳作 3名 隊伍獎品 6‚000 元禮卷、每人獎狀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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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頒獎典禮 

一、頒獎日期：108 年 10月 3日（星期四） 

二、頒獎典禮流程： 

時間 工作內容 

09:00-09:30 選手報到 

09:30-10:00 產品展示佈置 

10:00-10:05 開場及貴賓介紹 

10:05-10:10 開場表演 

10:10-10:20 長官致詞 

10:20-10:30 介紹評審 

10:30-11:00 頒獎及合影 

11:00-11:30 媒體聯訪及成品展示 

11:30- 賦歸 

 

*未全程出席頒獎典禮者視同該隊放棄獎項。 

*得獎者領獎時，應配合填寫領據資料（獎金以匯款方式支付，請提供領據簽收人本人

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額。 

 

玖、 補充事項 

一、完成總決賽及頒獎典禮之隊伍補助每隊食材費用 NT$2000元與參賽選手 3人

與指導老師 1人車馬費(按距離以參加隊伍學校至台北之自強號車資核算)。 

二、以上補助款將以匯款方式支付，不需攜帶材料費發票及車票證明。 

三、本競賽得獎隊伍，須配合主辦單位相關行銷推廣活動，主辦單位得另行補助

參賽選手車馬費用。 

四、主辦單位提供選手及指導老師 108年 10月 2日當晚之住宿，如有住宿需求，須

於 7月 1日(一)前提出住宿需求申請表(附件二)；地點為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

活動中心(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交通資訊詳見附件十。 

五、住宿之房型、床位由主辦單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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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全家料理王 x食農 FUN」 
 

一、 活動日期：108 年 07月 11～12日（星期四、五） 

二、 報到時間：108 年 07月 11日上午 10 :00~ 10 :40(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三、 報到地點：斗南火車站(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 2號)。 

     註 1:走出檢票口，往正門方向前進右邊即可看到工作人員於出入口手舉指示牌 

          等候，工作人員會在此處為您報到並安排上車 。 

      註 2:若抵達斗南火車站後無法至報到地點，或是其他交通困難可撥打以下電話 

          請求協助。 

          ‣廖晉德(阿德):0985-235-016 

          ‣楊雅惠(小綠):0955-731-123 

      註 3: 完成報到後，工作人員會統一發放識別證以及相關文件，請於活動期間全 

           程配戴識別證。 

四、 活動期間交通方式:集合報到後，由遊覽車接駁至各地活動地點。 

五、 活動流程：  

第一天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0:00-10:40 報到 斗南火車站 

7/11 

(四) 

10:40-11:00 斗南火車站─10:30發接駁車前往精米工場 

11:00-11:10 活動說明及開場致詞 

斗南鎮農會精米工場 11:10-12:00 精米工場巡禮 

12:00-13:30 斗南町越光米手作飯糰 

13:30-14:00 車程─前往稻米契作田區 

14:00-15:00 稻米插秧體驗活動 

斗南鎮農會稻米契作田區 15:00-16:00 稻米收割體驗活動 

16:00-17:00 稻米田間大挑戰 

17:00-17:30 車程─前往芸彰牧場餐廳 

17:30-19:30 斗南特色食材料理 芸彰牧場餐廳 

19:30-20:00 車程─前往入住飯店(御品王朝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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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7/12 

(五) 

07:00-07:50 起床、吃早餐 

御品王朝旅店 07:50-08:00 飯店 4樓會議室集合 

08:00-08:20 米穀粉加工解說 

08:20-08:40 車程─前往源順食品有限公司 

08:40-09:10 米穀粉加工廠巡禮 源順食品有限公司 

09:10-09:30 車程─前往埒內社區活動中心 

09:30-10:00 QQ麻糬 DIY體驗 埒內社區活動中心 

10:00-10:30 車程─前往三結社區稻草藝術村 

10:30-11:00 稻草藝術村導覽 

三結社區稻草藝術村 

11:00-12:00 藝術草編 DIY體驗 

12:00-13:00 農村焢窯饗宴 

13:00-14:00 米苔目 DIY體驗 

14:00-15:00 節氣小旅行 

15:00 
滿載而歸 

三結社區─15:00發接駁車前往斗南火車站 

(備註：活動內容安排將視氣候／作物生長狀況調整，主辦單位保有調整之權利 ) 

 

六、 報到地點資訊 

     斗南火車站(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 2號)  

     Google Map街景圖 : https://reurl.cc/WZ487 

 

 

 

 

 

 

 

 

    到達斗南火車站活動集合地點（現場有全家料理王Ｘ食農 FUN 的標示牌）。 

集合點 

https://reurl.cc/WZ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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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攜帶物品資訊： 

(一) 衣著相關 

請攜帶足夠兩天一夜之換洗衣物，因第一天體驗活動安排插秧活動，建議

另備短袖及短褲(攜帶拖鞋)參加活動，流汗量大的學員，請多準備幾件衣

物以利後續替換。 

(二) 住宿相關 

本次活動將安排入住御品王朝旅店(630雲林縣斗南鎮建國一路 288號)，

7/11晚上入住 7/12早上退房，旅店附簡易盥洗物品(沐浴乳、洗髮精、牙

刷、牙膏、毛巾、吹風機)，若因個人習慣問題可自行準備。 

(三) 證件相關 

身分證及健保卡 

健保卡: 為避免意外就醫造成的醫療費用負擔，請務必於活動期間攜帶健

保卡。 

 

 參考攜帶物品清單 

類別 物品清單 確認√ 

衣物類 換洗衣物、插秧活動使用衣物  

證件類 身分證、健保卡  

餐具類 環保碗筷、水壺  

防曬類 遮陽帽、防曬乳、袖套、外套  

藥品類 防蚊液、個人藥品  

衛生類 毛巾、衛生紙、濕紙巾、生理用品  

文具類 原子筆、鉛筆  

雨具類 雨傘  

電器類 手機、充電器  

其他物品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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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住宿需求申請表 
 

一、 申請住宿者需回填本頁住宿需求申請表(每組/份)及家長同意書乙份(每人/份)，

並同步以電子郵件和郵寄紙本回覆。 

二、 請於 7/1前寄回「2019全家料理王 x非米不可」競賽小組  

 電子郵件信箱: rice.edu2015@gmail.com  

 紙本資料回覆: 

收件地址:304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中崙 289-5號 3樓  

收件人:全家便利商店-食品研究所 全家料理王競賽小組收  

聯絡電話：(03)621-1456 ext.1212 余小姐 

三、 住宿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件、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件。 

四、 住宿均含早餐。 

五、 住宿者需自備浴巾及換洗衣物。 

六、 貴重物品、金錢與電子用品(筆記型電腦)等，需自行保管負責。 

 

 

參賽學校  參賽隊伍  

申請住宿名單 

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選手 1       

選手 2       

選手 3       

指導老師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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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住宿需求申請 家長同意書 

 

本人              (家長/監護人)同意學生             (參賽者)參加

「2019全家料理王 x非米不可競賽」108年 10月 2日(總決賽)及 10月 3

日(頒獎典禮)之活動，並於 10月 2日夜宿於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身體如有不適或有特殊疾病應自備藥品，並應即時告知帶隊老

師，視情況安排就醫。 

二、於活動期間(10/2-10/3)不可至危險場所、地，並注意自身的安全。 

 

參賽者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參      賽      者：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緊 急 連 絡 人 姓名:                          電      話: 

 

※住宿申請家長同意書請於 7月 1日前郵寄至全家便利商店-食品研究所 全家料理王

競賽小組收 

※電子信箱: rice.edu2015@gmail.com ;電話：03-6211456轉 1212(余小姐)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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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全家料理王 x 非米不可 競賽 
參賽隊伍 自行攜帶物品/食材清單 

 

總決賽參賽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自行攜帶物品(器具)： 

 器具名稱 數量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註：若表格列數不足，請自行新增。 



15 
 

自行攜帶食材(含半成品)： 

 食材名稱 數量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註：若表格列數不足，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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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履行個資法第 8條告知義務聲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與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

共同主辦，社團法人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承辦「2019

全家料理王 x非米不可」競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條

規定，告知參賽團隊下列事項，請參賽團隊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1、 主辦單位取得參賽團隊之個人資料，目的為辦理「2019全家料理王 x非

米不可」競賽相關評選作業之用，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團隊之個人

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所蒐集參賽團隊之個

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報紙等媒體公布

得獎名單，包括姓名、得獎作品（含食譜），利用期間為特定目的存續期

間，利用地區為中華民國領域範圍內，對象為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

之第三人(包含承辦單位、協辦單位)。 

2、 就主辦單位所蒐集參賽團隊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

得來信或致電承辦單位臺灣穀物產業發展協會「2019全家料理王 x非米

不可」競賽小組之聯絡窗口(聯絡方式：rice.edu2015@gmail.com、

（06）267-4567 ext.769或 0905848960 ）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

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

主辦單位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得不依參賽團隊請求為之。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4條規定，主辦單位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3、 參賽團隊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主辦單位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參賽團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致影響參賽資格時，視為放棄參賽。 

4、 本人已清楚瞭解主辦單位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

途。 

立同意書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隊員 3人皆需親簽） 

 

法  定 

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單位（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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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9 全家料理王 x 非米不可」競賽總決賽資料繳交專用信封 

 

 

寄件人： 

 

寄件人地址： 

 

寄件人聯絡電話： 

 

 

71703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89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2019全家料理王x非米不可」競賽小組 收 
       收件人電話：（06）267-4567 ext.769或 0905848960 

★為避免影響參賽權益，參賽者寄件前，請檢查下列資料是否繳交齊全並打「✔」後簽名確認。 

□ 總決賽確認參加回覆單 

□ 燒錄光碟或隨身碟 1份，含下列 2項內容- 

(1) 作品提案 Power Point 檔案 

(2) 微電影檔案（格式 MP4、MPG、MOV，影片解析度 1920*1080（HD）以上，畫面

格式 16:9） 

□ 本人已確定資料全數繳齊及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競賽各項規定，參賽作品皆由選手

獨立完成，若經查資料不符或未齊全，視同放棄且絕無異議。 

□ 履行個資法第 8條告知義務聲明 

      指導老師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隊長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08年＿＿月＿＿日 

上列各件請依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

，請勿摺疊，平放裝入封袋內。 

本封袋請以掛號、限時掛號、快遞或宅急便寄

發，若有遺失或延誤，而致無法報名，由參賽

者自行負責。 

  

限時掛號 

郵票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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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競賽場地器具一覽表 
開南商工 1F中餐教室器具清單 

序號 項目 數量 備註 

1 馬口碗 6個  

2 配菜盤 6個 圓 

3 湯匙 2支  

4 筷子 4雙  

5 鍋鏟 2支  

6 量杯 1個  

7 量匙 1組  

8 削皮刀 1支  

9 刮鱗刀 1支  

10 漏勺 1支  

11 湯勺 1支  

12 中式炒鍋 2個 有柄 

13 蒸籠 1組 蒸架 2層 

14 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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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總決賽電器用品使用申請表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序號 電器名稱 數量 備註 

1    

2    

3    

※不提供 220V電源使用。 

※申請方式: 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申請 rice.edu2015@gmail.com  

1.提出申請期限:108年 07月 30日 

2.承辦單位回覆時間:108年 8月 30日 

※電器使用將視競賽會場狀況評估後，回覆是否接受自行攜帶之電器申請。 

  

  

mailto:rice.edu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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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交通資訊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6號 

 

 

 

 

 

 

 

 

 

 

 

 

 

 

 

 

 

 

 

 

《大眾運輸》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2號出口出站後，步行 5分鐘即抵達。 

公車：搭乘公車 15、22、37、208、615、671或 0南號可達開南商工站。其他詳細資

訊可至開南商工學校網頁-交通方式 查詢 

http://xn--6krw8bg7n953a9cb732g.tw/map.html 

 

 

 

 

 

http://私立開南商工.tw/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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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台北辦公區 交通資訊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號 

 

 

 

《大眾運輸》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5號出口出站後，步行 5分鐘即抵達。 

公車：搭乘公車 205、212、232、232(副)、262、276、299、257、605 或忠孝幹線號

至華山文創園區站。 

 

其他詳細資訊可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網頁 查詢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65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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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交通資訊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 

 

 

《大眾運輸》 

捷運：淡水線劍潭站 2 號出口出站後，步行約 10分鐘即抵達。 

公車：搭乘公車 203、218、220、260、267、277、280、285、279、308、310、606、

612、646、665、685、902、紅 3到劍潭站下車；或搭乘 26、41、250、266、280、

288、290、303、529、616、618到劍潭國小站下車。  

其他詳細資訊可至救國團清年活動中心官網 查詢 

http://chientan.cyh.org.tw/?page_id=33  

 

http://chientan.cyh.org.tw/?page_id=33
http://chientan.cyh.org.tw/?page_id=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