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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壹、活動宗旨： 

為提升國人對海洋相關議題關注，鼓勵學生結合海洋特色及素材為主題，

希冀藉由比賽促進學生之間的技術交流以精進飲料專業知識及落實教學和

學生學習成效上，提高飲料調製之專業技能。 

貳、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08:00 至 17:00 

參、主辦單位：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樂活民生學院 

肆、協辦單位：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食品健康科技系、餐飲管理系   

              系學會、調酒社。 

伍、競賽地點：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士林校區餐旅服務教室、飲品專業教室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號) 

陸、參賽對象：各高中職每校每科限 2隊，賽事共計 40 隊，報名額滿為止。 

柒、聯絡人：蔡亞宸 連絡電話:0983341213 LINE ID:kingsley1234567890 

捌、比賽組別： 

(1) 有酒精飲料調製組(限 20 隊) 

(2) 無酒精飲料調製組(限 20 隊) 

玖、各組選手注意事項： 

參賽同意書(報到時請務必填寫)當選手一次參與多項競賽時，請事先

於報名表單中告知主辦單位，且當選手參與多項比賽時，請自行斟酌比賽

進行，如有衝突，大會不負此責任。請選手穿著符合調酒師之服裝，勿穿

著涼鞋、拖鞋等不符合禮儀或過於暴露之服裝；請選手的產品名稱及材料

內容，應尊重倫理道德標準發想，比賽進行時請選手勿做出任何違反倫理

道德之行為，違者將喪失競賽資格，請尊重比賽現場評審之判決，此簡章

大會將保有最終修改之權利。 

拾、報名相關資訊： 

一律採線上報名，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止。 

序 組   別 線 上 報 名 網 址 

一、 有酒精飲料調製組 
https://forms.gle/6omAkr9zsbyGbyyp7 

二、 無酒精飲料調製組 

 

備註:若同時報名不同組別 

請於線上報名時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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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程表】 

 

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賽程 

08:00~09:00 選手報到 

09:00~09:15 開幕典禮 

09:15~09:30 規則說明 

09:30~15:30 
有酒精飲料調製組競賽 

無酒精飲料調製組競賽 

15:30~16:00 計算成績 

16:00~16:30 成績公布 

16:30~17:00 頒獎典禮&大合照 

17:00~ 賦歸 

 大會將依據當天實際報到組數與運作流程狀況，保有調整賽程之權利，

敬請各位選手務必準時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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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精飲料調製組及無酒精飲料調製組> 

競賽說明: 

1.賽事主題:海洋。 

2.每組由一位選手組成。 

3.比賽時間共 8 分鐘(含前置、調製、解說及善後)，於時間內調製出三杯容量、口味皆一致

的飲品(一杯為展示用，兩杯為評分用)調製方法不限，並向評審說明創作理念。 

※展示用的飲品放置於比賽指定區。  

4.本賽制不限調製長、短飲，所使用的杯具樣式不限，但三杯款式必須相同。  

5.本場比賽恕不接受選手自備音樂，音樂由主辦單位提供並隨機撥放。 

6.※配方表請於競賽當天列印 3 份繳交，未繳交者視同放棄※。(附件一:配方表) 

競賽流程 

預備時間 1 分鐘 將材料和裝飾物備妥 

調製過程 5 分鐘 成品製作 

產品解說 1 分鐘 向評審說明產品理念 

善後時間 1 分鐘 選手帶走自身物品 

合計 8 分鐘 

比賽評分標準: 

口感分數(創意) 30% 

調製技術(掌握度) 20% 

主題呈現 10% 

整體外觀 15% 

產品說明 10% 

清潔衛生 10% 

時間掌握 5% 

合計 100% 

獎勵方式:(若每組報名人數不足，則大會有權利決定獎項數量) 

 ＊創意傳統調酒組 *無酒精創意調飲組* 

     金牌二名：獎牌乙只、獎狀乙紙、獎金 3,000 元。 

     銀牌四名：獎牌乙只、獎狀乙紙、獎金 2,000 元。 

     銅牌八名：獎牌乙只、獎狀乙紙、獎金 1,000 元。 

     佳作：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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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注意事項:  

1. 依主辦單位抽籤排定競賽順序，當天公告選手競賽名單及順序。  

2. 競賽組別於開始前 10 分鐘至選手休息室準備，若於競賽開始前未出席即為失格。  

3. 比賽自創酒配方應為原始創作，尊重智慧財產權，切勿抄襲。  

4. 請勿在比賽會場各洗手間清洗器具或切割、丟棄果皮，違者取消競賽資格。  

5. 每杯酒的調配料，酒精和非酒精成分的飲料包含少許、適量、滴在內任何使用的水果、

藥草和蔬菜使用量都要寫清楚，並明確的標示使用量。    

6. 配方內容請以單杯量填寫，必須以『ml』為單位，只可使用 1、2、3 及 0.5ml 或少許、

滴等，未依大會指定單位填寫，口感不予給分。  

7. 裝飾物 (Garnish) 必須是可食用的水果、草本植物、葉子和香料也包含樹皮、果殼、果

皮等。  

8. 大會裁判的審核權、決定權，不接受其他的評議；大會有權使用各選手之創作品提供為

教學用途。  

9. 大會有權拒絕參賽者的配方、調製方法和雞尾酒名稱(請勿取不當不雅的酒名)，若配方

有問題將不予以通知，因此務必檢查清楚以免被扣分，並請影印一份留底。  

10. 比賽進行中出現任何狀況，請立即舉手向大會主持人反應。  

11. 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大會不予以保管之責任。  

12. 本大會保有全力調整修改簡章，本競賽辦法及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

正並公布之更新。 

13. 本競賽辦法及相關規範如有疑慮，歡迎與大會官方帳號聯繫。 

14. 請攜帶身分證及存摺影本，俾利得獎後領取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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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配方表 

選手資料  選手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性別  

連絡電話  指導老師  

學校  科系  

作品名稱 
 

配方表 

(單杯量) 

內容物 份量（ml） 作品照片 

  

 

  

  

  

  

  

  

裝飾物 

 
 
 
 
 
 
 
 

創作理念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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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代訂學生餐盒表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數量 _________個（葷食    個，素食    個） 

實收費用 共$_________元($80x    個) 

是否開收據 
□是,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金額開$80x    個=$        元】 

備註：代訂購學生便當，請於報到時向報到處繳交費用，並於 12點至

報到處領取。(若有變動再由司儀廣播) 

填妥上表後請郵寄 

※此份表格請於 11 月 14 日(星期六)前繳交， 

郵寄至 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號 餐飲管理系 蔡亞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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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同意書(報到時請務必填寫)  

2020 台北海大盃海洋創意飲調大賽 參賽同意書  

 

本人             參加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下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2020 台北海大盃海洋

創意飲調大賽」（下稱本活動），茲聲明同意下列事項：  

 

 

一、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本活動之注意事項。  

二、本人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三、本人同意於提交參賽作品予主辦單位時，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智慧財產權、專利所有權

之相關事宜，主辦單位有優先協議權。  

四、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重製及保有修改之權。  

五、所有參選作品於比賽前，請勿參與其他公開場合之活動，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作品

確係一稿多投時，立書人等將喪失參賽與得獎資格，不得異議。  

六、選手的產品名稱及材料內容，需尊重倫理道德標準發想，比賽進行時請選手勿做出一切

違反倫 理道德之行為，違者以棄權論處，請尊重比賽現場評審之判決，大會保有最終決定

權。  

 

 

 

致此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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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地圖、搭車資訊) 

[大眾運輸] 

 發車時刻及路線圖請見台北市公車資訊 5284我愛巴士網站、臺北捷運公司 

►搭火車至台北火車站後可搭乘 2 、215 公車，於台北海大站下車。  

► 2 公車 

請於臺北車站車站北 3出口沿承德路步行約 200公尺至臺北車站(承德)站或臺北車站(鄭州)

站上車，台北海大站下車。 

• 起迄站名：台北海大 - 臺大醫院  

• 頭末班車：05:40-23:00  

• 分段緩衝：(往)社子國小二－捷運芝山站(文林)、(返)捷運芝山站(文林)－洲美橋   

• 收費方式：兩段票  

► 215 公車 

請於臺北車站車站北 3出口沿承德路步行約 200公尺至臺北車站(承德)站上車，台北海大站

下車。 

• 起迄站名：台北海大 - 臺北車站  

• 頭末班車：05:30-22:00  

• 分段緩衝：洲美橋 ─ 涼州重慶路口  

• 收費方式：兩段票  

►搭捷運 2號淡水信義線 至 捷運石牌站、捷運明德站 及 捷運芝山站 後可搭乘 536 公

車，於台北海大站下車。 

► 536 公車：請於 捷運石牌站 (東華)(西安)、捷運明德站 (東華)(西安)及 捷運芝山

站 (文林)上車，台北海大站下車。 

• 起迄站名：台北海大 - 大同之家  

• 頭末班車：05:40-22:00  

• 分段緩衝：洲美橋 ─ 涼州重慶路口  

• 收費方式：兩段票  

►搭捷運 2號淡水信義線 至 捷運劍潭站、捷運士林站 後可搭乘 紅 10 公車，於台北海大

站下車。 

►紅 10 公車 

請於 捷運劍潭站 (中山)(基河)、捷運士林站 (中正)(中山)上車，台北海大站下車。 

• 起迄站名：台北海大 - 捷運劍潭站  

• 頭末班車：05:30-00:00  

• 假日頭末班車：05:30-00:00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0262&sec=0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5322&sec=0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0262&sec=0
http://goo.gl/maps/w5Dcx
http://goo.gl/maps/twbHA
http://goo.gl/maps/twbHA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5322&sec=0
http://goo.gl/maps/w5Dcx
http://www.metro.taipei/ct.asp?mp=122035&xItem=90069977&CtNode=70088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0263&sec=0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0263&sec=0
https://goo.gl/maps/2t9Vv
https://goo.gl/maps/6FJjy
https://goo.gl/maps/BlZOg
https://goo.gl/maps/BlZOg
http://www.metro.taipei/ct.asp?mp=122035&xItem=90069977&CtNode=70088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5321&sec=0
http://e-bus.taipei.gov.tw/newmap/Tw/Map?rid=15321&sec=0
https://goo.gl/maps/AmtPL
https://goo.gl/maps/qRO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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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方式：一段票  

 [自行開車]♦ 國道一號至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士林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