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金山蹦火仔~青鱗魚創意料理競賽簡章 

強調以金山蹦火仔之特產青鱗魚為料理競賽主軸，採用金山的青

鱗魚，打破一般民眾對青鱗魚的既有印象，搭配學生創意發想，呈現

創意美味兼具的料理，並推展金山青鱗魚品牌特色，以吸引全國民眾

和喜愛美食之民眾至現場，增加活動的豐富性，也藉此推廣在地產業

知名度。 

 

一、 主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 執行單位: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三）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四） 協辦單位:新北市金山區漁會   魚路美術工作室   

         Lamigo 那米哥國際旅行社 

二、 參加對象 

凡全台各高中職、 大專院校餐飲相關科系之學生，每組成員 1~3 名

為限，名額限 20 組。 

三、 報名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2015 年 6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方式：參賽者依報名組別，郵寄報名文件至「2015 金山

蹦火仔-青鱗魚創意料理競賽」活動小組，地址為「220 新北

市雙十路 2 段 6-8 號 8 樓」。報名文件如下。 

 參賽報名表 

 在學證明文件影本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其他在學證明) 

 參賽作品簡介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三） 青鱗魚寄送:完成報名手續後，主辦單位依組別寄送青鱗魚 

鮮魚，每組一份寄至學校，供學生練習使用。 

四、 評審初選 

（一） 日期：2015 年 7 月 9 日(比賽時間另行通知) 

（二） 地點：醒吾科技大學(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 1 段 101 號) 

（三） 評分項目 

評選項目 風味 創意特色 健康營養 成本控管 視覺擺盤 

百分比重 30% 30% 20% 10% 10% 

（四） 比賽方式 

1. 比賽時間限 1 小時(含料理後清潔動作)，完成一道料理分裝二

式，一份評審觀賞，一份評審詴吃。 

2. 競賽前可進行食材準備的前置作業，但食材不可切割。 

3. 主辦單位僅提供主材料青鱗魚，參賽者須自備副食材與調味

料等。 

4. 每份成本應控制於新臺幣 150元為原則。 

5. 依評審總分之高低排序，進行評選；評選 5組隊伍進入決選，

如有同分之狀況，以創意特色之得分高低取決，參賽者不得

異議。 

6. 評審評分占總成績 80% 

五、 民眾詴吃票選決選 

（一） 日期：2015年 7月 18日(比賽時間另行通知) 

（二） 地點：新北市金山區漁會(新北市金山區磺港路 323號) 

（三） 比賽方式 

1. 現場料理時間為 1.5小時，參賽者須製作 100人份民眾詴吃



品，於競賽開始 30分鐘內出第一次菜，由民眾詴吃評選。 

2. 主辦單位僅提供主材料青鱗魚，參賽者須自備副食材與調味

料等。 

3. 主辦單位提供基本烹飪廚具(快煮爐)，參賽者須自備個人烹

飪刀具、器具。 

4. 民眾票選成績占總成績 20% 

5. 評審評分初賽成績占總成績 80%，民眾票選成績占總成績 20%，

兩者相加即為總成績，總成績同分者，以初賽評審評分之成

績高低取決名次。 

六、 獎勵機制 

金廚獎 1組   獎金 8000元  獎狀一式 

銀廚獎 1組   獎金 5000元  獎狀一式 

銅廚獎 1組   獎金 2000元  獎狀一式 

優選 2組     禮品一份     獎狀一式 

七、 相關規定 

（一） 參賽者可視個別需求自備辛香料、特殊調味料、輔助工具、

餐盤或盛裝容器或其他所需廚具等。 

（二） 所有參賽作品歸屬「新北市政府」所有；本單位依法有重製、

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數、方式使用之權利，均不另予通

知及致酬。 

（三） 主辦單位概不保管比賽隊伍所攜帶之器材及個人之財物。 

（四）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本競賽活動之權利。 

（五） 凡參賽者均視為同意並遵循上述各項規定。 

（六） 相關資訊請上 2015 金山蹦火仔網站(http://www.2015 金山蹦

火仔.com)，或 洽詢專線: 02-2254-2180 # 23 林小姐。 

  

http://www.2015/


2015 金山蹦火仔~青鱗魚創意料理競賽報名表 

參賽隊名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參賽者姓名                                           （請自行推派 1 人為代表）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隊    員 
(1)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2)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我已詳閱活動簡章內容並同意所有參賽規則 

參賽選手學生證正反面或其他在學證明文件影本 (浮貼) 

  

  

  

備註： 

1.請隨報名表檢附各參賽選手在學證明文件影本乙份、參賽作品簡介以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

意書。 

2.本資料應於活動日期截止前完成寄發文件報名手續（以郵戳為憑）。 

3.各校填寫完畢後，郵寄至本比賽小組。 

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6-8號 8樓 

      【2015金山蹦火仔-青鱗魚創意料理競賽】活動小組收 

電話：（02） 2254-2180分機 23林小姐 

傳真：（02） 2254-2133 

Email： rubylin@94iplay.tw 



2015 金山蹦火仔~青鱗魚創意料理參賽作品簡介 

作品名稱  編    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菜餚設計理念與特色(請盡量詳實、完整) 300-500 字 

 

 

 

 

食材名稱 數量/單位 食材名稱 數量/單位 食材名稱 數量/單位 

      

      

      

調味料名稱 數量/單位 調味料名稱 數量/單位 調味料名稱 數量/單位 

      

      

      

製作過程 

 

 

 

 

 

 

 

成品照片 ※請浮貼※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一、     授權內容： 

立書人同意授權新北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該局）主辦之新北市「2015 金山

蹦火仔 ~ 青鱗魚創意料理競賽」將得獎之【著作 /菜餚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作品照片及食譜 

無償授權該局進行宣傳、重製、修改、出版、展覽等權利及公開使用之各項相關

權利，不另支付日後使用酬勞或權利金；報名之相關文件與資料，其內容確實無

侵犯他人之著作權，日後若有涉及作品版權之糾紛，以致損毀主辦單位之名譽，

本人（隊）願負法律之責任，並退回獎金、徽章、獎盃或獎狀。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仍擁有上述授權著作之著作權。立 書人擔保本

著作係立書人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

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並同意其授權著作為無償授權。  

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參賽選手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  

          （參賽者未滿 20 歲需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參賽選手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  

          （參賽者未滿 20 歲需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參賽選手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  

          （參賽者未滿 20 歲需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