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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彩虹捲餅創意競賽 

 

 

 

主辦學校：輔英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輔英科技大學醫學與健康學院保健營養系 

 

活動時間：2022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決賽時間：202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決賽地點：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C401 營養實驗室 

頒獎地點：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C612 臨床營養 

          照護模擬教室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0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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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旨 

 

因應社會環境之變遷，飲食之目的已由營養性(吃飽)、嗜好性(吃巧)，演變

為機能性(吃健康)，且兼具環保議題(愛地球)。藉由辦理「2022 彩虹捲餅創意競

賽」活動結合營養與輕食料理專業特色，激發出本校及全國高中職和大專營養與

健康相關科系年輕學子能運用各色植化素含量豐富的在地蔬果的創意巧思來設

計輕食健康餐點，展現營養專業應用於料理技藝的同時，更藉此獲得競賽學習的

機會，提升參賽者營養料理創意專業知識與技能。運用台灣在地五色食材，藉此

除推廣在地五色食材之餘，更透過參賽者創意與巧思激發營養輕食新風貌的彩

虹捲餅創意料理，發展及推廣台灣在地彩虹五色蔬果食材。 

 

貳、2022 彩虹捲餅創意競賽辦法 

一、 計畫目的 

1、透過彩虹捲餅創意設計與製作建立對健康飲食均衡健康的重視 

2、重視年輕學子族群的飲食特色 

二、 舉辦單位 
❖ 主辦學校：輔英科技大學 

三、 執行單位：輔英科技大學醫學與健康學院保健營養系 

四、 參賽資格 

(一) 參賽對象以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和大專營養與健康相關科系學生共同組隊為原則， 

團隊成員以 2-5 人為限，每人僅能報名 1 隊。 

(二) 各團隊需設隊長 1 名，以利後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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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團隊可設有 1 名指導老師/業師協助，但指導老師/業師不屬於團隊成員之一。 

(四)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 e-mail 之檔案資料與紙本資料不符之

情況，將依 e-mail 之檔案資料為準。 

(五) 本競賽之參賽分為初賽與決賽。初賽審查食譜之設計內容，決賽由入選團隊做出餐

點，由決賽評審依決賽評審標準審查決定獎次。 

五、 競賽形式 

(一) 競賽初賽 

由主辦單位邀請專業人士召開初審評選會議，審查企劃書完整性及競賽資格。再依

計畫書之營養內涵、健康價值、食譜設計等各項之完整性決定入選決賽之團隊(預

計於 2022 年 11 月 22 日公佈入圍決賽名單，入選 10 組(備取 2 組)，得從缺)。 

 

(二) 競賽決賽 

1. 由主辦單位具名邀請專業人士共同試吃入選團隊之捲餅。 

2. 入圍決賽團隊需準備餐點介紹內容，並在餐點前說明其設計理念及創意。 

3. 決賽當日各團隊需於現場做出 5 人份捲餅，每人份材料費控制在新台幣 100 元

以內實體捲餅。。 

六、 參賽報名資料：可至本校保健營養系網站下載 
(一) 競賽初賽：初賽各項報名文件請 e-mail 至保營系信箱 dnh@live.fy.edu.tw 

A、繳交文件 

1. 團隊報名表(附件一) 

2. 團隊通訊錄(附件二) 

3. 彩虹捲餅創意食譜企劃書(附件三)，內含食譜配方及成品照片 

4.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附件四)(需簽名，請掃瞄有簽名之文件上傳) 

5. 智慧財產權同意書(附件五) (需簽名，請掃瞄有簽名之文件上傳) 

6.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六) (需簽名，請掃瞄有簽名之文件上傳) 

B.初賽選拔原則： 

1、錄取入選 10 組(備取 2 組)為參加決賽隊伍。 

2、選拔入選組數得從缺。 

(二) 競賽決賽：攜帶初賽資料紙本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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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賽相關文件紙本資料於決賽當天交予執行單位 

2. 決賽當日請自備餅皮、食材及自購 5 人份食材之 500 元發票(發票抬頭統編：輔

英科技大學 85500287) 

3. 決賽當日請自備圍裙與頭巾等維護衛生安全之服裝。 

4. 決賽當日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等身分證明文件，以核對身分。 

5. 決賽成品需現場製作，餅皮除外不可攜帶成品或半成品。 

七、 競賽時程 

進行事項 日期 說明 

徵件期間 即日起至 

111年 11月 14日(一)止 

初賽報名資料請 e-mail至 

dnh@live.fy.edu.tw信箱 

初賽書面審查 111年 11月 15日(二)至

111年 11月 18日(五)間 

初賽書面審查 

公告決賽入圍名單 111年 11月 22日(二) 名單公告於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網頁 

https://ednh.fy.edu.tw/?Lang=zh-

tw 

決賽及頒獎典禮 111年 11月 30日(三) 

13：00-17：00 

決賽地點：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實驗大樓四

樓 C401營養實驗室 

 

頒獎地點： 

實驗大樓六樓 C612臨床營養照護情

境教室 

 

★ 決賽日議程 
❖ 活動日期：1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13：00 ~ 17：00  

❖ 活動地點：本校保健營養系實驗大樓四樓 C401 營養實驗室 

❖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地點 

13：00 ~ 13：30 參賽團隊報到 C401 營養實驗室 

13：30 ~ 15：30 實作餐點 C401 營養實驗室 

15：30 ~ 16：30 
評審評選時間、 

參賽隊伍現場解說 
C401 營養實驗室 

16：30 ~ 16：50 評審共識會議 C612臨床營養照護情境教室 

16：50 ~ 17：00 頒獎典禮 C612臨床營養照護情境教室 

mailto:dnh@live.f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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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審查標準 

(一) 初賽階段 

審查項目 比重 審查重點 

食譜構想 30% 食譜創意理念及獨特性 

營養價值 30% 

➢ 熱量比率適當 

➢ 營養分配均衡 

➢ 烹調方式合宜 

健康取向 30% 說明食譜與健康取向相關的內涵 

企劃完整性 10% 食譜企畫書內容是否具有整體性 

 

 

 

 

 

(二) 決賽階段 

審查項目 比重 審查重點 

現場評選試吃 20% 餐點的色香味等質感 

展現健康取向 20% 
食材搭配選擇及料理流程是否符

合設計概念中之健康取向 

海報內容 20% 能合宜的呈現餐盒整體理念 

現場解說 20% 
能詳細解說各項設計理念、創意

獨特性與臨場與評審互動表現 

團隊態度 20% 

團隊整體合作態度、能善用食材

不浪費，控制成本並能完成善後

工作 

九、 競賽名次及獎勵辦法 
(一) 決賽入選選出 10 組(備取 2 組)參賽(入選組別得從缺) 

(二) 決賽獲獎團隊可獲頒獎金，且團隊成員及帶隊老師每人頒發獎狀乙紙。 

獎項 組數 獎金(禮卷) 

第一名 1 組 新台幣 6000 元整 

第二名 1 組 新台幣 4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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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1 組 新台幣 2000 元整 

佳作 7 組 新台幣 1000 元整 

★ 未依規定全程參與者，視同放棄競賽及獲獎資格。 

★ 若評審覺得參賽隊伍未達獲獎標準，該獎項得以從缺。 

十、 注意事項 
(一) 參賽食譜須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食譜

等。經查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主辦單位

亦有權取消其競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品。 

(二)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參賽隊伍所有，惟需提供本校進行競賽活動之用，如有任

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三) 參賽隊伍繳交競賽相關資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四) 決賽當天製作者需為參賽報名團隊成員為限，一旦發現該製作者不在參賽報名團隊

名單內，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資格與追回所屬名次與獎金。 

(五)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

最終修訂及解釋權力。 

(六) 決賽隊伍之食材須依入選食譜提前自行購買再攜帶至決賽現場實作，每組得補助

500 元(含)以下食材費用，收據或發票請依以下規定核銷格式繳交。發票不符合核

銷格式，則無法補助。 

◎收據或發票抬頭：輔英科技大學 

◎單據上需標明品名、數量(不得為一批)、單價、總價，單據日期需介於 2022.11.23~ 

2022.11.30 間  

◎統一編號：85500287 

◎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時，請確認有店家統一編號章及負責人私章 

◎收據下方總金額需為國字大寫 

◎單據上不得塗改。 

◎統一發票上之品名等資訊若僅有編號，需另附上加蓋統一編號章之物品明細表。 

(七) 會場所提供之用具與器材為中餐烹調考場之設備，不得任意帶走及損壞，如有上述

情事，得參照市價賠償。所有器具使用前、後必須清點數量，製作完畢後需清洗乾

淨，物歸原位。 

(八) 比賽過程將全程錄影、錄音，承辦單位有公開播放之權力。 

(九) 承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商品等開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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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 

(十) 若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改，承辦單位在必要情況下有權修改競賽規則，並於活動

當日比賽前統一說明。 

(十一) 參賽者視為認同本案之各項規定。 

 

十一、 聯絡窗口 
❖ 聯絡窗口：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 E-mail：dnh@live.fy.edu.tw 

❖ 電話：(07)7811151轉 7638、6230 

❖ 傳真：07-7826740 

❖ 地址：831301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 151 號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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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彩虹捲餅創意競賽 

報 名 表 
【附表 1】 

「2022彩虹捲餅創意競賽」報名表 

學校/科系/年級  

報名組別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限填 1 人) 
 

(公)  

(手機)  

e-mail  

選手①姓名 

(隊長) 
              □男 □女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地址  e-mail  

選手②姓名               □男 □女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地址  e-mail  

選手③姓名               □男 □女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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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mail  

選手○4姓名               □男 □女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地址  e-mail  

選手○5姓名                □男 □女 聯絡手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地址  e-mail  

備註： 

一、每隊選手最多為 5人(皆須填具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及手機)，另以選手

①為主聯絡人(隊長)，故請載明詳細聯絡方式(含地址、e-mail)。 

二、本競賽採 E-MAIL網路報名方式(請寄至 dnh@live.fy.edu.tw 信箱)。報名表須

連同製作材料及步驟、切結書及前述三項資料同時附上。製作材料與步驟之書寫

格式，除創意說明外，其餘敘述方式須符合範例格式，準確書寫，表格大小可視

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mailto:dnh@live.f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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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製作材料及步驟 

作品名稱： 

 
作品照片 

項目 詳述 備註 

材

料： 

【材料】 

 

 

 

 

 

 

步

驟： 

 

 

 

 

 

 

 

 

 

 

 

 

1.請按製作程序逐條列出，並

加標點符號。 

2.每一種材料之製作方法及順

序要全部列出，每一步驟要

可以連結。 

創意

說

明： 

 

 

 

 

 

 

 

 

 

 

 

本欄位請自行發揮（空間不足

可自行調整）。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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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彩虹捲餅創意競賽 

著作與活動需求及未抄襲切結書 

 

一、 保健營養系(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2022彩虹捲餅創意競賽」，茲切結所提之

參賽創新作品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二、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參賽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參賽資格，

所獲頒之獎金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辦單位。 

三、  若因立書人等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人等

應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四、  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其所創作之「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所創作之

「參賽作品」不侵害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 

五、  若因立書人等之參賽創新作品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

償或主辦單位之權益因而受損，立書人等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六、 立書人同意若進入總決賽，將依主辦單位之活動需要，全程參與總決賽與相關需求之義

務，若無法配合將取消入圍資格，並遞補入圍者。 

主辦單位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立書人姓名（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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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2彩虹捲餅創意競賽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茲就本人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之競賽活動文字與作品資料，本人同意以下事

項： 

本人授權在本次活動中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及肖像，均可在官方網站及相關

刊物使用。主辦單位就該著作全部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本人瞭解並同意上述授權。 

此致 

 

立書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 月______________日 

◎ 說明: 本活動對象若為二十歲以下，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