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屆神形雕手決戰新北 

2017 年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暨國際交流報名簡章 

一、比賽目的：鼓勵從事餐飲職業勞工或學生，精進果雕技能，並透過競賽的方式

提升專業性及強化就業競爭力。  

二、比賽時間：2017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六)。  

三、比賽地點：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體育館（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 段 2 號） 

四、比賽主題比賽主題比賽主題比賽主題：：：：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節慶活動節慶活動節慶活動節慶活動    ((((詳細請參考詳細請參考詳細請參考詳細請參考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五、比賽組別：  

上午 

靜態組競賽 

靜態賽不分學生、社會組 

(含助手不得超過 3 人) 

下午 

動態組競賽 
社會組動態賽 / 學生組動態賽 

六、參賽資格：  

1. 社會組：18 歲以上未在學之人士，需出示身分證 。 

2. 學生組：需出示在學學生證及身分證。                        

七、參賽規定：  

1. 免費參賽。  

2. 每一參賽者提供雕刻材料補助費 2,000 元。  

3. 靜態賽不分學生、社會組，報名上限 50 組: 社會組動態+學生組動態報名，

上限 50 組。  

4. 報名最後截止日為 201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依各組別之最高限額隊數

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八、報名方式：電子通訊報名  

1. 報名簡章請至活動粉絲團下載。

https://www.facebook.com/ntpcfruitcarving/  

2. 將填寫完成之報名表，郵寄或傳真至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地址：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 段 7 號 5 樓東側(板橋火車站北 1A) 

(傳真:(02)89692139 活動諮詢電話(02)89692150 分機 2122) 



九、比賽方式： 

1. 靜態賽以半成品進場組合，作業組裝時間 1 小時；另 1 小時為實力測試，

請自備任一樣作品中的主要刻材材料一條（個)，現場由評審指定重現雕

刻部位。 

2. 靜態賽選手+助手不得超過 3 人。助手僅能協助進場、搬運等庶務，不得

協助組裝作品，經發現以零分計算。 

3. 動態比賽為個人賽，作業時間 2 小時，參賽必須自備完整蔬果進場參賽。  

4. 賽事設定主題，動、靜態作品主題性符合度將列入評分。 

十、比賽規則： 

1. 比賽日期：2017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六) 進行比賽。 

2. 上午靜態比賽請於 8:00 報到，09:00~10:00 組裝作品，10:30~11:30 為實

力測試，皆為正式比賽；下午動態比賽請於 12:30 報到，13:30~15:30正

式比賽。 

3. 上午為靜態比賽，下午為動態比賽。各組進場與比賽時間，於 8 月 14 日(星    

期一)統一發布於新北勞動雲網站(http://ilabor.ntpc.gov.tw/)與活動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pcfruitcarving/。 

4. 比賽選手應於指定時間內報到，進行賽前準備及比賽材料檢查，並持比    

賽說明會所發之選手識別證進出會場。 

5. 為了專業形象，參賽選手須穿著廚師制服，並配戴選手證進場參賽。  

6. 未配掛選手證禁止進入選手休息室。非比賽用器具，建議放於選手休息    

室，勿帶入競賽區。 

7. 比賽時禁帶手錶、飾物及化妝、塗抹指甲油；不准吸煙及嚼檳榔且不得使 

用行動電話。 

8. 賽前 15 分鐘請選手就比賽位置，聆聽評審說明比賽注意事項。 

9. 第一聲（哨）響，表示比賽開始，結束前 10 分鐘，會提示結束時間。 

10. 第二聲鑼（哨）響，表示比賽結束，所有進行中製作之動作必須立刻停止，

並立即清理比賽現場和撤出選手自備之所有用品。 

11. 每場賽程作品於評分、拍攝後供民眾參觀拍照，待大會宣布名次後，由參   

賽選手自行撤場。 

12.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已獲獎者即取消獎   

項須繳回獎金並負法律責任。 



   (1)使用曾獲獎作品參賽者。 

   (2)冒用他人作品參賽者。  

十一、評審方式及標準：  

1. 每組比賽將遴聘一名召集人組成評審團。  

2. 評分標準：  

靜態賽 動態賽 

刀工 35% 

難度 35% 

創意 30% 

實力測試（若有爭議則扣總分 10-15 分

或不給獎牌） 

刀工 30% 

難度 30% 

創意 30% 

衛生 10% 

十二、成績公布：  

1. 靜態組：競賽結束後，成績將於下午 1 點公佈，統一於下午 5 點頒獎。  

2. 動態組(含學生組、社會組)成績於所有競賽結束後一起公佈，並於下午 5

點進行頒獎典禮。  

十三、 比賽規則：採積分制。  

1.積分獎勵金如下：  

 (1) 學生、社會不分組靜態賽，積分前 6 名，各依序頒發積分獎勵金。  

     50,000、45,000、35,000、25,000、15,000、10,000 元。  

 (2) 社會組動態賽，積分前 6 名，各依序頒發積分獎勵金。  

     30,000、25,000、20,000、15,000、10,000、6,000 元。 

 (3) 學生組動態賽，積分前 6 名，各依序頒發積分獎勵金。  

     30,000、25,000、20,000、15,000、10,000、6,000 元。 

2.果雕新秀獎：學生動態賽依積分前 3 名頒發，每名各得 3,000 元。  

3.積分競賽獎項：以個人總平均分數給獎，依分數等級頒發獎狀及獎牌。  

 (1) 金牌獎：90~100 分。  

 (2) 銀牌獎：80~89 分。  

 (3) 銅牌獎：70~79 分。  

 



參賽類別 金牌獎 銀牌獎 銅牌獎 

靜態賽不分 

學生、社會組 
90~100 分 80~89 分 70~79 分 

社會組動態賽 90~100 分 80~89 分 70~79 分 

學生組動態賽 90~100 分 80~89 分 70~79 分 

十四、注意事項： 

1. 比賽中所有攝錄影像及相關參賽者創意內容，主辦單位有使用之權利。 

2.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競賽之獎金，領取人須負擔 10%之所得稅。 

3. 主辦單位在必要情況下保留所有修改比賽規則之權利，但須於賽前由總裁 

  判長向參賽隊伍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最後之公告為準。 

4. 主辦單位概不保管參賽隊伍所攜帶之器材及個人物品。 

5. 參賽隊伍之服裝，請選手自備。 

6. 每人工作台為 180x60cm，大會提供桌椅、垃圾桶，其餘刀具、水桶、蔬果 

刻材敬請自備。 

  



附件一: 靜態、動態 果雕技能競賽 設計主題【新北市節慶活動】參考 

 

(一)  新北市節慶活動 

春天 

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  

三峽賽豬公  

新北市櫻花季  

新北市烏來區溫泉季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夏天  

新北市國際鼓藝節  

媽祖文化節  

新北市潑水節  

新北市桐花季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  

秋天 

新北市三峽藍染節  

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  

新北市深坑四寶文化節 

新北市金山甘藷節  

新北市萬里蟹季  

新北市北海岸國際風箏節   

冬天 

新北市淡水環境藝術節  

新北市蘆洲神降文化季 

泰山獅王文化節  

新北好茶  

新北市溫泉美食節  

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更多節慶活動資料，請參考 

 

�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http://tour.ntpc.gov.tw/zh-tw/ContentPage/Festival?wnd_id=14&id=5ef

90e51bf4fa81a 

� 新北市文化局藝文推廣科

http://www.culture.ntpc.gov.tw/xmdoc?xsmsid=0G244579145605202263 

 

  



2017 年神形雕手決戰新北 

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報名表 

□社會組 

單位名稱：  

□學生組 

學校：           科系：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地址： E-mail: 

連絡電話/手機： 助手(1)： 助手(2)： 

緊急聯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參加項目： 

組別 作品名稱 作品簡介 

□靜態不分學生、社會組   

□社會組動態   

□學生組動態   

 

指導老師： 

繳交證件：學生組—學生證及身份證(影印本各一份) 

          社會組—身分證(影印本 1份) 

正面 反面 

靜態賽報名者簽名 動態賽報名者簽名 

審核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