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記憶中的漢餅 

 

 

 

舊振南漢餅文化館已舉辦了 三屆的漢餅新星選拔賽，秉持「喜悅與信任」的品

牌精神，藉由手作精緻的漢餅糕點，傳遞漢餅文化底蘊 。漢餅與華人社會息息

相關，從生命禮俗、歲時節令、宗教祭祀都可以看到漢餅的身影。第四屆 漢餅

新星選拔除了秉持過去「傳承」、「創新」、「創意」理念 外，希望參賽者融

入在地的漢餅文化與生活故事。採用多元的食材及製作方法，呈現多樣的美味

漢餅。  

 

一、  競賽主旨 :  

舊振南以手作漢餅及品牌堅持，推動漢餅文化，期望透過辦理本競賽，將

漢餅文化在臺灣向下扎根，讓年輕族群重新認識漢餅文化 、提升相關科系

學生的技術能力，以達人才培育之目的。  

二、  主辦單位 :舊振南漢餅文化館  

三、  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四、  活動日期 : 2022 年 4 月 30 日  

五、  活動地點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 號  第二實習大樓 ) 

六、  參賽對象與報名資格：  

1.  每組限 2 名參賽選手，選手需是高中、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並指定 1 名

選手作為主要聯絡人。  

2.  不限同校、科系，每組須搭配 1 名指導老師。  

3.  初賽後將遴選出 8 組正取進入決賽， 2 組備取 (正取選手如放棄參賽，遞

補參加決賽 )  

4.  非經主辦單位事前書面同意，賽程中隊員不得任意更換 。  

 

七、  競賽內容說明：  

1. 主題：「記憶中的漢餅」—你與在地漢餅的情感連結。  

 



漢餅，在華人社會中，是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年四季，不同節氣、我們

會享用不同的漢餅。從出生、結婚到過壽，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中，我們也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今天，漢餅不僅是帶給我們味蕾享受的美食，更是

藝術、文化與情感串連的媒介。在你我的生命歷程中，是否都有個讓人念

念不忘的漢餅呢？請從生命禮俗、歲時節令、宗教祭祀， 寫出台灣在地，

餅與你之間的情感故事，並發揮創意結合節氣食材，製作出 3 款『記憶中

的漢餅』。  

 

2.說明：  

(1)  提供三款作品: 糕漿皮、酥油皮及發麵類作品各一款。 主材料除了麵粉外，

也可以是米穀類。 

(2)  三款作品尺寸 : 糕漿皮、酥油類作品，每顆 300 公克 (含 )以上製作 6

顆， 300 公克以下製作 12 顆 ; 發麵類作品不論重量提供 6 顆。三款

作品，一半份量呈現於展台，另一半提供評審試吃。 展台上呈現符合

題意的成品數量與佈置。  

(3)  展示台上附上三款作品名稱及和台灣在地有關的情感故事。  

(4)  展台為方桌，尺寸長寬高 :100cm x 100cm x 75cm 

(5)  報名時需繳交 1-3 張照片、媒體素材或影片，呈現對作品的啟發與關

聯性，並提供約 300 字說明。繳交的照片或影片可使用舊照片或自行

拍攝，若為影片請提供連結網址。照片或影片可同時提供或任選一

種。  

 

八、  報名方式 : 

1.  報名截止日 :  2022 年 4 月 1 日 (五 )17:00 

2.  報名步驟：  

(1)  填妥線上報名表單 :  https://forms.gle/Nu7fDncd4pBGBiCy7  

(2)  將報名表寄到主辦單位信箱 : jznpastry@live.nkuht.edu.tw。聯絡

人 : 高雄餐旅大學  江敏慧老師  或  李麗秀  小姐。寄件標題請註明

【 2022 漢餅新星選拔賽－ (校名 )－ (參賽者聯絡人姓名 )】。參賽隊

伍填妥報名表後，請轉成 Pdf 格式存檔，三款作品的

圖檔還需以 JPG 原檔夾帶於信件中，以電子郵件方式

寄送 (共 4 張照片 ,包含款式 (一 )、款式 (二 )、款式

(三 )及整體呈現照  尺寸 1080*1080)。  

(3)  參加隊伍請務必加入 LINE 社群【 2022 舊振南第四屆

漢餅新星選拔賽】 https://reurl.cc/oxVEv3 ，提供即時提問與回

應。  

3.  主辦單位收妥報名資料確認無誤後，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確認通知。  

4.  報名表、比賽辦法及海報請參考 : https://pse.is/3xujjy 

 

  

https://forms.gle/Nu7fDncd4pBGBiCy7
mailto:jznpastry@live.nkuht.edu.tw。聯絡人
mailto:jznpastry@live.nkuht.edu.tw。聯絡人
https://reurl.cc/oxVEv3
https://pse.is/3xujjy


九、  競賽時程 : 

 

流程  日期  備註  

報名收

件期間  

即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 日

(五 )17:00 止  

 

以電子郵件寄至主辦單位信箱  

jznpastry@live.nkuht.edu.tw  

三款作品的圖檔除放於 PDF 檔也須以原檔 JPG

檔夾帶於信件中 (共 4 張照片 ,包含款式 (一 )、

款式 (二 )、款式 (三 )以及整體呈現照尺寸

1080*1080) 

決賽名

單公布  

2022 年 4 月 15 日

(五 )17:00 公告   

選取 8 組進決賽 (另備取 2 組 )，並以電話及 e-

mail 各別通知，未入圍恕不退件、亦不通知補

件。將公告於舊振南官方網站。  

決賽日

期  

2022 年 4 月 30 日

(六 )8:00 報到  

地點：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二實習大樓一樓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 號 ) 

※備註 : 報名截止前，主辦單位保留各項時程修正與增訂之權利。  

 

十、  獎勵辦法：  

1.  主辦單位提供非高雄、台南以及屏東地區入選決賽之組别指定住宿乙

晚。  

2.  獎金  

獎項  名額  獎勵  

漢餅創意金星  1 組  
獎金 50,000 

暨獎狀各乙紙、獎盃乙座  

漢餅創意銀星  1 組  
獎金 30,000 

暨獎狀各乙紙、獎盃乙座  

漢餅創意銅星  1 組  
獎金 10,000  

暨獎狀各乙紙、獎盃乙座  

漢餅新秀獎  5 組  
獎金 5,000      

不分名次 /獎狀各乙紙  

 

3.  頒發感謝狀給入圍的隊伍的指導老師，予以感謝  

 

十一、  參賽相關事項：  

1.  比賽時間共四小時 (含展台擺設、不含展台作品口述說明 ) 

mailto:jznpastry@live.nkuht.edu.tw


2.  通過初賽之作品，需於決賽時現場製作與初賽相符之產品。 決賽與初

賽配方以及外觀誤差不得超過 10%。  

3.  所有食材、原物料由選手自行準備。  

4.  比賽入圍者的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所有。  

5.  決賽展示桌尺寸長寬高 :100cmx100cmx75cm，呈現作品與主題相關情

境，並於展台向評審口述說明作品 (3-5 分鐘 )。  

6.  過程中，主辦單位保有參賽團隊製作方式及所拍攝或錄影之影像照片

使用之權利。  

7.  主辦單位概不保管比賽隊伍所攜帶之器材和財物。  

8.  主辦單位在必要情況下有權修改比賽規則。  

9.  競賽相關資訊同步於 Facebook 社團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烘焙新星

選拔賽 https://pse.is/3v5vk5 

10.  參加隊伍請務必加入 LINE 社群【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

賽】 https://reurl.cc/oxVEv3，提供即時提問與回

應。  

 

https://pse.is/3v5vk5
https://reurl.cc/oxVEv3


十二、 決賽評分依據 

1. 由主辦單位邀請業界及學界專家進行評分。 

2. 評分標準：共三款，以下列評分項目總分作為得獎依據。 

評分項目 百分比 評分內容 

風味與口感 30 整體風味、產品組織口感 

創意性與商品價值 25 產品的創意及推廣價值 

主題切合度 15 作品符合「回憶中的漢餅」之主題、

產品數量及三大類別(糕漿皮、酥油

皮及發麵類)應有的產品特性 

外觀與展台設計 10 產品外型與展台整體設計 

展台產品口述說明 10 產品設計理念與主題 

衛生安全 10 製作過程之衛生及使用材料符合食品

安全 

合計 100  

 

備註: 成品未於指定時間內繳交，遲交 10分鐘扣總分 2分，以此類推。 

未經核准之半成品，經全體評審過半數之認定後，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如有其它未盡事宜，悉依評審會議裁決辦理。 

 

  



十三、  場地設備表 (每隊) 
項目  設備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註  

 

基  

本  

設  

備  

01 工作台  長寬高約 (220×75×8 公分 ) 台  2 共用洗手台  

02 
雙層石板蒸

氣烤箱  
 台  1  

03 平網架   個  1  

04 烤盤  62*42*5 個  3  

03 立式攪拌機  20 公升  台  1  

04 
桌上型攪拌

機  
小林 7 公升  台  1 

麵粉用量

500g 內  

05 基本發酵箱  8 門各組獨立  台  1 28℃  

06 最後發酵箱  8 門各組獨立  台  1 38℃  

07 冷藏冰箱   台  1 每組 4 層  

08 冷凍冰箱   台  1 每組 4 層  

09 急凍冰箱   台  1 共用  

10 卡式瓦斯爐   台  1  

11 瓦斯爐台   台  1  

12 不鏽鋼蒸鍋  每層內徑 30cm，高 11cm 組  1 雙層  

基

本

器

具  

13 電子秤  15 公斤 /1g 台  2  

14 不鏽鋼盆  直徑 20 公分 ~40 公分  個  10  

15 擀麵棍  木製 /30 公分  支  2  

16 橡皮刮刀  橡膠 /34 公分  支  2 非耐熱  

17 硬塑膠刮板   個  1  

18 軟塑膠刮板   支  1  

19 小量杯   只  2  

20 大量杯   只  2  

21 秤料盤   個  共 1 0   

22 麵粉篩   個  2  

23 牛刀   把  1  

24 打蛋器   支  1  

25 毛刷   支  1  

26 抹布   條  3  

27 耐熱手套   雙  1  

28 棉布手套   雙  1  

29 剪刀   支  1  

30 鐵尺  60CM 支  1  

31 器具桶   個  1  

※不足器具由選手自行準備  



附件一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隊伍名稱  

指導老師:  
老師手機:  

老師 E-mail： 

決賽當天是否出席:  是      否 餐點: 葷        素 

參賽選手資料(一) :主要聯絡人 

姓名: 

照片 學生證 

學校: 

科系(所)年級: 

手機: 

E-mail: 

參賽選手資料(二) : 

姓名: 

照片 
學生證 

 

學校: 

科系(所)年級: 

手機: 

E-mail: 

指導老師簽名 學校科系(所)單位蓋章 

  

注意

事項 

1. 請務必詳細填寫報名表，如有資料不齊全，以未完成報名程序處理。 

2. 報名請務必填妥指導老師資料、蓋上學校科系(所)單位章。 

3. 請帶隊老師務必勾選比賽當天是否帶隊參加，以利安排餐食。 

4. 請將檔案存為 PDF檔，並且將圖片原檔夾帶於 Email中寄到: 

jznpastry@live.nkuht.edu.tw 

5. Email寄件標題請註明【2022 漢餅新星選拔賽－(校名)－(參賽者聯絡人姓名)】 

6. 請加入活動 Line 社群，以便提供活動即時問題回應:https://reurl.cc/oxVEv3 

 

附件二 

mailto:jznpastry@live.nkuht.edu.tw
https://reurl.cc/oxVEv3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作品配方表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糕漿皮 

款式(一)名稱 

 

屬於哪種時節食品 生命禮俗  歲時節日  宗教祭祀  日常零食 

材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g) 製作過程(詳細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本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調整）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酥油皮 

款式(二)名稱 
 

屬於哪種時節食品 生命禮俗  歲時節日  宗教祭祀  日常零食 

材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g) 製作過程(詳細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本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調整）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發麵類 

款式(三)名稱 
 

屬於哪種時節食品 生命禮俗  歲時節日  宗教祭祀  日常零食 

材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g) 製作過程(詳細說明) 

1. 1     

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本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調整） 

  



附件三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產品說明總表 

 

參賽組別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隊伍名稱  

創作概念與故事 

(需與所附的照片、

影片或媒材聯結，文

字以 300字為限) 

 

 
款式(一) 

(酥油皮) 

款式(二) 

(糕漿皮) 

款式(三) 

(發麵類) 

1. 作品名稱    

2. 屬於哪種時節食

品 

   

3. 主材料(麵粉或

米穀) 

   

4. 產品口味及口感    

適用於哪種時節: 可以是 生命禮俗、 歲時節日、 宗教祭祀、 日常零食 

作品整體呈現 

(三款合照) 

 

 

 

 

 

 

 

 

 

 

 

  



款式(一)照片 (正面照) 款式(一)照片 (切面照) 

  

     款式(二)照片 (正面照) 款式(二)照片 (切面照) 

  

     款式(三)照片(正面照)       款式(三)照片(切面照) 

  



故事聯想照片。請提供 1-3 張照片或影片或媒材連結網址，該照片對創作作品的啟發與關聯 

(影片連結建議先上傳到 YouTube 再提供連結網址) 

照片 1 或媒材連結網址  

照片 2或媒材連結網址 

照片 3或媒材連結網址 

 

  



附件四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參賽者同意書 

 

1.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2. 報名需繳交之資料如不齊全，且未能於報名截止日前補交者，本活動單位得取消其報名資格。 

3. 所有參賽作品及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4.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事宜，活動單位有優先協議權。 

5. 得獎作品著作權歸活動單位所有，活動單位有權重製及保有修改之權。 

6. 所有參選作品於比賽結果公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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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中獎金額超過 NT$20,000 元，需負擔 10%中獎所得稅，將由獎金內扣除。 

 

 

 

 

 

同意人(1)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同意人(2)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作品所有權、著作財產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全部歸屬活動辦單位所有，得獎人並同意活動辦單

位為得獎作品之著作人，同意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並同意活動辦單位得對其作品為一切運用，包

括修改、展示、重製、分割或其他利用。 

  



附件五 

 

2022 舊振南第四屆漢餅烘焙新星選拔賽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此為晉級決賽隊伍填寫，初賽無需填寫) 

   茲就本人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之 2022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本人(聯絡人代

表)_______________授權主辦單位於本次競賽中所拍攝之影像畫面等肖像，及提供本次競賽之相關

產品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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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舊振南第四屆漢餅新星選拔賽 

 

立書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比賽對象若為二十歲以下，需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