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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組創藝烘焙競賽辦法 
 

一、活動宗旨： 

 

「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於 2007年開啟民間自主契作台灣小麥的先河，更於 2011年 10月

與、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全教總（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合作在全國各中小學推動

「麥田見學」為台灣雜糧的食農教育立下新頁。即至 2013深化年「咱糧學堂」，加大「親

農」、「尊農」、「愛農」的力度，2015年在全國已發展 180多所學校參加，累計五年來影響

學校師生達數萬人計，在台灣糧食教育中注入一股堅實的動能。 

 

2016年「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為促使「咱糧學堂」的理念，在全台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的

技職體系萌芽，「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與聯華實業(股)公司連袂邀請中華穀物食品加工技

術研究所、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協力辦理「台灣小麥麵粉創意應用競賽計畫」，透過年輕

新世代創新創意的翻轉思維，讓台灣小麥的運用更加多元繽紛與活力! 

 

 關於「野創盃」－找尋野生創客 

 

「野創盃」或可化約解讀為「野生創客」，而「野」字則是一種心靈狀態，代表著「不受束

縛」、「接近原初」、「簡單粗放」、「自由活潑」的精神。而「創」字則取自「創客」（Makers，

另有譯自造者）；「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是近幾年在趨勢潮流中最被熱烈討論的一

詞，也被視為開啟未來創新的重要關鍵，並逐漸從工業滲透到藝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

域。 

 

「Maker」的魅力除了從過往的「自己動手做」（DIY），更演化到今日的「與他人一起共創」

（DIWO），且不同於由工廠大量製造的標準模組，而是以社群集體的創意創新力，企圖翻轉

僵化的規制。 

 

而在教育現場也從過去單向純粹「想像」的學習模式，欠缺「實作」的學習課程， 到今日

以創意創新成為競爭主流，完全翻轉了傳統觀念。2012年趨勢大師安德森（Chris Anderson）

在《自造者時代》（Makers）一書中更直言：「自造者將掀起第三次工業革命，改變世界。」 

 

主辦單位期以「野創」的精神為主軸，找尋年輕充滿活力的「野生創客」，創發本土小麥在

「烘焙類」、「麵食類」應用中的嶄新一頁！ 

 

 這是一場「四度空間」（力度、速度、溫度、軟度）中，感性與理性的創藝交流 

 

「野創盃」有別於坊間各種烘焙競賽，報名參賽者均會獲得「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免

費提供－以「友善環境」（不使用除草劑、化學農藥、化肥、不毒鳥）種植的台灣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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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聯華麵粉所碾製的喜願白海豚麵粉與喜願全麥麵粉、新高山台灣小麥麵粉（100%無配

粉），且須以純粹手做的力度完成基本麵糰，參賽者必須重新學會如何施力？學習時間

等待？如何感覺麵糰的溫度？如何理解麵糰應力鬆弛後的柔軟？從而以專業知能為底

蘊，以「野生創客」的精神，創發出 100%台灣小麥粉的獨特風韻。 

 

我們會持續以「友善環境」與「野生創客」的理念，推動台灣在地食農教育，更期待透過

在技職教育師生們的共同參與，讓台灣在地農糧能有更多展現的機會與空間。 

 

二、主辦單位：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協辦單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中華穀物食品加工技術研究所 

四、贊助單位：育秀基金會 

五、承辦單位：明道學校財團法人 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六、參加對象：各大專院校及公私立高中職在校學生，分大專組與高中職組。 

七、競賽日期： 

報名日期：105年 4月 15日(五) 起至 5月 15日（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繳件日期：105年 5月 16日(一) 起至 6月 15日（三）截止（以郵戳為憑） 

初審公布：105年 7月 1日(五) 透過主辦與承辦單位網站公布入選名單 

決賽日期：105年 8月 27日(六) 高中職組 8組，大專院校 7組 

八、比賽地點：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志強大樓二樓  烘焙教室) 

九、參賽人數：每隊(組)2人/不含指導老師，每校以推薦 3組為限，依報名規定辦理。 

十、 競賽方式: 

（一）、採初賽與決賽兩階段競賽方式，初賽採書面作品遴選高中(職)組 8組、大專院校組

7組，優勝者晉級決賽以現場製作方式進行。 

（二）、競賽辦法: 

1、第一階段初賽辦法: 

(1).報名程序 

參賽者 2 人為一組，以校為報名單位，每校以推薦 3 組為限。報名表(附件一)於 105 年 4

月 15日起至 5月 15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請寄至： 

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號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楊永祥 先生收   

電話: 0919-835739    

Email：yyc710@mdu.edu.tw 

*.報名完成後即由喜願行提供麵粉統一寄出到各學校由指導老師收。 

 

(2)初賽繳件 

初賽採書面作品遴選，作品相片與配方表(附件二)、著作權(附件三)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附件四) 於 105年 5月 16日起至 6月 15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收件地址與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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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報名程序相同。參賽隊伍繳件後，指導老師與參賽選手皆核發參賽及指導證明。初賽成

績於 105年 7月 1日(五) 透過主辦與承辦單位網站公布入選名單。 

(1)、 初賽評分標準，作品需以台灣小麥為素材，以台式軟歐麵包和台式甜麵包為

主，結合其它食品素材，創作理念符合野創概念，商品須具有商業價值，以

利未來推廣之需。 

(2)、 作品照片內容須含台式麵包 2種(軟歐麵包：大軟歐 150克/4個、小軟歐 40

克/12個；甜麵包:甜味 50克/12個、鹹味 50克/12個)。 

(3)、 作品相片需四個角度照片 4 張(電子檔每張 4M 以上)，除黏貼外，請附上電

子檔光碟，以利裁判審查。 

(4)、 評分標準已公告為主，結果以裁判宣布為標準，參賽者皆須服從裁判之判決。 

 

2、第二階段決賽辦法 

(1)、 晉級決賽之隊伍，喜願行將會再寄送一份麵粉提供練習。 

(2)、 決賽參賽隊伍請於 105 年 8 月 27 日(六)，攜帶決賽通知單依指定時間內進

行報到手續。 

(3)、 決賽入圍者補助每組參賽者 2,000元出席費。 

(4)、 參賽者需於 6小時內現場製作完成:台式麵包 2種(軟歐麵包：大軟歐 150克

/4個、小軟歐 40克/12個；甜麵包:甜味 50克/12個、鹹味 50克/12個)。 

(5)、 麵包造型不拘，限制規格範圍以內都可。成品取各二個供評審試吃之，展示

四種不同麵包可自行運用自備器皿，並展示佈置於大會提供展示平台評分，

決賽當天製作主題需與競賽主題相同，逾時不予計分。 

(6)、 由主辦單位提供每組參賽者所指定之麵粉原料統一由喜願行及聯華食品提

供 。 

(7)、 除丙檢所規定之器具外特殊器具、模型及材料，皆請參賽者自行準備，主辦

單位不另外提供。 

(8)、 晉級決賽之作品需與初賽相同，唯允許有 20%-30%之異動。 

(9)、 評審團將由專家、業界評審 3位共同組成。 

(10)、 由評審團依成品及評分標準，評選出高中(職)組前 3名及優勝 5名、大專組

前 3名及優勝 4名，評審並於賽後針對成品進行評選講解。 

 

十一、參賽說明 

(一)、作品中原料應完全使用台灣小麥麵粉（喜願白海豚麵粉與喜願全麥粉、新高山麵

粉各 2.4公斤），並且強調以純手工揉製麵糰而成後進入發酵 

(二)、初賽作品必須繳交原料之配方及製作流程、成品相片。 

(三)、決賽作品所使用基本原物料，現場提供喜願全麥粉、喜願白海豚中筋麵粉、新高

山麵粉。其餘材料:如酵母、細砂糖、鹽、糖粉、全蛋或調理用之餡料等烘焙材

料，皆由選手自行準備。參加決賽組別，當天每組選手可領補助費兩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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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主辦單位場地為國家丙級烘焙術科考場，提供丙級術科檢定所需之器具供

選手使用。有特殊器具及模型需求者請自行準備，可於入選決賽後與主辦

單位確認提出申請並且由當天評審檢查無誤。 

 

十三、初賽評分標準： 

1. 由主辦單位評審進行書面審查作業，依照下表進行評分。 

2. 書面審查結果依照參賽隊伍總成績排序，選出高中(職)組 8組、大專院校

組 7組進入決賽。 

 

評分項目 百分比 評分內容 

基本要求 10 符合主題 

主題說明 30 作品設計理念與配方表 

創意創新 50 操作、造型、配方 

報名資料呈現 10 完整而滿足初賽裁判準度 

合計 100  

 

十四、決賽評審方式： 

1. 決賽日期：104年 8月 27日(星期六) 決賽當天現場提供桌面 60公分*80

公分大小之桌面，所有佈置由選手自行準備，大會提供四個白色美耐皿方

盤(40公分*30公分)。 

2. 評審方式： 

(1)由主辦單位邀集 3位業界專家擔任評審，進行評分。 

(2)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百分比 評分內容 

佈置主題、作品創意與主題性 10 產品擺設與現場布置 

成品重量、配方設計 30 符合設計之原創性與理念 

品評口感、風味 30 質感與風味 

團隊合作 10 成員相互支援協同度 

作品說明(3-5分鐘) 10 
各隊派代表向裁判說明設

計理念與作品特色。 

操作技巧/衛生安全及食材利用率 10 操作方法及技巧與衛生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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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比賽流程暨頒獎典禮： 

 

高中職組(1~8 組)  大專組(9~15 組) 

時  間 活     動 備  註 

07：50 ~ 08：10 

08：10 ~ 08：30 

選手報到並抽籤(工作崗位)  

賽程說明、材料器具確認及 

賽前準備 

二鮮居實習餐廳(1 樓) 

 烘焙教室 

08：30 ~ 14：30 競技操作比賽時間  烘焙教室 

14：30 ~ 16：00 
作品說明 

評審時間 

 評審室 

16：00 ~ 17：00 頒獎典禮(高中職組、大專組) 二鮮居實習餐廳(1 樓) 

 

十六、決賽獎項： 

     高中職組： 

1. 野創金牌：各一名，獎金 NT$ 15,000元暨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2. 野創銀牌：各一名，獎金 NT$  8,000元暨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3. 野創銅牌：各一名，獎金 NT$  5,000元暨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4. 優勝 5名，獎狀壹紙。獎牌壹面、紀念禮品一份。 

     大專組： 

1. 野創金牌：各一名，獎金 NT$ 20,000元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2. 野創銀牌：各一名，獎金 NT$ 10,000元暨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3. 野創銅牌：各一名，獎金 NT$  6,000元暨獎狀壹紙。獎牌壹面 

5. 優勝 4名，獎狀壹紙。獎牌壹面、紀念禮品一份。  

 

十七、其他：      

1. 參賽作品成品規格大小，請依作品規範及完成數量。 

2. 本次競賽獎金需依法課稅，主辦單位可使用選手肖像權與著作權。 

3. 主辦單位得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停止或延後比賽。 

 

 

注意事項: 

一、 參賽對象必須以校為推薦單位報名參賽，每校限報 3組，參賽者須為全職在校

學生。 

二、 產品需為原創性設計，無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三、 比賽過程須全程穿著標準廚師服裝、帽子與圍裙。 

四、 選手請於規定時間內報到，於競賽開始後 20分未到選手，視同放棄。 

五、 選手報到請攜帶決賽通知單及學生證，以便核對身分。 

六、 本人聲明報名表內所填資料全屬真實，如有虛假，願將得獎時獲頒競賽獎金、

獎牌及獎狀繳回外，亦願負其他法律相關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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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獎金二萬元台幣以上，須依所得稅法預扣 10%。 

八、 裁判對作品有提出評論及依競賽現場狀況得以有權修改競賽規章之裁決權。 

九、 當日比賽選手若有任何疑問，該場評審委員有絕對裁決權。 

十、 評審的審核權、決定權，不接受其他的評議。 

十一、 以不公開參賽者姓名之方式進行評分，評審依評分標準加總後計算成績。 

十二、 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保管參賽者所攜帶之器具與個人之財物。 

十三、 主辦單位保有比賽中錄影及拍照之相關權利，拍攝照片及影片歸屬大會所有。 

十四、 各組在競賽結束後 30分鐘清潔，將場地恢復，經工作人員檢查後始可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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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以校為單位填寫 1張，每校至多可推薦 3組參賽) 

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推薦學校

全名 
 

推薦學校 

用印 

(印信) 
 

推薦系所

全名 
 

推薦領隊及職稱 聯絡電話及手機 通訊地址及電子信箱 

 

  

  

推薦序號 姓名 科系(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參賽者 1 

參賽者 1 

    

指導老師     

參賽者 2 

參賽者 2 

    

指導老師     

參賽者 3 

參賽者 3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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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以校為單位填寫 1張) 

身份 粘貼證件影本正面 粘貼影本背面 

領隊 

身份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身份證影本背面粘貼處 

參賽者

1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1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2 

參賽者

2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1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2 

參賽者

3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1 學生證影本正面粘貼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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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作品相片與配方表 

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參賽者必須完成書面。 

學校  系科年級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作品相片： 
軟歐(大.小) 
作品名稱： 

 

 

 

 

 

 

 

作品相片請以沖洗照片方式黏貼，以免照片畫質影響分數。 

作品相片： 
甜麵包(甜.鹹) 
作品名稱： 

 
 

 

 

 

 

 

作品相片請以沖洗照片方式黏貼，以免照片畫質影響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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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台式軟歐麵包配方表】 

姓    名                          作品名稱                           

創意由來 

 

材料名稱 重量（g） 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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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台式甜麵包配方表】 

姓    名                          作品名稱                           

創意由來 

 

材料名稱 重量（g） 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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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每位參賽者填寫 1張) 

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原創切結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人等為參加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

之    2016台灣小麥麵粉「明道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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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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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授權書(每位參賽者填寫 1張) 

2016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焙競賽 

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授權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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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__ 月________________ 

 

◎ 填寫說明: 本活動對象若為二十歲以下，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