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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11屆 

遠東餐廚達人賽 2.0 

活動簡章 

一、 活動說明 
眾所矚目，「最擬真」、「最競爭」、「最嚴格」的遠東餐廚達人賽來了！ 

 
2007年至 2016年連續舉辦十屆的遠東餐廚達人賽，邁入 2.0的賽事階段，以「更嚴

密的考驗」、「更吸睛的獎勵」、「更香濃的體驗」迎戰人力優化、內外場全能的餐飲服

務大未來。 

 
1.0遠東餐廚達人賽（2007-2016） 

 

最擬真 全國首創、唯一結合內外場的實境競賽 

  
最競爭 團隊合作與全國菁英比試 

  

最嚴格 遠東飯店五星級廚藝鑑定、決賽名人考驗臨場反應 

 
 
 
 

2.0 遠東餐廚達人賽（2018起） 

 

賽事革新 更嚴密的考驗！ 3人一隊，完成內外場 

   
獎勵出新 更吸睛的獎勵！ 冠軍至美國參訪一週 

   

美味出新 更香濃的體驗！ 指定美國加州乳品 

 
1.0的賽事擁有「餐飲奧斯卡」的美譽，為國內獎金最高，且競賽水準最高的餐廚競賽。

與一般餐廚比賽不同，強調團隊分工的精神，透過內場廚藝人員和外場餐服人員的分

工與團隊合作，共同追求高額的獎金和海外專業研習的機會。 

 
迎戰在 2.0的賽事，為了展現優化的人力、贏得更高額的獎勵，你必須： 

1.具備團隊組織力、現場判斷力 

2.具更果斷、更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3.提供給客人一站式與優質的服務 

 
歡迎加入 Top Talent For NEW LIFE～遠東餐廚達人賽 2.0！餐廚達人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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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單位 
（一） 主辦單位：遠東 SOGO百貨 

太平洋崇光文教基金會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加州乳品協會（California Milk Advisory Board） 

 
（二） 協辦單位：city'super、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育達高職 

 
 

三、 競賽時程與地點 
（一） 初賽：2018年 10月 27日(六)    地點：弘光科技大學(台中)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號 

 
（二） 決賽：2018年 12月 1日(六)    地點：育達高職(台北)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12號 

 

四、 競賽主題 

It’s Real ! 
 

   呼應賽事加州乳品，it’s real! 

   2.0賽事的真材實料，it’s real! 

   選手的賽前準備（用心、作法、創意），it’s real! 

 

五、 競賽精神 
遠東餐廚達人賽乃「全真實境餐飲競賽」，考驗「選手的應變」與「團隊解決問題、管

理的能力」。大會並非技能檢測、亦非考試，這是一個競賽，希望選手善用已有的技能、

團隊合作、臨場應變，成為真正的餐廚達人！ 

 
 

六、 參賽資格 
（一） 以初賽日為基準，16-25歲（年滿 16歲、未滿 26歲）之學生或在職人士皆可報

名。 

（二） 不限任何證照或餐飲科系背景。 

（三） 廚藝不分任何餐別（廚房僅作料理場域，比賽不分中、西餐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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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及規定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月 11日(四)止，初賽以 48隊為報名上限。 

（二） 場地資訊：初賽競賽分上下午場次，同一場次可容納 24組進行競賽，並分中式廚

房 12組與西式廚房 12組，廚房選擇只有設備上差異，不限定菜色內容。 

（三） 上下午場次及中西式廚房以報名順序優先挑選，至該場次及該廚房額滿為止。 

（四） 賽事報名隊伍需繳交新台幣一千元保證金，完成初賽報到後當場退回，已完成報

名隊伍無故棄賽，主辦單位則自動沒收保證金。 

【除隊伍隊員本身發生特殊意外事故，造成退賽，得退回保證金，其餘因課業、

實習、檢定、競賽、缺員等原因無法參賽，則不得退回保證金】 

 
（五） Early birds方案：9月 15日(六)前完成報名，每隊可獲主辦單位提供之生活用品

福袋一份（市價 1,000元以上）限前二十隊，額滿為止(依網路報名順序為準，需

繳交報名資料與保證金方符合資格)。福袋於初賽當天發放，若無出賽視同放棄。 

 
（六） 報名作業流程： 

1. （選手-網路報名）於網站線上報名區填寫隊伍相關基本資料。 

2. （選手-保證金匯款）收到電子報名完成函後，至銀行或郵局填寫匯款單，並

保留存根收據。 

3. （選手-寄出參賽資料）於網站下載參賽資料表，詳細填寫並檢附相關資料，

兩周內掛號郵寄予主辦單位。 

【參賽資料文件暨同意書、附件一:身分證影本表、附件二:保證金匯款存根】 

4. （大會-寄出參賽證明）收到隊伍參賽資料後，主辦單位將於一周內電子郵寄

出參賽證明。 

5. （完成報名）收到參賽證明書後即完成正式報名，請隊伍確認隊名、姓名等

資料正確無誤，如有錯誤請盡速連絡主辦單位重發，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七） 選手須於報名截止前內完成報名程序，否則自動喪失參賽權利。 

（八） 已報名隊伍可在報名截止前變更一次成員登記，報名截止後除特殊狀況，成員名

單不再接受變更。 

（九） 報名截止後，隊伍成員若因不可控之因素影響參賽（如天災、意外），得於活動前

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並舉證合理之證明，方得由該單位符合資格之隊員替代出賽。

因健康因素無法參賽，需提出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為準）

之「診斷證明」與「影響參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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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競賽須知 
（一） 隊伍成員 

參賽隊伍由 3位成員組成。 

 

（二） 報到須知 

1. 參賽選手需持參賽證明書及身分證(備查)完成報到手續。 

2. 選手需參加賽前由內場評審長與外場評審長主持之賽事說明會，會中針對規

則、場地、提問統一制定及回答，如未參加而影響競賽權益，則自行負責。 

3. 賽事說明會開始後未完成報到隊伍，視同自動放棄參賽權利。 

4. 參賽選手需配戴大會所配發之識別證進出比賽場所。 

 

（三） 競賽內容與規範—初賽 

 
料理三道菜：前菜、主菜、甜點； 

其中前菜、甜點，限定搭配加州乳品。 

 

（1）內場廚藝 

1. 作品份數及分配 

 初賽隊伍必須做三道菜，需在比賽時間內完成。 

前菜-不能只是沙拉，限定搭配加州乳品； 

主菜； 

甜點-限定搭配加州乳品。 

每道菜各 3份，每一人份裝一盤/盅/杯。 

 
 3份分配如下： 

2份由餐廚評審以廚藝評分（搭配菜卡）， 

1份至展示區供評審評分及選手交流觀摩（搭配菜卡）。 

 
 各隊伍的外場選手，需在出菜時間至展示區說菜。 

 
 

2. 食材使用 

 初賽使用之所有食材由協辦單位、贊助廠商 city'super提供，乳製品使

用加州乳品。每隊皆有固定份量與種類，另外提供公用材料區，由選手

自行取用。 

 
3. 出菜順序及時間 

 內場廚藝選手準備及製作時間為 120分鐘，出菜時間為 40分鐘，共計

160分鐘 

 各參賽隊伍的三道菜，統一按順序出菜，依序為前菜、主菜、甜點。 

 出菜時間到後，即可出菜至廚藝評審區及展示區，各道菜無出菜間距限

制，但必須在出菜時間開始後 40分鐘內完成。若未完成出菜，自第 40

分鐘開始，該道菜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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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攜帶器材規定 

 除大會提供之器材，如需特殊製作工具，各隊可自行攜帶，如刀具、製

作工具<如模具、計時器等>、個人衛生工具<如口罩、手套>、電動工具、

卡式爐(自備瓦斯罐)及噴火槍等，惟需注意使用安全。但「不得」攜帶

非大會提供食材、已完成或半完成品、調味料及醬汁等進場。 

 各隊自行攜帶之器材，請於賽前貼妥識別條，以免器材遺失或錯拿，賽

後需經現場工作人員點交器材後，方可離場。 

 如仍自行攜帶主辦單位禁止使用物品，經現場檢舉或評審糾正，主辦單

位將禁止該隊使用。 

 
（2）外場餐服選手 

1. 各隊指定一名擔任外場餐服選手，該名選手可利用廚藝準備時間至展示

區準備；提醒參賽者：全能的選手，能同時兼任廚藝與餐服工作。 

2. 菜卡填寫，每道菜需有兩張，分別供廚藝評審區及展示說菜區使用。 

3. 展示說菜區 

 各隊提供 90cm x 90 cm或 80x80 cm方桌（依隊伍抽籤決定）。 

 相關布置物品請自行攜帶，含菜單事先製作完成。 

 限定使用大會提供的檯布、餐具。 

4. 說菜： 

出菜時間開始，各組餐服選手必須至各組展示桌等候，依序向評審說

菜，出菜速度不影響評分。 

 
（3）內外場流程 

 
 

（4）內外場器材攜帶清單 

內場廚藝 
可攜帶 刀具、製作工具、衛生工具、電動工具、卡式爐、噴火槍 

禁止攜帶 非大會提供食材、已完成或半完成品、調味料及醬汁等 

外場餐服 
可攜帶 

服務巾、有色口布、無線電 

展示氣氛輔助物，含菜單 

大會提供 基本檯布、餐具 

 

（5）穿著規範 

除主辦單位製發之識別證外，賽事期間，內、外場選手均不得佩帶有

單位學校名稱、暗示學校所在地之地名或可供辨識的標誌，以示公平。

餐服選手請配戴有名字的胸牌。頒獎及成績頒佈時則可換穿回自己的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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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場地清潔規範 

賽後，由內外場選手於規定時間「親自」完成場地清潔，不得由其他

「非選手」身份代為完成，違者取消參賽/獲獎資格。 

 
（7）媒體採訪及大會工作紀錄說明 

 活動現場開放配戴媒體採訪者之媒體拍攝，若不願受訪，可直接向

記者/工作人員委婉反應：「對不起，我正在比賽，不方便接受訪問」。 

 同時有配戴工作證之大會錄影、攝影進行，作為活動記錄，及媒體

發稿使用，若覺得干擾，可向錄影、攝影中的人員反應，以減少拍

攝頻率。 

 
（四） 競賽內容與規範—決賽 

   （1）內場廚藝 

 決賽隊伍必須做三道菜（前菜-非沙拉、主菜、甜點），每道菜各 5

份；每一人份裝一盤/盅/杯。需由參賽隊伍在比賽時間內完成。決賽

將會限定食材或競賽料理內容，將於初賽當天由評審長宣布；以評

審長說明及官網活動晉級公告為準。 

 5份分配如下：2份由餐廚評審以廚藝評分，2份至餐服外場區供餐

服評審評分，1份至展示區供選手交流觀摩。 

 晉級決賽隊伍菜色內容不得與初賽相同，違者該道菜不予計分。 

 決賽使用之食材，除加州乳品為事先申請外，將於競賽當天由大會

安排各隊選手(兩～三人)至 city'super超市進行採買，每隊皆有固定

四千元採買預算，限時 45分鐘採買完畢，由參賽隊伍自行決定食材

內容，但不得超支，亦不得自行出資購買（請隊伍自備計算機）。 

 
   （2）外場餐服 

 需於指定時間內完成餐備、餐桌與主題氛圍布置，菜單同初賽，事

先製作完成帶至會場。 

 需完成迎賓（2位客人）、入座、點餐、送餐、結帳、送客等所有服

務流程。 

 
（3）內外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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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評審組成及標準 
（一） 廚藝評審 

初賽由遠東國際大飯店三位餐飲主管，組成評審團評比廚藝菜色； 

決賽增加兩位二位美食達人評審。 

 
廚藝評分標準（總分 100分） 

評分項目 衛生 
技巧 

(刀工、取量) 

色形 
(火候、觀感) 

口味 創意 扣分 

百分比 15％ 20％ 

20％ 

含： 

前菜 6% 

主菜 8% 

甜點 6% 

25％ 

含： 

前菜 8% 

主菜 9% 

甜點 8% 

20％ 

若有態度不佳、不

服從評審或工作人

員告誡、搶奪食

材、浪費食材、口

出髒話、擾亂大會

秩序等情事，可逕

由現場工作人員舉

發，由裁判長警

告、並判斷扣分；

最高可扣廚藝總分

10分。 

 
（二） 初賽餐服評審 

由國內餐管達人、遠東國際大飯店餐飲主管組成評審團。 

 
餐服評分標準（總分 100分） 

評分項目 說菜技巧 展台表現 服裝儀容 

百分比 

60%，含： 

專業知識 30% 

講話口調 15% 

應對台風 15% 

20% 
 

20% 
 

評比重點 

【說菜】說菜技巧與專業知識，含動機、菜名、

故事、特色、菜色組成、加州乳品搭配、烹調方

式、配菜原則、前後菜單搭配、飲料建議 

【擺設】搭配每道菜的餐具與擺設、菜卡表現，

菜盤陳列、料理盤式 

 
（三） 決賽餐服評審 

1. 由主辦單位邀請 20位外交、禮儀名家與企業、社會名流擔任客人進行餐服評

比；另由 2位餐備評審，針對餐服選手餐備態度及技術進行評比。 

2. 外場餐服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餐服評審依各項目完成程度給分，各隊兩位評審加總後平均，即

為各隊餐服總分 

餐備 迎客 點菜 餐飲服務 結帳 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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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賽計分 

 各隊總分為內場廚藝總分以 70％加上外場總分以 30％之加權分數為該隊總

分，並依序取前 10名晉級決賽。 

 
 初賽當天下午競賽場次結束後一小時內，將由廚藝及餐服評審長舉辦「初賽

檢討會」，同時邀請賽事「學長姐」分享參賽經驗，並公布晉級名單，歡迎

參賽隊伍到場聆聽。 

 
 初賽後一周內將於活動網站上，公布除晉級決賽隊伍外之各隊內場廚藝總

分、外場餐服總分與加權後總分。 

 
（五） 決賽計分 

各隊總分為內場廚藝總分以 60％加上外場餐服總分以 40％之加權分數為該隊總

分。廚藝成績必須達全數隊數之前 50%，方能爭取前三名優勝。 

 
（六） 扣分項目 

除比賽當天之菜色與服務外，選手言行與遵守評審告誡與否亦列入評分項目，搶

奪食材、口出髒話、違反大會規則、態度不佳、擾亂大會秩序等，以上經評審口

頭告誡，並由裁判長判斷每犯一次扣除廚藝或餐服總分 3分（視發生場地而定），

最高扣除廚藝或餐服總分 10分。 

 

十、 決賽優勝獎項 

（一） 決賽團體獎項 

1. 冠軍 1隊：獎金新台幣 30萬元、加州乳品協會贊助之美國參訪之旅（含機

票、住宿、保險，價值 60萬；需配合指定日期，否則視同放棄）、獎狀、獎

盃，隔年度獲邀參加「台北國際食品展」展演冠軍料理。 

2. 亞軍 1隊：獎金新台幣 10萬元、獎狀、獎盃。 

3. 季軍 1隊：獎金新台幣 5萬元、獎狀、獎盃。 

4. 佳作 2隊：獎金新台幣 2萬元、獎狀。 

5. 食尚獎 1隊：獎金新台幣 5千元、獎狀 

 
（二） 晉級決賽隊伍，每隊提供 1千食材補助費；於決賽當天發放，若不克出席決賽視

同放棄。 

 
（三） 網路人氣獎：取 2名；人氣第一名 5千元，人氣第二名 3千元。活動期間（報名

至決賽前一天）以隊為單位，隊員在社群網絡上 PO文的各篇累計按讚數合計，

PO文需出現「遠東餐廚達人賽」字樣才算符合資格。獎金於截止後發放。 

 
（四） 優勝隊伍特別獎勵 

1. 冠、亞、季軍優勝隊伍成員可獲得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優先實習或

就業之面試機會，資格限需於一年內使用。本獎勵開放優勝選隊伍主動申請

（詳情洽主辦單位）。 

2. 晉級決賽隊伍可獲主辦單位提供之晉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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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優勝隊伍須知： 

1. 優勝隊伍於決賽後二個月內需配合大會提供參賽食譜、賽事心得等資料，並

同時提供獎金申請所需之個人請款資料。 

2. 獎金將於相關請款資料全部收齊後，三個月內核發至指定帳戶。若上述配合

事項有所延誤，將延遲獎金發放。 

 
（六） 冠軍隊伍海外參訪須知： 

1. 海外研習由加州乳品協會安排至美國加州參訪一週。 

2. 將於 2019年 1-2月間成行，若無法配合時間，視同放棄，並不再提供其他

替代獎勵方案。 

3. 需配合主辦單位要求，記錄研習過程、並於公開網絡撰寫網誌，回國後提供

研習心得簡報及照片光碟，作為活動紀錄。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參賽人同意其個人、作品等參賽照片、活動攝影、錄音及參賽食譜之所有權、及

相關著作財產權全部歸屬大會所有。大會就參賽人個人、作品等參賽照片、活動

攝影、錄音、參賽食譜均有攝影、錄音、展覽及於與本競賽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

表之權利，且有權製作任何形式的專輯、宣傳品或食譜，並得重製、公開展示、

公開播送、編輯與出版。 

（二） 初賽、決賽將開放媒體進入中、西廚房或餐服準備區採訪，選手於競賽中可衡量

本身狀況接受或拒絕採訪，若接受採訪需明瞭媒體的問題形形色色、或好或壞，

可能影響參賽心情或受到干擾，請選手自行評估。 

（三）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

保留活動辦法修改之權利。 

 
 
十二、 連絡資訊 

       太平洋崇光文教基金會  02-7712-9999＃8255 

       活動網頁：http://newlife.sogo.com.tw/2018_tt4newlife 

       活動信箱:sogonewlif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