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簡章 

 
主辦單位： 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 美國小麥協會．．．．．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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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宗旨 

麵包與蛋糕是每一家烘焙店家必賣之產品，依往例將競賽項

目分類成「聖誕麵包組」、「聖誕蛋糕組」兩組項目，希望以經典

主題的方式，號召新北市糕餅產業店家報名，選出本年度新北市

特色之優良商家，推廣業者之代表麵包與蛋糕。活動同時邀請專

家擔任評審，獲選店家將獲得媒體曝光機會，提升實際業績，同

時達到刺激消費、活絡地方糕餅產業的效益。 

貳、 主辦單位 

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參、 協辦單位 

美國小麥協會 

肆、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伍、 參賽資格 

限新北市之開業且為本會會員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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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競賽期程 

項目 日期/內容 

報名 

即日起至 111 年 10月 31日，下午五點截止。報名方法如下：(擇一) 

1. 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將報名表(附表一)寄件至: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89號 8樓 

  :「2022新北市聖誕麵包、聖誕蛋糕大賽活動小組」收 

2. 填妥報名表(附表一)後親送報名。 

3. 電話報名，並將報名表(附表一)傳至秘書處。 

4. 會員專區 Line群組報名，並將報名表(附表一)傳至秘書處。 

(加入方式:請加入好友 ID:29583099，並留下商號，待秘書處審核後即可加入群組) 

5. Email回傳報名表(附表一)： caotc3099@caotc.org.tw  

※報名業者需於中華民國境內合法設立登記，並需為本會會員之業者。 

 若為連鎖加盟廠商，須於辦妥登記後，推派單一門市為代表報名甄選。 

※參賽之產品需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健康食品管理法」之規範。 

※依本活動辦法完成報名程序者，取得參賽資格。 

送件 

111年 11月 10日，中午十二點截止 

1. 將參賽作品、參賽作品資料表(附表二)以及產品配方表(附表三)一同

送件至本會會址：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89號 8樓 

2. 本次活動需酌收報名費 500元（無論報名一組或兩組同報名費），此費

用於送件當天一同繳交)。 

※本次比賽採用靜態模式比賽，將參賽作品直接送達本會會館評比即可。 

評選 
111年 11月 10日，下午一點開始評選至下午五點結束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89號 8樓 

公布得 

獎名單 

111年 11月 11日，下午五點前公布 

1. 於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官方網站(www.caotc.org.tw) 

2. 於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Facebook粉絲團 

3. 於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會務 Line群組 

(加入方式:請加入好友 ID:29583099，並留下商號，待秘書處審核後即可加入群組) 

※以上三項為同時發布得獎店家訊息，請密切注意更新資訊。 

頒獎 

典禮 

日期與時間將另行公告(若有異動將提前告知得獎店家) 

地點：新北市政府會議中心（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6樓） 

※本次評選活動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予退件，報名即同意所有申請資料及

附件，公會擁有著作權之合理使用權。 

※本報名相關文件，若有遺失請至公會官網(www.caotc.org.tw)下載。 

mailto:caotc3099@caotc.org.tw
http://www.caotc.org.tw/
http://www.caot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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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注意事項 

1. 同一師傅僅能代表一家店家出賽資格，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2. 參賽作品含裝飾物需為可食用性材料(若違反則由評審斟酌扣分)。 

3. 參賽作品不得使用有版權爭議之作品。 

4. 送交評審之參賽作品不得有店家 LOGO 或名稱等相關訊息披露。 

5. 所有參賽店家於評審團評審工作進行及成績計算之際，不得與評審

委員交談以維持競賽公平。 

6. 若經舉發違反比賽規則，評審會議對競賽規則及結果擁有最高裁決

權。 

7. 參賽店家經舉發有違反食品衛生相關法規之情事並經證實，主辦單

位可逕自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獎項。 

8. 以專家評選所製作的產品，經執行單位編號之後進行專家評選。「聖

誕麵包組」、「聖誕蛋糕組」二項各取前三名（頒獎日期將另行通知

或公告)。 

9. 參賽作品不得使用有版權爭議之作品或抄襲他人創意。 

10. 本次參選業者需提供配方表予評審作為評分參考資料並由本會存

查。 

11.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修正權利。 

捌、 競賽獎項 

1. 聖 誕 麵 包 組：第一名乙名、第二名乙名、第三名乙名。 

2. 聖 誕 蛋 糕 組：第一名乙名、第二名乙名、第三名乙名。 

※以上得獎店家均獲得本會所頒發之獎盃及獎牌乙枚。 

玖、 報名參賽店家權利與義務 

參賽店家權利 
1. 結合平面及電子媒體，強力宣傳本活動甄選消息與執行成果。 

2. 於活動網頁介紹入圍店家資訊，增加曝光機會。 

3. 頒獎典禮等發表活動，將邀請媒體聯訪，得獎店家有機會露出推廣。 

4. 得獎店家優先參與新北市政府經發局辦理之展售會活動。 

參賽店家義務 
1. 配合市府相關宣傳活動。 

2. 參賽店家需依主辦單位要求，提供規定數量之產品，供甄選評審評吃評比份量

(請參閱簡章第五頁，壹拾、參賽作品規範)。 

3. 得獎決選店家應配合主辦單位辦理各項活動及商品優惠。 

4. 得獎店家參賽之作品需通過參賽之產品需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健康食

品管理法」之規範，不得添加違法添加物。並將產品送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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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參賽作品規範 

組別 
參賽 

資格 

成品 

外皮 

成品 

內餡 

成品 

重量 

成品 

數量 

送件 

規格 

聖誕麵包組 限新北市且

為本會會員

之業者 

不限 不限 
250g~300g 

(整顆重量) 
3顆 

一顆對切 

一顆完整 

一顆一切八 

聖誕蛋糕組 不限 不限 不限 
2條/

個 

一條(個)完整 

一條(個)剖半 

（※提醒：所有食材、參賽作品裝飾物需為可食用性材料，若違反則將扣分。） 

 

壹拾壹、 評分標準 

評分 

項目 

成品 

外觀 

整體風味及

口感 

組織 

結構 

食材 

安全 
創意性 

評分比例 30% 20% 30% 10% 10% 

聖誕麵包

組 

含式樣、外

觀、餡料包

覆、大小、烤

焙均勻等項目 

口味層次感

與餡料搭配

性、美感等 

膨鬆性、風味

(嗅覺)、口感、

內部品質、餡料

分佈等 

配方及

材料使

用安全

性 

創意程度、

外觀造型、

市場性 

評分比例 20% 20% 20% 10% 30% 

聖誕蛋糕

組 

含式樣、外

觀、餡料包

覆、大小、烤

焙均勻等項目 

口味層次感

與餡料搭配

性、美感等 

膨鬆性、風味

(嗅覺)、口感、

內部品質、餡料

分佈等 

配方及

材料使

用安全

性 

創意程度、

外觀造型、

市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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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附表一 
☆參選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業者基本資料 

參選單位 
 承 辦 人  

電 話  

統一編號  傳 真  

公司地址  

電子信箱  

製作師傅資料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職務： 

手 機  身份證字號  業界年資：    年 

參選組別及作品名稱 

□聖誕麵包組 作品名稱： 

□聖誕蛋糕組 作品名稱： 

2022新北市聖誕麵包、聖誕蛋糕大賽行銷活動廠商執行義務同意書 

本店願全程配合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舉辦之「2022 新北市聖誕麵包、聖誕蛋糕大賽」，

並同意遵守活動所規範之權利義務，如有違反，將依規定撤銷參賽資格，並自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同意人簽章（製作師傅）： 

登記店名：                             統一編號： 

市招名稱： 

負責人簽章：                             店    章： 

各項審查與比賽紀錄(本欄由主辦單位登錄用) 

審核結果 
□報名資格 

□其他資料 
備註  

1. 若同間公司有不同師傅參加不同組別，請分別填寫。 

2. 參賽選手及公司需配合主辦單位及相關單位活動行銷之義務。 

3. 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對於參賽作品含圖片有使用及宣傳權利。 

4. 請於指定截止時間(111.10.31)前，將此報名表填妥後，以郵寄、電子郵件、傳送電子檔方式

至本會秘書處，並來電告知。 

5. 以上資料如虛偽不實，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報名資格的權利。 



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New Taipei City Bakery Association 

2207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89 號 8 樓  Tel (02)2958-3099   Fax (02)2954-3213 

7 

 

【參賽作品表】        附表二 

☆參選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組別 □聖誕麵包組 □聖誕蛋糕組 

作品名稱  

製作師傅  

創作概念

及產品特

色介紹 
(請用正楷 

字跡工整) 

 

產品售價 每顆(條)平均售價：                       元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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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配方表】        附表三 

☆參選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組別 □聖誕麵包組 □聖誕蛋糕組 

作品名稱  

原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公克) 製作程序及條件 

    

   

   

   

   

   

   

   

   

   

   

(請完整填寫以免扣分，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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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送件單】        附表四 

 

 

 

參賽廠商： 

參賽組別： □聖誕麵包組(品名：          ) 

      □聖誕蛋糕組(品名：          ) 

(本欄由參賽者填寫) 

請郵寄或親自送達（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89 號 8F） 

截止收件時間:111 年 11 月 10日 上午 12 時 00 分止 

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啟 

（請將本頁黏貼於送件成品的外盒正面上，可自行列印使用） 

 

參賽編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