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銀領新食代-長者健康美食競賽

108 年銀領新食代-長者健康美食競賽
規則及評選標準
主辦單位：新竹市衛生局-新竹市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承辦單位：東區衛生所、北區衛生所、香山衛生所
壹、活動目的：
飲食與營養是維持生命的基礎，更是促進高齡長者健康之重要基石，
為增進長者的健康及生活品質，推廣「吃的下」
、
「吃的夠」
、
「吃的對」
、
「吃
的巧」三好一巧健康飲食原則及建立長者「我的餐盤」健康飲食型態概念，
期能帶領社區經營營養健康的生活，達到銀領新食代、健康迎幸福之願景。
貳、參加組別及對象：
一、參賽組別、對象及組數：
組別
社會組

對象

本巿社福團體、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或單
位…等高齡友善相關照護機構

職業組

預估參賽隊數
預計 9 隊
1.每區至少 3 隊
2.各區備案 1 隊

本巿有意願提供高齡友善飲食之餐飲業者

3~5 隊

二、注意事項：
(一) 每隊成員 1 至 3 人，並設隊長 1 位做為主要聯絡人。
(二) 每隊僅限以代表社福團體、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或單位及餐飲業者身
份報名參賽。
(三) 若參賽隊伍因有不可抗拒之原因必須異動，則由各區協辦單位推派
並通知第二順位參賽組參賽，最晚於比賽日前 7 天(不含例假日)通
知主辦單位。
(四) 當天無法臨時更換人員，如參賽隊伍無法出席比賽，視同棄權。
參、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比賽日期及時間：108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

早上 10 點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4 月 29 日(星期一)，請參賽隊伍填寫完整報名表(如
附件 1)與著作權及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 2)，繳交至所屬轄區衛生
所承辦人員，由各區衛生所彙整後於 5 月 6 日(星期一)前予主辦單位。
三、 比賽地點：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三樓大禮堂(新竹市東區民族路 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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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賽規則：
一、 比賽主題：以「我的餐盤」(圖一)及「三好一巧」健康飲食原則(圖二)
為主題，運用在地食材、長者飲食特性製作含「六大類食物」與「食
物質地軟嫩」且色香味俱全的料理，製作出專屬於爺奶的健康餐盤。

圖一、我的餐盤

圖二、三好一巧健康飲食原則
二、 比賽方式：
(一) 6 月 5 日競賽當日：
1.參賽隊伍各提出 1 道符合比賽主題之菜色(共 2 份)，1 份供評審試
吃及評分，1 份供攝影用(需放置主辦單位所提供之盛裝餐具進行擺
盤後帶至會場，現場不開火烹煮，樣式如圖三)，並最晚於 5 月 8
日(星期三)繳交下列資料予所轄衛生所承辦人員：
(1)參賽作品之材料、數量及簡要製作流程。
(2)團隊自我簡介或料理發想(擇一填寫，至少 30~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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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格式詳見附件 3。
2.評比時間：60 分鐘。
3.榮獲金牌獎之單位得參與本局於 9 月份辦理之爺奶健康飲食秘笈
發表會。
4.各區衛生所於 5 月 13 日(星期一)17：00 前繳交所有參賽者於「108
年銀領新食代-長者健康美食競賽」菜色製作食譜(含材料、數量、
簡要製作流程及自我簡介或料理發想)，俾利彙整製作『爺奶的營
養健康餐盤食譜』。

圖三、爺奶的營養健康餐盤樣式
(二) 爺奶健康飲食秘笈發表會：
1.預計於 9 月份辦理(詳細時間地點及相關細則會另行電話通知)。
2.得獎作品將置於爺奶健康飲食祕笈，當日參與發表會的隊伍需呈現
與競賽當日內容一致之菜色，共 1 份。
三、 食材規定：
(一)以我的餐盤為概念，需含六大類食物-全穀雜糧類、豆魚蛋肉類、蔬菜
類、水果類、堅果種子類、乳品類。
(二)參賽作品必須以自行購買之食材經料理烹調，不得以市面已調理完成
之成品參賽，且從食材到餐桌全程皆應以安全衛生為最高原則，否則
該項菜餚以零分計算之。
四、 作品份量：以一人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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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賽流程(暫訂)：
時間

內容

09:30~10:00

參賽者報到

10:00~10:10

開場：1.上菜 show
2.評審介紹及規則說明

10:10~11:10

評審評分時間

11:10~11:30

成績計算

11:30~11:50

評審講評時間

11:50~12:20

宣布名次與頒獎

12:20~12:30

大合影

12:30~

賦歸

六、 評分方式：
（一） 主辦單位邀請具營養、衛生保健之專業人員擔任評審，給予指導。
（二） 評分標準：
次序

項目

配分

1

質地軟嫩

20

2

衛生

20

3

均衡呈現六大類食物

20

4

口味

15

5

創意

15

6

整體外觀(含食材顏色搭配)

10

總 計

100

（三） 若遇相同分數者，以次序 1~6 排序擇優。
七、 補助辦法：
(一)社會組：補助參賽用食材費，檢據覈實支付，收據或統一發票形式
皆可，買受人及統一編號需繕打各轄區衛生所以利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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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轄區衛生所承辦人員收齊後統一申請，惟 1 隊補助最高
上限新台幣 1,800 元整(請務必留意)。
(二)職業組：補助參賽用食材費，檢據覈實支付，收據或統一發票形式
皆可，買受人及統一編號需繕打新竹市衛生局，由本局聯
繫窗口統一申請，惟 1 隊補助最高上限新台幣 1,800 元整
(請務必留意)。
(三)6 月 5 日競賽相關收據及統一發票請於活動當日予所轄衛生所之相
關承辦人員，單據格式及內容確認無誤後，食材費於當日活動結束
後統一由隊長代表簽領。
(四)有關參加爺奶健康飲食秘笈發表會之相關作業事宜，將另行通知參
與單位。
八、 其他說明：
(一) 主辦單位提供物品：
(1) 餐具：碗*1、小碟子*3、杯子*1、長方餐盤*1 及托盤*1。
(共 2 組；1 組裝參賽成品、1 組上菜時用)
(2) 保鮮膜 1 個。
(3) 圍裙(參加時穿著，依參與人數給予，1 組至多 3 件) 。
(4) 筷子、紙碗及餐巾紙數份…等相關用品。
(二) 參賽者衣著應當整潔乾淨，並符合服裝儀容。
(三) 參賽者製作料理過程必須注意餐飲衛生安全，避免食物中毒。
(四) 若參賽作品不符合比賽主題(由評審認定)，基於公平起見不列入評
比。
(五) 主辦單位基於宣傳推廣之需要使用其肖像，其著作版權屬於主辦單
位所有，參賽者不得異議。
(六) 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商
品開發、出版等權利。
(七) 以上注意事項請參賽者務必遵守，倘若有違規或導致活動無法順利
進行之事宜發生，主辦單位將視情況取消其參賽資格。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隨時補充修正，並於活動當日
或比賽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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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獎項說明：
一、社會組：(爺奶的營養健康餐盤)
(一)金牌獎：頒發 3,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二)銀牌獎：頒發 2,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三)銅牌獎：頒發 1,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四)風味特色獎(取 3 名)：頒發精美禮品一份及獎座(牌)乙座。
(五)戀戀佳餚獎(3~5 名)：頒發精美禮品一份及獎座(牌)乙座。
二、職業組：(高齡友善健康餐盤)
(一)金牌獎：頒發 3,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二)銀牌獎：頒發 2,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三)銅牌獎：頒發 1,000 元商品禮券及獎座(牌)乙座。
(四)五味俱全創作獎(3~5 名) ：頒發精美禮品一份及獎座(牌)乙座。
陸、報名方式：
請三區衛生所承辦窗口彙整後，於 5 月 6 日(星期一)前將相關報名資料
(附件 1、2)繳交給主辦單位。
柒、重要訊息：
(一)單位主辦本競賽，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報名人員個人
資料，在辦理競賽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利用及授權查核。本局將
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個人資料，僅提供本競賽相關
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競賽者，即表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將自報
名參加本競賽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資料，運用於本競賽事務及行銷宣
傳使用，並同意本局可提供其資料予競賽之相關單位。
(二)凡報名表件繳交後，於參賽日前 3 日(不含假日)參賽組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更改報名組別、組員及各式資料內容。
(三)各項證件、資料如有偽造、假借、不實、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競賽
前取消比賽資格。如比賽結束始發覺者，除公告撤銷其得獎資格外，得
獎者務必配合主辦單位後續相關事宜(如歸還獎項等)。
(四)不論是否參與競賽或後續活動，報名時所繳交之表件一概不予退還，各
項資料若有需要請自行影印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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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報名者，視同同意本辦法之規定。
捌、聯絡窗口
 東區衛生所：蕭小姐，電話：(03)523-6158。
 北區衛生所：彭小姐，電話：(03)535-3969。
 香山衛生所：林小姐，電話：(03)538-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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