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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第五屆 Super Bartenders全國調酒大賽簡章 

                           

                                                                【 協會網站】 

報名簡章 

 

【活動目的】 

一.並提昇飲料調製、品酒、餐巾摺疊及杯飾切雕之技能水準，透過相互比賽與觀摩模式，促 

   進學術實務與全國觀光餐旅事業之發展。 

二.培育我國調酒專業人才，提升我國調酒師的技能水準、服務品質以及國際地位。 

三.提振我國農業發展，發展觀光事業，繁榮餐飲相關行業，為國內業界做產品有效之推展及        

   介紹。 

四.提供國人對飲料及酒類的相關知識，增進學生與餐飲從業服務人員，對咖啡、茶品及調酒、 

   果雕、餐巾等吧台全方位之知識，以及調製之技能。 

五.配合政府推動各類技能證照，開設飲務與餐旅等相關課程。 

 
【活動說明】 

一、 活動名稱：第五屆全國 Super Bartenders 調酒大賽。 

二、 活動日期與時間：2017年 3月 25日(星期六)8：00-18：00。 

     三、活動地點：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四、電話：03-4822464 #562 實習處  張菀玲 老師 

     五、活動地址：地址：326 桃園市楊梅區永平路 480 號 

         

【承辦單位】 

(一) 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台北市調酒協會、台東專科學校 

(三) 協辦單位：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四) 贊助廠商：開普洋酒公司、富春餐具行、捷成國際洋行股份有限公司、雅

竹洋酒行、張敏郎咖啡顧問工作室、自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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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 

一、 全國各大專院校選手。 

二、 全國高中高職選手。 

三、 在職從事酒吧、各類吧台工作人員。 

四、 餐旅管理系師生。 

五、 各社團代表。 

 

【參賽資格】 

一、 調飲組：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與全國高中高職學生及在職從事酒吧、各類吧台工作       

        人員、外國選手、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1.傳統調酒組：A.大專職業組。(含高中三年級以上學生) 

                    B.高中職組。(不限參賽人數) 

      2.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高中及大專皆可報名，不限參賽人數 

      3.單人花式調酒組：A.大專職業組。(含高中三年級以上學生) 

                        B.高中職組。(不限參賽人數) 

      4.高中職創意無酒精組:須以「茶」為基底，不限參賽人數 

     二、創意杯飾組：(不限參賽人數) 

     三、餐巾摺疊組：(不限參賽人數) 

 

【組別及報名費用】 

一、 高中職傳統調酒組：新台幣 500元整。 

二、 大專職業傳統調酒組：新台幣 500元整。 

三、 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新台幣 800元整。 

四、 高中職單人花式調酒組：新台幣 500元整。 

五、 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新台幣 500元整。 

六、 高中職創意無酒精組:新台幣 500元整。 

七、 創意杯飾組：新台幣 500元整。 

八、 餐巾摺疊組：新台幣 500元整。 

 

【報名方式】 
1.報名方式：一律紙本郵件(掛號)寄送報名，並將報名表及報名費一併寄送。    

 2.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106年03月03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3.寄件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永平路480號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觀光科 啟       

             (請註明:調酒比賽報名表)。 

 

【競賽服儀規定】 

一、 高中職傳統調酒及無酒精組：參賽選手服裝應以調酒師制服為原則（背心、西裝

皆可）。 

二、 傳統調酒大專職業組：參賽選手服裝應以調酒師制服為原則（背心、西裝皆可）。 

三、 單人花式調酒組：參賽選手可自備其他服裝，但以不失禮儀為原則。 

四、 創意杯飾組：參賽選手服裝應以白色長袖、領結、黑西裝褲、單一顏色系圍裙。 

五、 餐巾摺疊組：參賽選手服裝應以外場服為原則（背心、西裝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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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賽程時間】依報名人數調整競賽場次及時間 

 

【獎項內容】 

一、高中職傳統調酒組獎項：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二、大專職業傳統調酒組獎項：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二、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獎項：(本組前三名及理事長獎可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調酒大賽) 
1. 理事長獎: 取 3名、獎狀一紙、獎品一件 

2. 冠軍：獎狀一紙、獎品一件。 

2. 亞軍：獎狀一紙、獎品一件。 

3. 季軍：獎狀一紙、獎品一件。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三、高中職及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獎項：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四、高中職創意無酒精組獎項：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五、花式餐巾摺疊組：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整。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200元整。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800元整。 

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六、創意杯飾組獎項：  

1.冠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500元整。 

2.亞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1200元整。 

3.季軍：獎盃一座、獎狀一紙、獎金 8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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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佳作：獎狀一紙。(依報名人數調整人數) 

 

◎高中職及職業大專傳統標準調酒組競賽說明： 

一、 短飲(Short Drink)競賽內容： 

1.調製短飲(Short Drink)三杯，杯具容量不得少於 90ml，不可超過 180ml，杯    

  具外觀造型不限。 

2.不要使用不易取得的素材，及明顯高價的素材。 

3.不得仿效標準調酒調製法如【藍色夏威夷】之類，僅限於未發表之自創作品。 

4.需展現搖動法、攪拌法、電動攪拌法任一種技法。 

5.製作時間為 5 分鐘。 

        6.每杯材料不可超過 6種(包含適量、Dash)，本次主要基酒是以龐貝琴酒為基酒 

          ，但基酒至少 30ml，不多於 45ml，香甜酒採用迪凱堡 De Kuyper 也必須採 

          用一款以上為素材，添加果露成分必需含有和義大利 FABBRI果露，提供口味 

          產品有哈密瓜、香蕉、覆盆子、蔓越莓、水蜜桃等現場提供。  

        7.裝飾物以水果為原則，且必須於現場指定區域內製作完成。 

8.若有同分狀況時，以技術高低順序排名。 

9.音樂由主辦單位提供。 

10.比賽場地約五公尺高。 

 

◎傳統標準調酒國手選拔組競賽說明： 

一、 競賽注意事項： 

1. 經競賽選出之前三名選手將代表台灣及協會次年赴日本沖繩參加總務大臣杯全

國泡盛調酒大賽資格。 

2.比賽後由協會指派前三名選手分發赴日本沖繩、東京及橫濱的調酒比賽。 

3.前三名得獎選手於明年 2016年 2月及 10月出國參賽，參賽選手機票、住宿及交 

  通則需自理。 

4.若前三名得主的參賽選手放棄出國參賽資格，將由名次依序遞補，比賽選手如期 

  參賽。 

5.出國參賽選手包含護照、保險費與食宿等其他費用均自理。 

6.放棄參賽選手須填寫棄權參賽切結書以茲證明。 

7.傳統標準調酒比賽前三名優勝者出國參賽須簽立約定條款。 

 

二、 短飲競賽內容： 

1. 調製短飲(Short Drink)五杯，杯具容量不得少於 90ml，至多不可超過 180ml，  

 杯具外觀造型不限。 

2. 作為基酒的龐貝琴酒，需使用 30ml、添加果露成分必需含有和義大利 FABBRI    

 果露及酒釀野生櫻桃等 3種為指定材料包含副材料在內，種類應在 6種以內。  

3.  不要使用不易取得的素材，及明顯高價的素材。 

4.  不得仿效標準調酒調製法如【紅粉佳人】之類，僅限於未發表之自創作品。 

5.  需展現搖盪法、攪拌法、電動攪拌法任一種技法。 
6.  短飲料的製作時間為 5分鐘。 

        7.  裝飾物以水果為原則，且必須於現場指定區域內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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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若有同分狀況時，以衛生、技術高低順序排名。 

9.  音樂由主辦單位提供。 

10.比賽場地約約五公尺高。 

 

◎高中職創意無酒組競賽說明： 

一、 競賽內容： 

1.調製三杯，杯具容量不限，杯具外觀造型不限。 

2.不要使用不易取得的素材，及明顯高價的素材。 

3.不得仿效標準調酒調製法如【藍色夏威夷】之類，僅限於未發表之自創作品。 

4.調製方法不設限。 

5.製作時間為 5 分鐘。 

        6.每杯材料不可超過 6種(包含適量、Dash)，本次主要「茶」為基底，必須添加 FABBRI 

          果露。  

        7.裝飾物不設限，但必須符合商品價值。 

8.若有同分狀況時，以技術高低順序排名。 

9.音樂由主辦單位提供。 

10.比賽場地約五公尺高。 

 

 

◎高中職及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競賽說明： 
一、 長飲料競賽內容： 

1.調製長飲料兩杯，杯具容量不得少於 240ml，至多不可超過 480ml，杯具外觀造 

  型不限。每杯材料不可超過 7種（包含適量、Dash），其中“百家地”蘭姆酒為基   

  酒，基酒至少 30ml，迪凱堡（De Kuyper ）香甜酒，添加果露成分必需含有和義  

  大利 FABBRI果露，口味產品有哈密瓜、香蕉、覆盆子、 蔓越莓、水蜜桃等。 

        2.裝飾物以水果為原則，且必須於現場指定區域內製作完成。 

3.若有同分狀況時，以技術、口感、衛生高低順序排名。 

4.比賽時間 4分鐘 

5.音樂同金樽盃，2首隨機播放。 

6.比賽場地約五公尺高。 

 

*調酒組指定材料對照表 
組  別 基 酒 香甜酒 果 露 其 他 

高中職及職業大專傳統標準調酒組 龐貝琴酒 De Kuyper FABBRI  

傳統標準調酒國手選拔組 龐貝琴酒  FABBRI  酒釀野生櫻桃 

高中職及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 百家地 De Kuyper FABBRI  

指定材料廠商聯絡方式 
1. 百家地及龐貝琴酒:捷成國際洋行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提供電話：02-2550-1100--現場提供 

2. 迪凱堡香甜酒:捷成國際洋行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提供電話：02-2550-1100--選手自備  

3. 酒釀野生櫻桃:自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諮詢連絡電話 02-2367-0505--現場提供 
4. 義大利 FABBRI果露:自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諮詢連絡電話 02-2367-0505--選手自備 

  

◎花式餐巾摺疊組競賽方式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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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式餐巾摺疊競賽內容： 

       1.花式餐巾以指定抽取杯花 3種款式、盤花 2種款式呈現風格，創意杯花及盤花各 1 

         款式，其中創意口布不得與指定款式相同，杯花應以放置於高飛球杯、盤花應至於     

         10-12吋白色盤子為原則。 

2.指定杯花： 

         (1)單葉雞冠花 (2)雙葉雞冠花 (3)葉片雞冠花 (4)含苞待放 (5)花蝴蝶(公)  

         (6)花蝴蝶(母) (7)花非花 (8)毒蠍子 (9)芭蕉扇(一) (10)芭蕉扇(二)，共 10種 

         款式。 

3.指定盤花: 

  (1)雨後春筍 (2)西裝 (3)僧(和)服 (4)帆船 (5)法國摺 (6)玫瑰花 (7)帳篷  

  (8)小星光燦爛 (9)孔雀開屏 (10)小蓮花座，共 10種款式。 

       4.競賽方式： 

             （一）主辦單位不於現場提供任何布巾類、杯類、裝飾物及電器設備等物品。 

（二）所有布巾類佈置皆需現場製作，不得攜帶半成品入場，違者不列入評分。 

（三 )競賽時間 12 分鐘。 

（四）競賽結束後每組須向評審介紹創意意涵 

（五）服裝規定：請參賽者著餐廳服勤用正式服裝。(須戴白手套)  

        ♂男生：髮不挑染、不蓋耳、不及領、黑長褲、白襯衫、領結、背心 

               或短外套、黑皮鞋(擦亮)、黑襪、剪指甲。  

        ♀女生：綁髮髻(黑色髮網)、黑色短裙、白襯衫、領結、背心或短外 

               套、黑色包頭鞋、著絲襪(膚色)、上淡妝。  

      ※備註一：比賽成績總分之最高者為優勝，如同分則依創意項排序之(項內比序：技術   

   符合題意、展台佈置)。 

      ※備註二：花式餐巾比賽指定參考書籍：書名：花式餐巾摺疊(三藝文化)諮詢電 

   話：02-8521-3848 

 

◎創意杯飾組競賽說明： 

一、創意杯飾組競賽內容： 

1.以現場切割創意杯飾組合為主，使用當季水果為訴求，本次創意杯飾呈現的作品以食用型     

  態或觀賞用均可，用餐廳營業的飲料調酒類的杯口裝飾方式組合個人份的份量以經濟實惠 

  為主即可。杯具不限造型。杯具如長形、短形、寬嘴形、造型不限，可自由發揮題材架構 

  組合。可多帶幾個盤具切剩的水果需要盤具裝盛。基本雕刻刀具以 120mm 雕刻刀和 240mm    

  大刀都可使用，禁止使用模型印模及“ V ”字型刀具刻刀，須使用(西餐用薄鋼刀具，須 

  有直角的牛刀)，不能使用中餐廚房刀具，如片刀、剁刀類。(器具選手自備) 

2.參賽選手可先將要競賽的各式水果分切好，用保鮮膜包好，然後用 12吋托盤或圓磁盤端入      

  競賽台預備。 

3.創意裝飾規定：以雞尾酒杯裝飾杯口時，裝飾物不超過杯具的 1/3，用古典杯、高飛球杯    

  裝飾不超出杯具 2/3，用可林杯裝飾不超出杯具 2/5。裝飾物應避免取用紅、白蘿蔔做裝飾    

  物，杯口裝飾物，可選搭花草植物，但不可浸泡於酒水飲料液體中，可掛於水果旁或杯口   

  處。 

4.以鋼刀片切組合方式，不能用蔬果刻挖的方式呈現，可運用一個特殊玻璃杯或瓷杯表現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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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及層次，杯具外觀造型不限。(器具選手自備) 。 

5.同分時，則以刀工、衛生分數高低順序排名。 

6.提前在五分鐘結束加分，超出三分即取消資格。 

7.所使用的刀具經主審認定不符合大會指定刀具或周邊設備一率取消資格。 

8.比賽進行中若有拉拉隊陪賽觀眾或家長影響競賽評審評分進度者一率取消資格，此項由主   

  審當場決定取消不得異議。 

9.競賽方式： 

 

上台一分鐘佈置桌面 參賽選手自行準備上台 

十分鐘 創意杯飾競賽 

A.上台一分鐘佈置桌面參賽選手自行準備上台。 

B.每人製作菜卡放置展示區介紹創作品，內容可含主題以「水果杯飾」做為主軸，主題明確、

文句簡潔、朗朗上口、有趣、具創意性。（不可有負面形象或字眼）特色創作等。 

C.10分鐘雕刻出3杯相同創意杯飾，但杯具必須相同的款式。 

D.請自行攜帶水果刀及刻花刀及白色抹布。(砧板大會提供) 

E.請自備幾個大圓盤備用切剩的果肉擺放並分類，可再準備一桶食鹽水供水果過鹽水專用。 

F.不可使用模型刀具、印模等。 

G.參加創意杯飾組競賽以現切現組合為主，不能使用3秒膠、染色劑及快乾膠。 

H.裝飾物可用櫻桃、小紙傘、吸管、牙籤、乾冰、巴西里、花草植物等，必須自行準備。 

I.禁止使用塑膠類造型花搭配裝飾。 

j.創意杯飾組合完畢後，隨後親自端至成品展示區展示。 

 

【其他相關事項】 

一、 每組競賽項目報名不足 10個名額，此項競賽獎項依報名人數調整或取消。 

二、 參賽人員必須於當日上午 07:30 至 08:30 完成報到手續，報到時需攜帶報名證

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 

三、 為求公平，請參賽選手勿穿著校服(包含：臂章、胸章、名牌…等)或秀出校旗，

嚴禁穿細高跟鞋，違者不予計分。 

四、 參賽選手，競賽作品權屬主辦單位所有。 

五、 主辦單位擁有所有參與競賽創作品之著作權、智慧財產權、專利所有權之相關

事宜，主辦單位享有優先協議權。 

六、 承辦單位以裁判的審核為決定權，不接受其他的評議。(如有疑問，煩請帶隊老

師洽承辦單位主審處理)。 

七、 觀摩同學超過 10人以上，請事先與承辦單位聯絡，以便安排座位。 

八、 承辦單位競賽期間開放拍照(不得使用閃光燈)、錄影，但以不影響選手比賽為

原則。 

九、 所有比賽於報名截止日即不受理更改配方，報名時請確實研究後確定配方。 

十、 以上競賽規則若有違規者，主辦單位有權將該參賽選手總成績除以二。 

十一、 所有人員(含選手及觀摩來賓)嚴禁穿細跟之高跟鞋入場。 

十二、 比賽報名費之收據皆於比賽當日發，若比賽當日未到現場，請於賽後主動向主

辦單位索取，改以郵寄方式寄發。 

十三、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器具、材料及個人財務之保管責任，請自行注意隨身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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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指定基酒及糖漿必須使用。 

     十五、比賽場地於埔心火車站後站，步行約 15-20分鐘 
     十六、本校提供代訂便當服務，若有需求請於上午 10:00前提出 

 

1.報名方式：一律紙本郵件寄送報名，並將報名表及報名費一併寄送。    

 2.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106年03月03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3.地      址:桃園市楊梅區永平路480號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觀光科 啟        

              (請註明:調酒比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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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統計表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組  別 位/組 費用 小計 

高中職傳統調酒組  500元  

高中職創意無酒精組  500元  

大專職業傳統調酒組  500元  

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  800元  

高中職單人花式調酒組  500元  

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    500元  

創意杯飾組  500元  

花式餐巾摺疊組  500元  

                        費用合計:  

 

 

請將此統計表附於報名表內一同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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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 Super Bartenders調酒大賽 

調  酒  組  報  名  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大頭照* 

國手選拔組照片必須使

用正式服裝 

出生日期*  性  別*  

家  電  手  機*  

指導老師*  

代表學校/單位資料 

學校全名*  科系名稱*  

參賽組別* 

□高中職傳統調酒組          □大專職業傳統調酒組       □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 

□高中職單人花式調酒組      □大專單人花式調酒組       □高中職創意無酒精組 

作品資料---傳統調酒國手選拔組以下請以英文書寫 

作品名稱*  

調製方法*  裝 飾 物* 
 

 

酒  譜* 

 
 
 
 
 
 
 
 

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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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 Super Bartenders調酒大賽 

創 意 杯 飾 組 報 名 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大頭照* 
出生日期*  性  別*  

家  電  手  機*  

指導老師*  

代表學校/單位資料 

學校全名* 
 

 
科系名稱* 

 

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 
 

 

水果內容* 

 
 
 
 
 
 
 

杯    子* 
 

 

意  涵* 

 

 

 

 

 

 

 

 

 

備註：*號為必填欄位；報名表請皆以電腦繕打方式呈現，若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行數。 
      *限定同款式 3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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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 Super Bartenders調酒大賽 

花式餐巾摺疊組 報 名 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大頭照請使用 JPG檔

格式插入此欄位* 

出生日期*  性  別*  

市    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 

E-mail*  

指導老師*  

代表學校/單位資料 

學校/單位

全名* 
 

科 系 / 部

門名稱* 

 

學校/單位

電話* 
 

學 校 / 單

位地址* 

□□□ 

作品資料 

創意餐巾

中文名稱* 
 

創意餐巾

英文名稱 

 

意  涵* 

 

 

 

 

 

 

 

 

備註：*號為必填欄位；報名表請皆以電腦繕打方式呈現，若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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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杯花: 

        (1)單葉雞冠花            (2)雙葉雞冠花          (3)葉片雞冠花  

                 

         (4)含苞待放             (5)花蝴蝶(公)           (6)花蝴蝶(母) 

                

           (7)花非花              (8)毒蠍子             (9)芭蕉扇(一)  

                

(10)芭蕉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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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盤花: 

(1)雨後春筍              (2)西裝            (3)僧(和)服  

             

(4)帆船             (5)法國摺             (6)玫瑰花  

             

(7)帳篷             (8)小星光燦爛          (9)孔雀開屏  

               

(10)小蓮花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