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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杜康盃全國調酒暨托盤、口布摺疊大賽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承辦單位：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贊助單位：五洲商行、五洲調酒餐飲教育中心 

壹、活動宗旨： 

為提倡國人雞尾酒調製常識與飲酒的文化及水準，更為促進國人飲用國

產酒及了解國產酒之優美，遂引用中國蒸餾酒創造者杜康之名，舉辦本次競

賽，以促進餐飲相關高中職校之間的聯誼，藉此活動與國際搭起友誼的橋樑，

更希望藉由此次活動成為常態性的校際交流聯誼。 

貳、競賽日期： 

中華民國 108年 04月 25日（星期四 ）上午 7:00至 19:30 

參、競賽地點:  

大仁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 

地址：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號 

肆、參賽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 

伍、比賽組別： 

(1) 最佳潛力傳統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 －指定配方 

(2) 高中職傳統調酒二年級組 (Fancy創意) 

(3) 高中職傳統調酒三年級組(Fancy創意) 

(4) 最佳潛力花式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指定配方 

(5) 高中職花式調酒二年級組(Fancy創意) 

(6) 高中職花式調酒三年級組(Fancy創意) 

(7) 創意造型傳統調酒組(2-6人) (高中職或職業大專生) 

(8) 創意造型花式調酒組(2-6人) (高中職或職業大專生) 

(9) 高中職雙人托盤比賽 

(10) 高中職創意口布造型組，主題【大仁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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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調酒選手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著標準服裝，花式選手須服裝整齊，不可裸露。 

2. 參賽者需使用量酒的器具調製；花式調酒可使用 Free Pourer直接倒酒，不必使用量酒器。 

3. 花式選手如果將瓶中的酒倒完後，不得再丟空瓶，並每 1瓶中最少需 3cl材料(若配方為

3cl以下，則還是需裝至 3cl) 

4.選手依編號順序上場，上場人數依實際賽程而定，每位選手必須帶自己的器具及裝飾物。 

5.參賽者上台準備完成後，要等評審或 BAT委員會通知才可開始調製。而當參賽者完成      

  調製後，需等待工作人員將調製完成的飲品端給口感評審。 

6.如在競賽期間遞送成品給評審時所出現的任何意外，由 BAT協會與參賽者協商，並找 

  出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7.本會有權拒絕參賽者的配方、調製方法和雞尾酒名稱(請勿取不當不雅酒名)，若配方   

  有問題將不予以通知，因此務必檢查清楚以免被扣分，並請影印一份留底。 

8.比賽之基酒、糖漿、配料、器具、瓶頸等一律自備。 

9.舞台上贊助商瓶子標籤呈現須為全新及清楚的，舊標籤或污損的標籤不可使用。 

10.選手不限報名幾組，但須考量自己的比賽時間，但高中職組不得與任一職業大專組同   

   時參加，請於報名表勾選清楚，但若大會流程導致時間衝突到，則需告知現場工作人   

   員處理 

11.得獎者若同分數時，傳統調酒組依口感、技能之總分最高依序者為優勝；花式調酒組   

   依技能，口感之總分最高依序者為優勝 

12.一組比賽後，舞台會被清理乾淨，以供下組選手使用。 

13.各組參賽選手上台比賽時，嚴禁脫鞋 

14.大會裁判的審核權、決定權，不接受其它的評議；大會有權使用各選手之創作品為教學     

   用途。 

15.各選手比賽自創酒配方應為原始創作，切勿抄襲，創作權屬選手及大會所有。 

16.選手注意事項將放至本會網站上，請於比賽前自行上網查詢。 

17.大會現場歡迎拍照，但嚴禁錄影(敬請遵守)；請共同維護場地整潔，貴重物品請自行    

   保管，大會不負保管責任，選手區請自行派人看顧物品。 

18.請勿在比賽會場之各洗手間清洗用具及切割、丟棄果皮，違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19.花式選手可在【草坪】上練習，但不可使用玻璃瓶練習，違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20.大會將派治安人員巡邏，若違反大會秩序及環境規定，一律取消參賽資格，請選手們     

   發揮公德心，保持形象，共同維護場地整潔。 

21.舞台僅提供每位選手一個兩孔 110V插座，若需用到轉接插頭，選手需自備。 

22.若有未盡或變更事宜，將於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官網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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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共同規則 

1. 競賽類型為：Bartender Choice 

2. 不可超過 4種酒精材料。 

3. 配方一定要包含至少 1CL的指定產品。 

4. 可使用自製產品，需於線上報名時填寫製作方式，單杯自製產品不可超過 3CL。 

5. 配方要包含至少 4 CL的酒精成分，但不可超過 7 CL的酒精成分 

6. 配方中若有使用到香甜酒，需選用大會指定廠牌-卡騰 

7. 配方中若有使用到糖漿/果泥，需選用大會指定廠牌-MONIN 

8. 所有裝在玻璃瓶的液體、噴灑在飲料上都算一種成分，若酒杯上的裝飾（Decoration）

掉落，口感評審將會扣分。 

9. 嚴禁使用人工染色劑、加熱材料以及明火(只限於焦化糖及水果的小火炬) 

10. 可使用乳製品，但單杯量不可超過 6 CL，禁止使用優酪乳等乳酸飲品。 

11. 配方內容請寫單杯量，須以『cl』為單位，容量標準最少為 0.5cl(例如：柳橙汁 2.5cl，

不可填寫 2.8或 2.4cl等)，低於 0.5cl則寫少許、dash…等。（1cl=10c.c)(1oz = 3cl) 

12. 比賽開始前不可在玻璃杯中放入冰塊。 

13. 任何使用的水果、藥草和蔬菜使用量都要寫的很清楚，並明確的標示使用量。 

14. 花式調酒選手的配方，如果汁、糖水、茶、咖啡等必須裝入沒有標籤的空瓶內。 

15. 線上報名時，請清楚標示『成份』、『廠牌』、『容量』，若配方不符大會將不另行通知，

直接扣分。 

Decoration and Garnish 裝飾品 

1. Decorations 是用來放在杯子旁邊、邊緣或是頂部，不會影響到酒的味道。 

2. Garnishes 是用在玻璃杯內，它除了可以當作裝飾物也同時可以改變味道，如調酒用的       

    櫻桃，水果類調味、橄欖…等。 

3. 果雕與裝飾品都要是可食用的。要使用可食用的花、水果、蔬菜、葉子、草藥、香料、  

    果皮、種子、豆子，裝飾用的花也都一定要用可食用性的花草。 

4. 切割時間每次 10分鐘，超過時間即扣分，依比賽順序於『切割區』切割。 

5. 果雕須於比賽開始後才能放在玻璃杯上，不可在上台前放。 

6. 比賽開始前不可在玻璃杯中放入冰塊。 

7. 不可以使用食用色素。 

8. 用於裝飾用(Garnishes)的製成品(例：調酒棒)可在比賽中使用來固定果雕在玻璃杯上，                                            

但是不可以使用加強視覺效果的裝飾品。 

9. 劍叉、水果劍、調酒棒及裝飾物，賽後不歸還。 

10. 任何有爭議性的裝飾品都要經過大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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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潛力傳統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指定配方 

1. 指定配方為「櫻桃司令 Cherry Sling」、本配方所有成分請選手自備。 

 

 

 

 

 

 

 

 

 

 

 

 

 

 

 

 

 

 

 

 

 

   2.傳統調酒一年級潛力組需調製二杯 。 

   3.傳統調酒一年級潛力組比賽時間五分鐘 。 

   4.裝飾物的呈現方式列為評分項目之一。 

   5.必須事先冰鎮雪克杯，音樂由大會提供。 

   6.調製完成後，選手須自行將成品端至展示區。 

 高中職傳統調酒二年級組(Fancy 創意)  

 高中職傳統調酒三年級組(Fancy 創意) 

1. 指定酒為神曲甘蔗酒。 

2. 調製類別：不限 

3. 調製時間五分鐘 

4. 選手須調製 1杯成品作展示用(杯子容量不限)，3小杯供口感評審評分(杯子容量不限)，

共調製 4杯。 

5. 總分相同者，以口感成績高者勝出。 

 

雞尾酒名稱 Drink Name 櫻桃司令(Cherry Sling) 

雞尾酒配方 Recipe(單杯量) 

成份 Ingredients 容量 Capacity(ml) 廠牌 Brand Name 

○1E

A櫻桃白蘭地香甜酒  20 De Kuyper 

○2E

A琴酒  30 不限 

○3E

A白葡萄糖漿   20 MONIN 

○4E

A草莓糖漿 10 MONIN 

○5E

A鳳梨汁 90 台鳳 

○6E

A新鮮檸檬汁 20 新鮮 

裝飾物 Garnish 

自由創作，需為可食用材料 

(裝飾物為評分項目) 

註：裝飾物不一定需掛在杯口上，亦可將飲

品放置小盤上做裝飾。 

調製過程 Method 

將成份A○1E

AA○2E

AA○3E

AA○4E

AA○5E

AA○6E

A依序倒入Boston Shaker

搖盪均勻後，倒入已冰杯並且新加入 4分滿

冰塊的可林杯中倒至 8分滿，最後放上吸管，

成品即完成。 

杯器皿 Glassware 可林杯 Collins (3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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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潛力花式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指定配方    
1. 指定配方為「櫻桃司令 Cherry Sling」，本配方所有成分請選手自備。 

 

 

 

 

 

 

 

 

 

 

 

 

 

 

 

 

 

 

 

 

 

 

 

 

 

 

 

   2. 選手須調製 2杯，指定配方。 

   3. 5分鐘指定曲為第 22屆金爵獎花式音樂，由大會提供。 

   4.花式選手比賽不得使用空瓶，瓶中最少 3cl(即 30c.c.)材料，如果將瓶中酒倒完後，不  

     得再丟空瓶(若配方為 3CL以下，則還是需裝至 3CL) 

   5.裝飾物的呈現方式列為評分項目之一。 

   6.花式調酒一年級潛力組若丟瓶三瓶以上（含三瓶）將使用大會提供塑膠瓶，若丟第四瓶 

     以上請自行準備。 

 高中職花式調酒二年級組(Fancy創意) 

 高中職花式調酒三年級組(Fancy創意) 

1. 指定產品為神曲甘蔗酒。 

2. 選手須調製 1杯成品作展示用(杯子容量不限)，3小杯供口感評審評分(杯子容量不限)。 

3. 5分鐘指定曲為第 22屆金爵獎花式音樂，由大會提供。 

4. 花式選手比賽不得使用空瓶，瓶中最少 3cl(即 30c.c.)材料，如果將瓶中酒倒完後，

不得再丟空瓶(若配方為 3CL以下，則還是需裝至 3CL) 

5. 總分相同者，以技術成績高者勝出。 

雞尾酒名稱 Drink Name 櫻桃司令(Cherry Sling) 

雞尾酒配方 Recipe(單杯量) 

成份 Ingredients 容量 Capacity(ml) 廠牌 Brand Name 

○1E

A櫻桃白蘭地香甜酒  20 De Kuyper 

○2E

A琴酒  30 不限 

○3E

A白葡萄糖漿   20 MONIN 

○4E

A草莓糖漿 10 MONIN 

○5E

A鳳梨汁 90 台鳳 

○6E

A新鮮檸檬汁 20 新鮮 

裝飾物 Garnish 

自由創作，需為可食用材料 

(裝飾物為評分項目) 

註：裝飾物不一定需掛在杯口上，亦可將飲

品放置小盤上做裝飾。 

調製過程 Method 

將成份A○1E

AA○2E

AA○3E

AA○4E

AA○5E

AA○6E

A依序倒入Boston Shaker

搖盪均勻後，倒入已冰杯並且新加入 4分滿

冰塊的可林杯中倒至 8分滿，最後放上吸管，

成品即完成。 

杯器皿 Glassware 可林杯 Collins (3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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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造型傳統調酒組(2-6人)(高中職或職業大專生) 

 創意造型花式調酒組(2-6人) (高中職或職業大專生) 

1. 指定產品為神曲甘蔗酒。 

2. 配方中若有使用到香甜酒，需選用大會指定廠牌-卡騰 

3. 配方中若有使用到糖漿/果泥，需選用大會指定廠牌-Monin 

4. 選手須調製 1杯成品作展示用(杯子容量不限)，3小杯供口感評審評分(杯子容量

不限)，共調製 4杯。 

5. 選手請派一位代表親自辦理報到手續，選手牌不可離身。 

6. 自選音樂 5分鐘（請注意版權），請於報到時繳交。 

7. 本組須結合整體造型，不限主題；以整體流暢度、默契、技術等為主。 

8. 每組人數限 2-6人。 

9. 舞台上只允許報名選手上台，且每位選手皆需參與調製過程 

 

 

 

 

 高中職雙人托盤組 

1. 選手必須遵守本次比賽各項規定及要求。 

2. 不限男女同組配對接力競賽。（比賽時不論兩男或兩女，皆須一人著裙裝高跟鞋，一人著    

   長褲平底鞋。） 

3. 本競賽主辦單位提供競賽場地與競賽過程所需用具。(服裝、服務巾除外)。 

4. 參賽者不可冒用他人或代替他人參賽，如有不實資料與不正確情形發生，一經查獲主辦單 

   位將取消參賽資格與獲獎資格，並追溯獎金。 

5. 報到時請出示身份證件(或具照片之官方證件)，以利查核。本活動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 

   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保留修正、暫停或取消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一）競賽內容： 

1. 服裝要求：參賽者請穿著整套餐服服裝，並配掛服務巾(自行攜帶服務巾)。裙子長短不拘

(以不暴露為原則)，高跟鞋後跟高低不限，違反規定者拒絕參賽。 

 
 
 
 
 
2. 托盤要求：腰托(如圖所示)  
3. 姿勢說明：掌心及手指托持托盤行進時身體保持平穩，不可有雙手端盤情形，行進時抬頭       
   挺胸。(不限制左手或右手持托，以參賽者使用習慣為原則)。 
4. 距離：來回共 4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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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盤比賽物品：托盤比賽物品：(以下物品及杯內飲料高度以主辦單位現場提供為主) 
  第一位選手 (服務) 
   a. 圓托盤 1 個（直徑 36±1 cm，止滑） 
   b. 咖啡杯組 2 組(160~180ml、含底盤) (八分滿) 
   c. 水杯 2 個(約 10 - 12 oz) (八分滿) 
   d. 雞尾酒杯 1 個(約 3 - 4 oz) (八分滿) 
   e. 杯墊*3 
第二位選手 (撤餐) 
   a. 圓托盤 1 個（直徑 36±1 cm，止滑） 
   b. 咖啡杯組 2 組(160~180ml、含底盤) (八分滿) 
   c. 水杯 2 個(約 10 - 12 oz) (八分滿) 
   d. 雞尾酒杯 1 個(約 3 - 4 oz) (八分滿) 
   e. 杯墊*3 
（二）競賽場地示意圖：吧檯、餐椅及方餐桌等品項規格以主辦單位現場提供為主。 
 

預 

備 

線 

                                       

20公尺 

 
 
 
 
 
 
 
   (1、2 為餐墊；5、6 為水杯位置；3 為咖啡杯；4 為雞尾酒杯位置) 
  1 號工作檯有擺放位置標示 ; 服務桌則無 , 擺放位置以本比賽規則為主 
（三）競賽流程： 
1.選手 A, B 於 1 號工作檯待命。 
2.先將服務巾定位於下手臂。 
3.聽聞計時開始口令後選手 A 將工作檯桌面上之托盤先上手，然後將咖啡壺內的  
  咖啡倒入兩個咖啡杯(大會指定水位高度)，再分別將裝有飲品的 2 個水杯、2 組咖啡杯組  
  1 個雞尾酒杯及 3 個杯墊置放於托盤中前進。 
4.依規定路線前進並繞過折返點至服務桌並依規定位置擺放整齊後，回到工作檯再將托盤  
  放於工作檯上且回到預備線位置後按下叫人鈴。 
5.再由選手 B 接力拿新托盤，依規定路線前進至服務桌撤餐，將 2 個水杯、2 組咖啡杯組、 
  1 個雞尾酒杯及 3 個杯墊，撤回置放於托盤中，依規定路線繞過折返點最後返回至工作檯。 
6.最後需將托盤上所有物品放回擺放整齊(撤餐順序不限)，並回到原本的預備線位置按下叫人  
  鈴才停止計時。 

服務桌示意圖 

 

 
 

  
服 
務 
桌 

 1 
號 
工
作
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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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待所有選手完成後統一由工作人員指引離開（直線距離 20 公尺）。 
（四）評分項目及所佔配分比例： 
1.服裝及儀態 10% 
2.安全與衛生 30% 
3.托盤姿勢及平穩度 34% 
4.服務流程 16% 
5.完成時間 10% 
（五）評分注意要點： 

◎服裝及儀態 

1.身上有濃烈異味(含過濃香水)、女生妝容太過濃豔者扣分 

2.配件未符合規定(ex:配戴戒指、手鍊、佛珠等) 

3.雙手十指未保持清潔，指甲長度超出指肉 

4.頭髮未定型(整齊短髮不過肩，或盤整成髻之長髮)扣分 

5.服裝不整潔、未著全黑包鞋、衣服釦子扣錯或漏扣者扣分 

6.選手等待時儀態不佳(ex:身體搖來晃去或未保持笑容)為扣分項 

7. 女生長髮盤整成髻 妝容不可太過濃豔，但需塗口紅 

8. 男生不可穿船型襪，需高過腳踝，頭髮長度不可以碰及衣領 

9. 服裝需依大會規定(不可穿著牛仔褲、牛仔裙、內場工作鞋…等) 

10. 服務巾顏色不限，但縫線及標籤不可外露 

◎安全與衛生 

1.取杯具時手碰觸杯緣者扣分 

2.備品過程中需保持安靜 

3.備餐過程餐具、物品不可掉落地面 

4.未維持出餐桌桌面整齊、清潔或違反衛生相關事項(例:觸摸頭髮、臉部等) 

5.托盤或撤餐區桌面殘留水漬，未保持乾淨 

6.餐具歸位不正確、擺放凌亂者扣分 

7. 杯具擺放，需以杯墊墊底 玻璃杯 

8. 桌邊服務時，身體不可碰觸桌緣，托盤需置手上完成所有裝、卸動作 

9. 倒酒水時不可濺出或滴落於吧檯桌面 

◎托盤姿勢及平穩度 

1.托盤拿法不符合規定(ex:不可碰胸、腰) 

2.行進時身體晃動歪斜、動作僵硬不自然、儀態不端正 

3.行進時未隨時保持笑容，臉部嚴肅僵硬 

4.托物於行進間掉落托盤或地面 

5.行進間用另一隻手支撐、扶托盤或餐具 

6.行進間餐具碰撞聲音(噪音)過大 

7.與桌椅(障礙物)發生碰撞 

8.步伐不穩健，以跑步方式行進。 

9.咖啡杯之總量，服務時必須淹蓋主辦單位設定之標記(八分滿)。 

10.完成時間越快得分越高。 

11.托盤上手、倒水、取杯具之先後順序不拘，以不違反安全與衛生之流程為原則。 

12. 不可甩放托盤 

13. 物品放置位置錯誤(未依內高外低，內重外輕等原則) 違者扣分 

有任何比賽問題請聯絡: 

杜康盃托盤服務競賽負責人: 龐麗琴老師 

TEL: 0980-9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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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創意口布造型組 

比賽規則: 

1. 主題【大仁之光】 

2. 每組必須摺疊 6 種口布，其中必須包括：【大會指定口布】4 款和【酒瓶創意造型口布】

2款。 

3. 【大會指定口布】：星光燦爛、燦爛火花、帆船、西裝共四種 

4. 【酒瓶創意造型口布】：係指包裝酒瓶或與酒瓶有接觸或服勤用途 

                      (例如：蓮花)之口布造型皆可。 

5. 主辦單位提供工作檯(180cm×60cm×75cm含摺疊式桌腳、隔層)。 

6. 所有參賽者請使用自備之口布、檯布及桌裙。 

7. 工作檯必須採用「桌裙」佈置。（評分方式採用丙級餐旅服務證照考試標準) 

8. 口布必須在現場摺疊，不得攜帶布巾半成品。 

9. 比賽分為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服務台鋪設-由三位選手推選一位選手鋪設服務檯(時間十分鐘) 

第二階段-由三位選手完成摺疊「大會指定口布」 (四種)和「酒瓶創意造型     

          口布」 (兩種)，共計六種(時間五分鐘) 

第三階段-依指定主題【大仁之光】佈置工作檯(時間十五分鐘) 

10. 服裝規定：參賽選手穿著餐廳服勤用之正式服裝為主(必須戴白手套)，並可  

 依本次比賽主題作創意整體搭配。 

11. 評分標準(100%)：【整體表現】、【專業性】分兩大項 (總分 100分)  

 【整體表現】(50分)：創意(20%)、切合主題程度(20%)、美觀整體造型(10%)。    

 【 專業性 】(50分):專業信心(10%)、折疊難易度(20%)、熟練度(10%) 

                     安全衛生(10%)。  

注意事項： 

1. 選手必須遵守大會競賽各項規定。 

2. 禁止使用雙面膠、別針、膠水等黏著劑物品。 

3. 報到時請攜帶具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健保卡、，駕照等)，以利查核；若有

資料不實或頂替之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查實，將取消參賽資格、獲獎資格。 

4. 本活動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無法順利進行時，主辦單位得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取

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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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獎勵方式(若每組報名人數不足，則大會有權利決定獎項數量) 

    ＊最佳潛力傳統調酒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高中職傳統調酒二年級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高中職傳統調酒三年級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最佳潛力花式調酒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高中職花式調酒二年級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高中職花式調酒三年級組   

     冠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創意造型傳統調酒組(參賽組別不滿五組，只選冠軍)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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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造型花式調酒組(參賽組別不滿五組，只選冠軍)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高中職雙人托盤組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組：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高中職創意口布造型組(創意加指定口布)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組：獎狀乙紙。(依參賽人數而定) 

備註:另外再選出口布組及整體(主題)組冠、亞、季軍 

 

＊高中職【口布組】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高中職【口布整體組】 

 冠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亞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季軍乙組：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12 

捌、報名相關資訊： 

1. 一律採線上報名，自即日起至 108年 04月 10日（星期三）止。 

序 組   別 線 上 報 名 網 址 

(1) 
最佳潛力傳統調酒組 

https://goo.gl/forms/n2tUKaXemQqBwgK63  

(2) 高中職傳統調酒二年級組 https://goo.gl/forms/EtUDFSszBLbbdNn73  

(3) 高中職傳統調酒三年級組 https://goo.gl/forms/SmDVqf27ShL8tLmD3  

(4) 
最佳潛力花式調酒組 

https://goo.gl/forms/PhZnGRZzfk0V6HAX2  

(5) 高中職花式調酒二年級組 https://goo.gl/forms/LSkvpD9EQKVTUsrJ2  

(6) 高中職花式調酒三年級組 https://goo.gl/forms/iSDc8yux1WbkFZON2  

(7) 創意造型傳統調酒組 https://goo.gl/forms/prUNZmQhg3nN7iQr1  

(8) 創意造型花式調酒組 https://goo.gl/forms/eEhLiGlUUu8l55Pl1  

(9) 高中職雙人托盤組 https://goo.gl/forms/xCI32ICZeb5tCyHe2  

(10) 高中職創意口布造型組 https://goo.gl/forms/Qv7oNfThhr5v5xsl2  

2. 【免報名費】 

3. 【報名總表】於 106年 04月 10日(星期三)至寄 80042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163

號 5F-3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杜康盃收(已郵戳為憑)；或傳真至 07-271-0426

並來電至 07-251-8976確認，是否有收到。 

4. 各校各組【報名總組數】將於04月15日(一)於 杜康盃FB粉絲專頁公告 

5. 報名情形或有各組更正事項，可於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杜康盃 FB粉絲專頁公

告查詢。 

6. 【帶隊教師餐盒統計表】、【學校參觀意願表】、【代訂學生餐盒表】，此三表單請於

04月 10日(三)前繳交或傳真至 07-2710426並來電確認 

玖、注意事項:  

1. 參賽選手獲得佳作以上（含）成績，在甄試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時列為加分事項；

甄試其他學校時依其規定。 

2. 若有其餘相關比賽問題，可至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杜康盃 FB粉絲專頁公告查詢。 

3. 選手報名資料請確認姓名及組別勾選正確，若因選手個人輸入錯誤而需重新補發參賽

證明，每張酌收工本費 100 元。請將回郵信封及費用寄至協會後予以補發。 

 

https://goo.gl/forms/n2tUKaXemQqBwgK63
https://goo.gl/forms/EtUDFSszBLbbdNn73
https://goo.gl/forms/SmDVqf27ShL8tLmD3
https://goo.gl/forms/PhZnGRZzfk0V6HAX2
https://goo.gl/forms/LSkvpD9EQKVTUsrJ2
https://goo.gl/forms/iSDc8yux1WbkFZON2
https://goo.gl/forms/prUNZmQhg3nN7iQr1
https://goo.gl/forms/eEhLiGlUUu8l55Pl1
https://goo.gl/forms/xCI32ICZeb5tCyHe2
https://goo.gl/forms/Qv7oNfThhr5v5xsl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D%9C%E5%BA%B7%E7%9B%83%E5%85%A8%E5%9C%8B%E8%AA%BF%E9%85%92%E5%A4%A7%E8%B3%BD/161996945823555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D%9C%E5%BA%B7%E7%9B%83%E5%85%A8%E5%9C%8B%E8%AA%BF%E9%85%92%E5%A4%A7%E8%B3%BD/161996945823555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D%9C%E5%BA%B7%E7%9B%83%E5%85%A8%E5%9C%8B%E8%AA%BF%E9%85%92%E5%A4%A7%E8%B3%BD/1619969458235552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D%9C%E5%BA%B7%E7%9B%83%E5%85%A8%E5%9C%8B%E8%AA%BF%E9%85%92%E5%A4%A7%E8%B3%BD/161996945823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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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杜康盃全國調酒暨托盤、口布摺疊大賽 

帶隊教師餐盒統計表 

※本次活動將為每位帶隊老師準備由本校餐旅系所準備的精美 

午餐餐盒及伴手禮。當天請各位帶隊老師至司儀廣播地點領取。 

學校名稱  

帶隊老師 科別 職稱 用餐種類 備註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葷食□素食  

填完後，請回傳至 07-2710426。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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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杜康盃全國調酒暨托盤、口布摺疊大賽 
□學校參觀意願表       □代訂餐盒表 

◎學校參觀意願表 

參觀學校  

帶隊教師  
連絡電話： 

手機電話： 

參觀科別  人數  

參觀時段 

請自行填寫可參觀時段：(例如：08:30~12:00) 

預計到校時間  預計離校時間  

是否安排 

參觀本校 

□是(若勾選請全填) 

□否 
參觀重點  

說明:可參觀本校餐旅管理系最新完工的烈酒與葡萄酒品評情境教室及目

前最新設計會自動噴水清洗的中餐廚房. 

◎代訂學生餐盒表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數量 _________個（葷食    個，素食    個） 

實收費用 共$_________元($60x    個) 

是否開收據 
□是,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金額開$60x    個=$        元】 

備註：代訂購學生便當，請於報到時向大仁科大餐旅系繳交費用，並於

12點至報到處領取。(若有變動再由司儀廣播) 

       填妥上表後請傳真：07-2710426 

※此份表格請於 04月 10日(星期三)前繳交，傳真：(07)271-0426，或 

郵寄至 800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163號 5樓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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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杜康盃全國調酒暨托盤、口布摺疊大賽 

報名總表 

學校名稱： 學校科系: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參 賽 組 別 參賽總組數 

(1) 最佳潛力傳統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  組 

(2)高中職傳統調酒二年級組 組 

(3)高中職傳統調酒三年級組 組 

(4) 最佳潛力花式調酒組(限高中職一年級)  組 

(5) 高中職花式調酒二年級組 組 

(6) 高中職花式調酒三年級組 組 

(7) 創意造型傳統調酒組  組 

(8) 創意造型花式調酒組  組 

(9)高中職雙人托盤組 組 

(10)高中職創意口布造型組 組 

總組數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