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嘉麗寶第二屆奧斯卡紅寶石巧克力競賽簡章 

 

一. 活動內容： 

2019 年德麥食品獨家代理奧斯卡等級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Ruby Chocolate)，今年將與嘉麗寶攜手舉辦盛大精彩

的『2019 嘉麗寶第二屆奧斯卡紅寶石巧克力競賽』。目標和願望是透過各類型比賽，培養並激發烘焙愛好者的創

造力，誠摯廣邀各界共襄盛舉，將一身精湛絕技化為一個個具創意、有特色，且兼顧美味的紅寶石巧克力之蛋糕、

巧克力、麵包與伴手禮盒，攜手將第四種全新天然的巧克力創造革新的突破。 

 

二. 主辦單位：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比利時百樂嘉利寶集團 

協辦單位：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台北市糕餅公會、新北市糕餅公會 

贊助廠商：三能食品器具股份有限公司、青鳥旅行、Joyce 巧克力工房、CHOCO 樂、JYL 巧克力 

競賽聯絡人：嘉麗寶產品經理人 陳映廷  聯絡電話: 02-2298-1347 轉 237 或 0975-209-561  

            E-mail: tehmagruby@gmail.com 

三. 競賽分組： 

【專業組】 

  適合對象：從事烘焙、餐飲、甜點業工作者、飯店等各類別營業工作者 

  一人可以報多項組別，報名條件為每報一個組別需購買一包紅寶石巧克力 

 同一間店可多位師傅報名，報名條件為一人購買至少一包紅寶石巧克力 

  專業組分四組分開比賽評選  

 (1)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2) 紅寶石手工巧克力組 

 (3) 紅寶石巧克力麵包組 

 (4) 紅寶石巧克力常溫伴手禮組 

 

【高手在民間組】 

  適合對象：非任職於烘焙、餐飲、甜點業店家之烘焙愛好者 

  以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 為主題進行創作 

  

【學生組】 

  適合對象：高中職、大學學生 (15~24 歲，需出示學生證) 

  為競賽之公平性，入圍決賽之選手決賽當天需攜帶學生證出席 

  以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 為主題進行創作 

 

https://www.facebook.com/JoyceChocolateShop/?ref=br_rs


四. 活動日期及地點： 

決賽入圍通知 決賽入圍名單已公佈於德麥官網 http://www.tehmag.com.tw/news.php?NO=5&sNO=117 

及德麥官方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ehmag66/ 

決賽日期及地點 2019 年 11 月 28 日(四) 

地點:大倉久和大飯店 3F 久和廳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9 號 

決賽時程 08:30-09:00 參賽者報到及收件，報到後即可現場陳列展示 

09:30-12:30 比賽正式評審正式開始評分(除評審及工作人員，現場需清場) 

13:00-13:30 媒體與嘉賓報到入場，參賽者可以一同參與交流 

13:30-13:45 活動開始、紅寶石巧克力走秀、介紹來賓 

14:00-15:30 競賽頒獎、媒體採訪 

決賽須注意事項 ※專業組需準備廚師服出席、完整配方、產品介紹 

※請詳讀各組比賽規則，產品需以紅寶石風味為主 

 

五、決賽需準備之作品個數：請詳細閱讀 

【專業組】 

類組 用途 需準備作品量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供現場展示用 一份 6 吋完整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高度 30 公分以內) 

供評審品評用 需提供 6 份試吃品(需自行裁切好，可提供切片或小的成品試吃) 

紅寶石手工巧克力組 

供現場展示用 
4 款不同組合的紅寶石手工巧克力，每款各 4 顆 

(每顆重量 6~14 克) 

供評審品評用 
4 款不同組合的紅寶石手工巧克力，每款各 6 顆試吃品 

(每顆重量 6~14 克) 

紅寶石巧克力麵包組 
供現場展示用 2 款麵包，每款各 1 顆(直徑 30 公分以內) 

供評審品評用 2 款麵包，每款各 6 份試吃品 

紅寶石巧克力常溫伴手禮組 
供現場展示用 2 款紅寶石創意伴手禮裝一盒，需有內包裝。 

供評審品評用 2 款產品，每款各 6 份試吃品。 

 

 【高手在民間組】 

類組 用途 需準備作品量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供現場展示用 一份 6 吋完整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高度 30 公分以內) 

供評審品評用 需提供 6 份試吃品(需自行裁切好，可提供切片或小的成品試吃) 

   

   【學生組】 

類組 用途 需準備作品量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供現場展示用 一份 6 吋完整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高度 30 公分以內) 

供評審品評用 需提供 6 份試吃品(需自行裁切好，可提供切片或小的成品試吃) 

 

http://www.tehmag.com.tw/news.php?NO=5&sNO=117
https://www.facebook.com/tehmag66/


 六. 作品規格：請詳細閱讀 

  【專業組】 

類組 規格 參賽作品紅寶石巧克力含量 現場成列展示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製作一款 6 吋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 

高度 30 公分以內) 

1.慕斯+內餡整體含量需有紅寶石巧克力

20%以上(蛋糕體、淋面及裝飾不列計算) 

2.紅寶石風味為主，外觀可以紅寶石巧克力

主題尤佳 

德麥提供24x24cm蛋

糕底襯。 

紅寶石手工巧克力組 

製作 4 款不同組合的 

紅寶石手工巧克力 

(每顆重量 6~14 克) 

1.紅寶石巧克力內餡，至少兩款需佔 50%

以上，至少兩款。 

2.至少兩款需使用巧克力模具。 

客戶自行準備。 

紅寶石巧克力麵包組 
製作 2 款麵包(直徑 30

公分以內，麵包需含餡) 

1.紅寶石巧克力需佔內餡總含量 30%以

上，至少一款。 

2.紅寶石風味為主，外觀可以紅寶石巧克力

主題尤佳 

客戶自行準備。 

紅寶石巧克力 

常溫伴手禮組 

製作 2 款紅寶石創意 

伴手禮 
紅寶石巧克力需佔整體總含量 15%以上 

客戶自行準備： 

兩款產品裝一盒，產品

需有內包裝。 

 

【高手在民間組】 

類組 規格 參賽作品紅寶石巧克力含量 說明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製作一款 6 吋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 

高度 30 公分以內) 

1.慕斯+內餡整體含量需有紅寶石巧克力

20%以上(蛋糕體、淋面及裝飾不列計算) 

2.紅寶石風味為主，外觀可以紅寶石巧克力

主題尤佳 

德麥提供24x24cm蛋

糕底襯。 

 

【學生組】 

類組 規格 參賽作品紅寶石巧克力含量 說明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製作一款 6 吋蛋糕  

(直徑 14~16 公分、 

高度 30 公分以內) 

1.慕斯+內餡整體含量需有紅寶石巧克力

20%以上(蛋糕體、淋面及裝飾不列計算) 

2.紅寶石風味為主，外觀可以紅寶石巧克力

主題尤佳 

德麥提供24x24cm蛋

糕底襯。 

七. 作品規定： 

1.        入選決賽作品外觀、內餡配方可做調整，整體更改不得超過 50%，各組請詳讀規則 

2.    包裝、決賽產品、試吃產品、盤式不可露出店家商標及名字，如有出示一律棄賽 

3.        作品需以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為主軸 (外觀需呈現紅寶石巧克力的色澤) 

4.        作品若需搭配其他風味巧克力，必須使用嘉麗寶巧克力製作 

5.        繳交作品若不符合規格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6.        作品不得添加人工香料 

7.        參賽者肖像、提交之作品照片及配方食譜需供德麥及嘉麗寶公司做日後宣傳使用 (宣傳或講習等) 



 八. 評審資訊：決賽將由日本 Club Harie 山本隆夫總主廚，共 12 位專業的烘焙業者、業界頂級名師及專業評審

共同參與評分。 

 九. 評分辦法： 

【專業組】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 30% 紅寶石巧克力呈現的風味、口感與層次感 

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 30% 吸引人的造型外觀及紅寶石巧克力呈現出的色澤 

創意及商品化 30% 產品原創性及日後推廣可行性 

特殊食材搭配性 10% 
是否有特殊食材與紅寶石巧克力搭配出新的創意，跳脫出

紅寶石巧克力總是與覆盆子或草莓搭配的慣例 

※若評分總成績相同，以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分數高者為優先排序，其次依序為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而後為創意及

商品化，最後為特殊食材搭配性。 

【高手在民間組】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 30% 紅寶石巧克力呈現的風味、口感與層次感 

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 30% 吸引人的造型外觀及紅寶石巧克力呈現出的色澤 

創意及商品化 30% 產品原創性及日後推廣可行性 

特殊食材搭配性 10% 是否有特殊食材與紅寶石巧克力搭配出新的創意，跳脫出

紅寶石巧克力總是與覆盆子或草莓搭配的慣例 

※若評分總成績相同，以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分數高者為優先排序，其次依序為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而後為創意及

商品化，最後為特殊食材搭配性。 

【學生組】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 30% 紅寶石巧克力呈現的風味、口感與層次感 

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 30% 吸引人的造型外觀及紅寶石巧克力呈現出的色澤 

創意及商品化 30% 產品原創性及日後推廣可行性 

特殊食材搭配性 10% 是否有特殊食材與紅寶石巧克力搭配出新的創意，跳脫出

紅寶石巧克力總是與覆盆子或草莓搭配的慣例 

※若評分總成績相同，以紅寶石風味與整體口感分數高者為優先排序，其次依序為作品色澤及主題外觀，而後為創意及

商品化，最後為特殊食材搭配性。 

十. 獎勵項目： 

1. 獎勵項目 

 【專業組】獎勵項目 

組別 獎項 獎勵及獎品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冠軍 
嘉麗寶國外研習課程 (價值 10 萬)、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牌一枚、 

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紅寶石手工巧克力組 

冠軍 
嘉麗寶國外研習課程 (價值 10 萬)、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牌一枚、 

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紅寶石巧克力麵包組 

冠軍 
嘉麗寶國外研習課程 (價值 10 萬)、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牌一枚、獎狀一

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紅寶石巧克力 

常溫伴手禮組 

 

冠軍 
嘉麗寶國外研習課程 (價值 10 萬)、獎金新台幣三萬元、獎牌一枚、獎狀一

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專業組冠軍有機會日後在德麥紅寶石巧克力冠軍聯合講習擔任示範師傅，或於明年烘焙展有合作露出機會 

 

【高手在民間組】獎勵項目 

組別 獎項 獎勵及獎品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冠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30 kg (價值 3 萬)、獎牌一枚 

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

狀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學生組】獎勵項目 



組別 獎項 獎勵及獎品 

紅寶石巧克力蛋糕組 

冠軍 
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30 kg (價值 3 萬)、獎牌一枚 

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亞軍 
獎金新台幣八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20 kg (價值 2 萬)、獎牌一枚 

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季軍 
獎金新台幣五千元、嘉麗寶紅寶石巧克力 10 kg (價值 1 萬)、獎牌一枚、獎狀

一張、Ruby 禮品組 

最佳 

人氣獎 
獎金新台幣一千元、獎狀一張、Ruby 禮品組 

2. 頒獎 

得獎者決賽成績出爐後，於當日舉行頒獎典禮記者會，公布獲獎名單名次，並於現場公開頒獎表揚，得獎者於現場

配合媒體採訪，並由公關發佈新聞稿，及由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佈於官網。 

3. 其他入選決賽之參與店家均可獲得入圍獎狀一張 

十一. 冠、亞、季軍得獎者權利及義務 

A.冠、亞、季軍得獎者權利 

1. 得獎者的產品資訊可獲推薦於德麥官網、德麥 Line 生活圈、德麥粉絲專業及維思公關公司密集宣傳 

2. 得獎者可獲得行銷推廣活動文宣協助，包括知名網紅推文及媒體介紹做為得獎產品販售推廣及宣傳之用 

3. 得獎者可享免費網路、報紙、雜誌等媒體曝光之機會，強力宣傳本競賽獲獎消息與執行成果 

4. 專業組冠軍可享日後擔任德麥聯合講習會之講師，獲得露出機會 

5. 專業組冠軍可享 2020 年嘉麗寶國外研習課程一次 

6. 得獎者可享 2020 年烘培展合作機會 

B. 冠、亞、季軍得獎者義務 

1. 需依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提供得獎產品，供烘焙展現場靜態展示、拍照 

2. 需配合提供得獎產品 DM、照片、文字說明等詳細資料，作為公開報導或展示之用 

3. 需配合德麥新聞發佈或媒體露出時提供資料或出席相關活動 

4. 專業組得獎者需配合自決賽後，現有通路行銷販售得獎產品至少一個月 

5. 專業組得獎者於活動結束後，需配合得獎產品銷售狀況及使用量調查，並保留銷售紀錄資料備查，於 2020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前，填妥德麥提供之文件並寄送至德麥食品陳映廷產品經理人 

十二.注意事項： 

1.  請確實填寫個人基本資料，若不符合資格者，本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之參賽資格，煩請參賽者特別留意。 

2.      所有項目皆為個人參賽，不得有合作的作品，且均為「未曾參加過任何國內外公開競賽」之作品，絕無抄襲他人作

品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若有違反者，及失其參賽權；若已得獎者，經查證有違反上述規定，本會將取消

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金、獎盃、獎狀證書、獎品。並於本會官網公告之，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 

3.      本次參賽作品照片與配方，自提交報名表起，其著作財產權讓與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比利時百樂嘉利寶集團，

依照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得獎人承諾對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比利時百樂嘉利寶集團不行使著作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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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比利時百樂嘉利寶集團可逕行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布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

或印製書冊等永久使用之權不另計酬。 

4.      本競賽之所有獎項之獎品、得獎研習資格不得轉讓他人，得獎者不得要求更改獎項或兌換現金，且不得轉售獎項、

贈品。 

5.    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2 萬元以上(含)之得獎者，需由執行單位代扣 10%稅金，臺灣居住未滿 183

天之外僑人士不論得獎金額多寡，皆扣 20%稅金。 

6.      參賽選手請尊重評審委員會之審查結果，如有違法或不符規章事項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7.      競賽期間如遇災變、意外等不可抗力之事故所造成之損失，本公司恕不負賠償之責。 

8.    上述未盡事宜，本公司保留調整活動之權利，並有權對本競賽所有事宜作出解釋或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