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台灣美食展 廚藝大賽 現場熱菜組 賽程表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比賽 1 
(報到 08:45~09:15) 
(賽程 09:30~10:30) 
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牛臉頰肉 8) 

游甯鈞 

美食家團體挑戰賽 

A：國防部勤務大隊 

B：阿勇家餐飲事業 

(報到 08:45~09:15) 

(賽程 09:30~13:30) 

美食家團體挑戰賽 

C：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廚匠聯盟（七哥料理） 

D：台灣客家美食交流協會 

(報到 08:45~09:15) 

(賽程 09:30~13:30) 

比賽 10 
(報到 08:45~09:15) 
(賽程 09:30~10:30) 
中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創意前菜 7) 
學生組-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羊腰部肉 1) 

林順豐 

郭一村 林軒毅 

谷桑˙路法尼耀 林威澤 

高得明 郭偉鈞 

王玉環 郭子儀 

顏卜煒 蔡世平 

鄭炳胤 鄭堯元 

梁崑星 黃雅琳 

比賽 2 
(報到 09:30~10:30) 
(賽程 11:00~12:00) 
學生組-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可持續魚類-龍躉 8) 

楊博任 

比賽 11 
(報到 09:30~10:30) 
(賽程 11:00~12:00) 
中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鹿野土雞 7) 

吳俊毅 

吳汪達 吳盈鴻 

陳恩 陳頡沂 

林昱宏 沈辰祐 

卓宏宇 施俊守 

陳芳儀 鄭文淯 

黃品齊 郭禮賢 

蕭力瑋 
 

比賽 3 
(報到 11:00~12:00) 
(賽程 12:30~13:30) 
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豬上肩肉 8) 

賴彥良 

比賽 12 

(報到 11:00~12:00) 
(賽程 12:30~13:30) 
糕點-現場製作： 
(創意甜品 2) 
學生組-糕點-現場製作：
(巧克力果仁蛋糕 5) 

高啟揚 

蕭凱澤 吳家銓 

賴佳宏 謝方霏 

林威澤 董怡捷 

蘇正渝 楊庭羽 

陳登麟 蔡宗翰 

李明遠 廖佳瑂 

范國華 
 

比賽 4 
(報到 12:30~13:30) 

(賽程 14:00~15:00) 
學生組-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鹿野土雞 8) 

陳品安 
比賽 6 
(報到 12:30~13:30) 
(賽程 14:00~15:00) 

學生組-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可持續魚類-龍躉 3) 
(真空慢火煮食-肉雞胸肉 4) 

利偉榤 

比賽 8 
(報到 12:30~13:30) 

(賽程 14:00~15:00) 
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真空慢火煮食-肉雞胸肉 8) 

黃冠銘 

大會舞台頒獎典禮 

(僅優質金獎、金獎) 

15:30~17:30 

陳柏瑋 陳維清 劉世崙 

丁芮石 賴建嘉 陳文德 

莊立琪 郭蔚揚 曾嘉星 

陳鈺澧 陳智富 賴佳宏 

陳祤壬 李良城 陳明宏 

王韋程 高嘉銘 莊浩睿 

方誌瑀 
 

胡佩怡 

比賽 5 
(報到 14:00~15:00) 
(賽程 15:30~16:30) 

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牛臉頰肉 2) 
(可持續魚類-虱目魚 4) 
(豬上肩肉 1) 

陳建隆 

比賽 7 
(報到 14:00~15:00) 

(賽程 15:30~16:30) 
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可持續魚類-虱目魚 8) 

趙哲弘 

比賽 9 
(報到 14:00~15:00) 

(賽程 15:30~16:30) 
學生組-西式烹調比賽- 

現場熱盤烹調： 
(羊腰部肉 8) 

利偉榤 

黃則文 郭子儀 林靖右 

李智閔 高得明 林明泰 

林大群 鄭漢邦 張弘昀 

甄汝峰 蕭凱澤 彭靖涵 

鄭堯元 張繼祥 黃希哲 

李柏傑 林智偉 柳飛尚 

 蔡明哲 陳博軒 



 

 

2017 台灣美食展 廚藝大賽 靜態展示組 賽程表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組別時間 參賽者 

比賽 1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09:20) 
西式烹調比賽：靜態展示 
(前菜/餐前小食) 
 
比賽 2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09:20) 
中式烹調比賽：靜態展示 
(個人水果或蔬菜雕刻) 

郭偉鈞 

比賽 3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09:20) 
09:00~17:00 
糕點裝飾比賽：靜態展示 
(塑糖飾品/杏仁糕) 
 
比賽 4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10:20) 
09:00~17:00 
糕點裝飾比賽：靜態展示 
(巧克力) 

吳芷雲 

比賽 5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10:20) 

糕點裝飾比賽：靜態展示 
(拉糖/麵團) 

王儷潔 

比賽 6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10:20) 
中式烹調比賽：現場製作 
(水果/蔬菜雕刻) 
 
比賽 7 
(報到 07:30~08:00) 
(組裝 08:30~09:20) 
西式烹調比賽：靜態展示 
(主菜) 

林資強 

李湘華 楊詠帆 顏蓉 劉坤厚 

蘇芳儀 黃姿婷 陳俐安 馮翊銓 

呂昆其 劉姿伶 陳易伸 丁芮石 

林瑞彬 梁靖梅 潘函君 張哲源 

黃希哲 黃郁雯 齊中男 張繼祥 

鍾岱錡 林奕成 林佩盈 廖曉明 

張哲源 李芝丞 劉彥漢 李佩穎 

王鉦維 陳亦翰 陳沛淇 陳祤壬 

吳其財 莊建宏 古尚緯 洪惠瑄 

隋承翰 林佳穎 李秉軒 蔡佩君 

林順豐 卓冠廷 *朱昱瑋 蘇芳儀 

王志安 李明樺 *蔡明燕 陳建佑 

林資強 *彭宣琦 *王景茹 張嘉恬 

連佩婷 *李國益 *陳雅雯 王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