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 
 

一、目的 

 

為鼓勵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及全國高中職學生將所學習之理論知識與實作結

合，特舉辦本競賽。本競賽主要培養學生連鎖知識與技能，且為因應全通路時

代的來臨，本競賽也融入網路行銷工具的應用，培育學子們運用數位工具操作

網路行銷的能力，以落實實務教學之價值與發揮技職教育之特色。 

「臺灣美食」為來臺觀光客印象最深刻且不可錯過的觀光體驗，近年來國

際媒體如 CNN、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國家地理雜誌均持續關注，經濟部商

業司自 96 年起大力推動臺灣餐飲業發展，促使餐飲業者逐漸從家庭式經營，轉

變朝連鎖化、品牌化及國際化發展，然而臺菜料理要在全球美食中綻放光環則

尚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故本次競賽特和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餐飲計畫

小組合作，希望藉由年輕人創意的發揮，提案讓「臺灣代表美食」提高國內外

能見度，協助業者國際連鎖展店，同時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消費。 

 

二、競賽主題 

 

 

 高中職組 大專院校組 

指定組 

臺灣代表美食 

請針對以下的 20 道臺菜料

理清單，任選至少一道菜餚

來思考如何為外國朋友介紹

臺灣代表美食，以吸引他們

來臺觀光消費，撰寫創意行

銷方案。 

經典臺菜套餐 

參賽者可自行依據設定的人數、

價格，自由發揮，思考如何將幾

道不同的經典臺菜組合成臺菜套

餐，為國內外的朋友介紹此經典

臺菜套餐(可參考下列清單，但不

限於此)，讓他們認識臺菜，並願

意花錢消費。 

建議 : 可由食材、擺盤、食用方

式、店鋪氛圍、菜單設計、空間/

服務設計、線上線下串流體驗等

部分思考，來撰寫創意行銷方案

(需包含行銷 4P 策略)。 

自選組 
任選主題(可用製作完成的

專題或小論文等投稿) 
 



 

臺菜清單(參考用): 

1.魷魚螺肉蒜鍋 2.三杯雞 3.菜脯蛋 4.鳳梨蝦球 

5.紅蟳米糕 6.薑母鴨 7.腰果蝦仁 8.佛跳牆 

9.花生豬腳 10.臭豆腐 11.煎豬肝 12.蒸籠沙蝦 

13.荷葉香魚 14.牛肉麵 15.生炒花枝 16.滷肉飯 

17.虎咬豬(刈包) 18.蚵仔煎 19.蚵仔大腸麵線 20.潤餅 

圖片可參考以下臺菜餐廳菜單 

1.錦霞樓：http://jinxia.ezsale.tw/tw/index.asp?au_id=24&sub_id=78 

2.山海樓：https://www.mountain-n-seahouse.com/zh-hant/ 

3.欣葉臺菜餐廳：

https://www.shinyeh.com.tw/content/zh/brand/Menu.aspx?BrandId=1 

4.丰禾臺式小館：https://www.veggtable.com/menu.html 

5.金蓬萊遵古臺菜餐廳：http://www.goldenformosa.com.tw/files/13-1250-19780.php 

 

三、成果 

 

 大專院校指定組：參賽隊伍橫跨台灣北中南共有 14 間學校 78 組參賽，完成

繳件隊伍共 69 組，入圍決賽共 6 組，入圍佳作共 3 組。 

 高中職組指定組：參賽隊伍橫跨台灣北中南共有 10 間學校 79 組參賽，完成

繳件隊伍共 55 組，入圍決賽共 10 組，入圍佳作共 7 組。 

 高中職組自選組：參賽隊伍橫跨台灣北中南共有 8 間學校 51 組參賽，完成

繳件隊伍共 34 組，入圍決賽共 6 組，入圍佳作共 6 組。 

 

(一) 獲獎隊伍名單 

1. 決賽得獎名單如下: 

大專院校組 指定組 

名次 大專院校 學校 系別 

1 放和牛吃草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2 四菜一湯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鱗廊滿目 南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選 三仙台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優選 老狗布萊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優選 賺錢小台女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高中職組 指定組 

名次 高中職指定 學校 系別 

1 刈手包辦 彰化高商 國際貿易科 

2 煎是厲害 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3 五顆星 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優選 蝦密價呵甲 員林家商 商業經營 

優選 蚵蚵好吃 華南高商 商業經營科 

優選 週休七日 竹山高中 商業經營科 

優選 「牛」霸天下 草屯商工，明道高中，內埔高農 商業經營科，汽修科 

優選 波多喵喵 竹山高中 商業經營科 

優選 四手霸王 員林家商 商經科 

優選 我們不吃早餐 竹山高級中學 商業經營科 

優選 善變的家鄉味 豐原高商 商業經營科 

優選 泰式鳳梨蝦球 暨大附中 高中 

優選 Fire 松山家商 商經 

 

高中職組 自選組  

名次 高中職指定 學校 系別 

1 豬魚螞蟻 中山工商 資料處理 

2 榴槤望返 新民高中 國際貿易 

3 美式轟炸雞戰隊 草屯商工 會計事務科 

優選 蛋乎你！我ㄟ愛 華南高商 國際貿易 

優選 武則天駕到 鳳山商工 商業經營科 

優選 牛小胖 新民高中 商業經營 

 

  



四、活動照片 

 

 

 

決賽報到 主任開場致詞 

 

 

來賓致詞 參賽隊伍簡報 

 

 

頒發獎狀和獎金 1 頒發獎狀和獎金 2 



  

頒發評審聘書 頒發評審聘書 

  

大合照 大合照 

 

 

五、媒體畫面露出： 

 

NEWS CLIPPING 新 聞 剪 輯 

 

 

TNN 台灣地方新聞 http://news.tnn.tw/news.html?c=5&id=147994 

民生好報--http://17news.net/?p=94419 

電傳媒 --http://2udn.com/?p=27516 

大華網路報--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5118045 

ENN 台灣電報--https://enn.tw/?p=63976 

Date 日期：2022-12-22 

新聞標題：朝陽科大舉辦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 學子各展長才 

 

http://news.tnn.tw/news.html?c=5&id=147994
http://17news.net/?p=94419
http://2udn.com/?p=27516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5118045
https://enn.tw/?p=63976


 

【記者  玉女  台中  報導】  

因應全通路時代的來臨，培育學子運用數位工具操作網路行銷的能

力，第 9 屆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暨高中職學校小論文競賽日

前展開，共吸引全台來自北、中、南共 217 隊報名參加，其中大學指定

組入選 6 組，高中指定組入選 13 組，高中自選組入選 6 組進入決賽，歷

經三個多月的激烈競爭，最後大學指定組由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朝陽科

技大學及南開大學拿下前三名；高中指定組和高中自選組，則分別由彰

化高商和中山工商掄元。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院長林益倍表示，「臺灣美食」為來臺觀光客印象

最深刻且不可錯過的體驗，經濟部商業司也大力推動臺灣餐飲業發展，

促使餐飲業者逐漸從家庭式經營，轉變朝連鎖化、品牌化及國際化發展，

因此本次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特別和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

心餐飲計畫小組合作，希望藉由年輕人創意的發揮，提案讓台菜料理提

高國內外能見度，協助業者國際連鎖展店。此外，融入網路行銷工具的

應用，並因應 108 新課綱，今年競賽亦特別增設高中職自選組，鼓勵學

生撰寫不限主題的小論文參賽，提升高中職學生從事研究的風氣。  

 

朝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主任李冠穎強調，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

提案競賽的學生參賽團隊，經過簡報、影片放映、雛型提供和劇情表演

等生動發表方式競賽，最後由評審發表總評，今年各校學生團隊在提案



可行性包括服務 /技術、市場、團隊、財務與預期達成效益等，提案創新

性如提出模式的創新程度，如創新的故事、創新內容說明等，以及網路

行銷推廣成效及簡報內容均表現傑出，包括贊助出題的財團法人中國生

產力中心經理郭美慧，勤益流通管理系主任周聰佑、還有業界專家青青

餐廳特助施捷宜、趣味方舟文創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祺富，天王星有限

公司執行長許晉杰等多位評審，也對參賽團隊之表現讚賞有加，發掘不

少行銷明日之星。  

全國連鎖加盟產業創新提案競賽與會師生合影。 朝陽科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