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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廚到你佳之 0 失敗甜點-戰隊投稿活動 

 

一、 活動主題與介紹 

安佳攜手法式美女主廚-彭婉芝推出話題商品：三種 0 失敗甜點-生起司蛋

糕、捲酥餅與奶油乳酪霜，讓你在家輕鬆 DIY，新手也容易上手的食譜，

讓防疫新生活變得簡單又有趣，參加投稿活動，更有機會拿好禮！ 

 

二、 參加說明 

(一) 網路線上加入戰隊投稿作品： 

1. 【投稿時間】2020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23:59 止。 

2. 【線上投稿】於主辦方活動官網加入戰隊投稿，戰隊滿 3 人即符合投稿

資格。 

3. 【遊戲說明】 

(1) 戰隊人數上限為 10 人，每組戰隊需上傳 10 份料理，每位成員可上

傳不同料理成品至所屬戰隊，若同樣料理重複上傳，將不符合主辦

方審核資格，將視為無效投稿，每隊料理如到達 10 件即完成任務，

將可進入主廚決選，有機會拿獎金。 

(2) 玩家可選擇參與戰隊或建立戰隊，但活動期間內每人只限加入 1 組

戰隊，無法退出及同時加入不同戰隊。 

(3) 新建立戰隊時，組長可選擇戰隊分類為「開放」或「自組」。 

「開放」：歡迎所有熱愛料理的同好加入。 

「自組」：新玩家申請加入時需輸入組長或組員提供的戰隊編碼才可

加入。 

 

 

 

 

 

 

(4) 戰隊成員滿 3 人後才能開始上傳作品。主辦方審核與公開發布作品

約需 1 至 2 個工作天，敬請投稿者留意。 

(5) 每份料理成品照需求為三張，其中一張需為完成品與安佳產品的合

照。請依欄位填寫完畢並線上提交，始為有效投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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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稿料理條件：參賽製作的料理以安佳本次推出的三種食譜類型為

基底：生起司蛋糕類、捲酥餅類、奶油乳酪霜類，可再加入自己的

創意與口味變化喔！ 

 

4. 【參加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者。  

5. 【評選標準與投稿好康】 

 第一階段最快達成禮：最先完成 10 件作品接龍的戰隊，全隊員可

獲得安佳精美小禮物乙份，將取前 3 隊最快接龍完成的戰隊。 

 第二階段決選：完成 10 件作品的戰隊，方可進入決選。經安佳主

廚及內部依料理新意度、專業度及照片美觀度作為標準，選出 1 隊

優勝戰隊，優勝戰隊每道料理可獲新台幣 1,500 元，共 10 道。 

 

6. 【評選期程】 

(1) 2020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已上傳之參賽作品，經主辦方審

核通過後，將公開發布作品至主辦方官網。 

2020 年 8 月 4 日獲獎資訊將公告於「美味專佳」臉書粉絲頁與主

辦方官網。請決選優勝隊伍組員、最快達成接龍戰隊之組員們主動

私訊粉絲頁有效中華民國身分證，無法提供者將取消資格。 

(2) 審核與公開發布作品約需 1 至 2 個工作天，敬請投稿者留意。 

 

 

三、 其他 

1. 參賽者保證所有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

情事，將被取消資格，且如有致生損害於主辦方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應

付一切民刑事責任。主辦方對於任何不實或不正確之資料不付任何法律

責任。 

2. 參賽作品需為自行創作，且無發生侵害第三人著作權利之情事；如有抄

襲侵權、或其他違法法令等情形發生，除取消入選資格、追回獎項外，

參賽者應付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3. 優勝者與中獎者皆須提供主辦單位身份證或中華民國合法居留證，以利

身分核對，若無法提供或經發現冒用他人身分者，將取消獲獎資格，並

自付相關法律責任。 

4. 同一件作品若重複投稿，將視為一件作品來審查。 

5. 主辦方對投稿作品擁有宣傳、網頁製作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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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專佳 

 

6. 有任何問題請洽(02)26591000 或「美味專佳」粉絲頁私訊，客服時間周

一至周五 09:00-17:00。 

7. 若以上有未盡之事宜，主辦方得適時修改，並於粉絲頁上統一說明。 

8. 參賽者報名投稿後將視同認同本案各項規定。 

 

 

 

 

 

 

 

 

 

歡迎至安佳粉絲團「美味專佳」粉絲團按讚獲得更多資訊 
 
 

• 與安佳合作 DIY 店家，可享有獨家優惠： 

 

棋美點心屋（大安分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92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週日 11:00~19:00 

電話：02-2737-5508 

 

艾佳烘焙材料行中和店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 118 巷 14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週日 10:00~18:00 

電話：02-8660-8895 

 

艾佳烘焙材料專賣店-新莊門市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 511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21:00，週日 10:00~18:00 

電話：02-2994-9499 

 

 

活動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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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食材 Diy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3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30~23:00 

電話：02-2906-2000 

 

天霖烘焙食品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 3 段 428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08:30~18:00，週日公休 

電話：03-9605599 

 

全國食材廣場 大有店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 85 號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日 9:00~21:30 

電話: 03-333-9985 

 

全國食材廣場南崁店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四段 338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1:00 

電話：03-322-5820 

 

裕軒食品 YU HSUAN FOOD 台中北屯店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20 之 2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8:30~21:30 

電話：04-2421-1905 

 

永誠烘焙材料行 精誠店 

地址：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319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30~20:00，週日公休 

電話：04-2472-7578 

 

 

 



 

5 
 

 

永誠行 民生店 

地址：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7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20:00，週日公休 

電話：04-2224-9876 

 

辰豐烘焙餐飲食材專門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 1241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00~20:00，週日 9:00~19:00 

電話：04-2425-2433 

 

生暉~美味工坊(私房料理創作教學)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順路 10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8:00~19:00 

電話：04-2463-5678 

 

金豐富南北貨量販「沙鹿店」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 8 之 4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7:30~19:30，週日 7:30-12:30 

電話：04-2635-1589 

 

金永誠食品原料行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永和街 22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30~20:00，週日公休 

電話：04-832-2811 

 

金典食品原料行 

地址：彰化縣溪湖鎮行政街 316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30~20:00，週日公休 

電話：04-88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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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鼎食材 

地址：嘉義市西區友忠路 538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1:00 

電話：05-232-1888 

 

福美珍烘培食品原料行 Fumeijen Grocery Store 

地址：嘉義市西區西榮街 135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00~20:00，週日公休 

電話： 05-216-8681 

 

Ruby 夫人 吃‧做‧買 

地址：嘉義市西區遠東街 50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0:30 

電話：05-231-3168 

 

國秀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一段 546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1:30 

電話：05-532-0595 

 

旺來鄉食品原料專業賣場 小北店 

地址：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 115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10:00 - 21:30 

電話：06-252-7975 

 

Kainan 開南食品 

地址：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 265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 - 22:00 

電話：06-28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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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泉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市和緯路二段 223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 - 22:00 

電話：06-251-8007 

 

旺來興食品原料量販店-本館店 

地址：高雄市本館路 151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2:00 

電話：07-370-2223 

 

旺來昌食品原料購物廣場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 181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22:00，週六至 22:30 

電話：07-713-5345 

 

裕軒食品 YU HSUAN FOOD 廣東店 

地址：屏東市廣東路 398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30~21:30，週日 9:00~18:00 

電話：08-737-4759 

 

裕軒食品 YU HSUAN FOOD 潮州總公司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太平路 473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8:30~21:00，週日 9:00~18:00 

電話：08-788-7835 

 

愛料理專業食材賣場(啟順食品) 

地址：屏東市民和路 73 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21:00，週六日 8:30~18:30 

電話：08-723-7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