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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沙田」活動系列 2018 

開開心心 好“煮”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中學組） 

敬啟者︰ 

本會過去舉辦一系列不同形式「珍 • 愛沙田」活動，希望透過活動，好讓家長與學生

們在過程中舒緩身心壓力，促進彼此關係，同時希望同學們透過活動，學懂「珍惜．愛護」

自己及身邊人。是次比賽活動，本會邀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合辦，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協辦，明愛馬鞍山中學協助，舉辦「開開心心 好“煮”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 

中學組別烹飪比賽及瓜果雕花比賽，現定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至下午 2 時，於明愛馬鞍山中學進行。 

烹飪 比賽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                                                             

瓜果雕花比賽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 

獎品：獎杯、獎狀 及 禮券  

報名方法：填妥參加表格(附件 3)，請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前                                              

電郵：ptashatin@gmail.com      或傳真：3011 1170 遞交。 

本會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以專人聯絡參加者，現誠邀 貴校學生和家長踴躍參加，      

比賽詳情請參閱附頁 (烹飪比賽附件 1 、瓜果雕花比賽附件 2)。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本會  第二副會長 梁雁萍女士聯絡（電話：6923 1070） 

或  第三副會長 蔡振超先生聯絡（電話：9649 9966） 

 

 

此致 

沙田區中學 會員學校  

 

 

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會長            陳寶賢          謹啟 

2018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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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沙田」活動系列 2018                (附件 1) 

開開心心 好“煮”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中學組） 

烹飪比賽詳程： 

比賽主題: 開開心心 好 “ 煮 ” 意 

比賽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 

活動時間: 上午 10：00－下午 2：00 結束 

活動地點: 明愛馬鞍山中學（地址：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 2 號） 

費 用: 全免 

獎項獎品: 設：冠、亞、季、最佳合拍獎（各一名） 

冠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800 

亞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600 

季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400 

最佳合拍獎–獎杯、獎狀 及 禮券 $200 

比賽名額: 名額：10 隊 

每隊參加組合：最少 2 人，不多於 4 人   (組合可以：家長+學生、全家長、全學生) 

評分標準: 以味道、外觀、營養價值、創意、烹調技巧 

參加者須知: •  自備材料及菜譜參賽； 

•  需要自行購買所需食材，大會將以實報實銷方式（須交正式單據）向各參加者報銷材

料費，每隊可獲$120 上限材料費用； 

•  材料費用包括調味料(豉油、老抽、鹽、糖、豆粉、生油等，與及其他額外調味料)； 

•  自備的原材料，可預先醃製及調味，雞蛋可原隻烹熟帶來，即席烹調比賽菜式； 

• 上菜碟和伴碟用的材料也是花心思的環節,從而突出菜式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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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場地有限，帶來之食材，未能提供雪櫃給予冷藏，食材可預先在家中洗切乾淨； 
 

•  大會將提供無火煮食爐、平底鑊、鑊鏟及 8 吋碟各乙個。除煮食爐外，如需要特別煮

食用具及盛器，刀和鉆板，參加者需自行準備； 

• 準備約 5 人份量，評分標準不會以材料價值為考量； 
 

•  比賽時間需 30 分鐘內烹煮完成一款菜餚，由評判即席評分。 

 

比賽注意事項: 1. 參加者必須準時上午 10:00 到接待處報到，如遲到逾十五分鐘者作棄權論； 

2. 保持場地清潔, 及自行清理帶來之物品； 

3. 如報名人數超過限額，本會將以抽籤方式抽出 10 隊參加者(家長學生組優先)； 

4. 所有參加者在遞交報名資料前，須詳閱章程並同意遵守比賽規則； 

5.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本章程或作補充解釋，不作另行通知； 

6. 主辦單位及評審團擁有本比賽最終解釋權及得獎結果的最終裁判權。 

備註： 

 

1）比賽細則會於當日詳述； 

2）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對參加者在活動上所拍攝的相片，有任何形式的使

用權，無須支付任何費用； 

3）如活動當日天氣變壞，天文台於早上八時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掛八號風球，活

動取消； 

4）如天文台於早上八時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掛三號風球，本會將應當日情況，會

聯絡各參加者，通知活動是否正常舉行； 

5）本會對是次活動，有權作任何更改，而無須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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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沙田」活動系列 2018                 (附件 2) 

開開心心 好“煮”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中學組） 

瓜果雕花比賽詳程： 

比賽主題: 開開心心  

比賽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 

活動時間: 上午 10：00－下午 2：00 結束 

活動地點: 明愛馬鞍山中學（地址：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 2 號） 

費 用: 全免 

雕花比賽名額: 名額：15 名                                                                                                                    

對象：家長、學生（中一至中六） 

獎項獎品: 設：冠、亞、季、最佳創意獎（各一名） 

冠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800 

亞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600 

季軍–獎杯、獎狀 及 禮券 $400 

最佳創意獎–獎杯、獎狀 及 禮券 $200 

評分標準: 外觀、構圖、創意、技巧 

參加者須知: •  請自備雕花材料及所需用具參賽； 

•  購買所需材料，大會將以實報實銷方式（須交正式單據）向各參加者報銷材料費，每

隊可獲$50 上限材料費用；  

•   雕花材料 ( 瓜類：例 南瓜、青蘿蔔、矮瓜等)                                                            

( 生果類：例 蘋果、梨、橙等)  

•  帶來之雕花材料，請先行在家中洗乾淨，因場地有限，以免引起不便； 
 
•  比賽時間需於 60 分鐘內完成雕花作品，再由評判即席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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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注意事項: 1. 參加者必須準時上午 10:00 到接待處報到，如遲到逾十五分鐘者作棄權論； 

2. 保持場地清潔, 及自行清理帶來之物品； 

3. 如報名人數超過限額，本會將以抽籤方式抽出 15 隊參加者； 

4. 所有參賽者在遞交報名資料前，須詳閱章程並同意遵守比賽規則； 

5.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本章程或作補充解釋，不作另行通知； 

6. 主辦單位及評審團擁有本比賽最終解釋權及得獎結果的最終裁判權。 

備註： 

 

1）比賽細則會於當日詳述； 

2）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對參加者在活動上所拍攝的相片，有任何形式的使

用權，無須支付任何費用； 

3）如活動當日天氣變壞，天文台於早上八時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掛八號風球，活

動取消； 

4）如天文台於早上八時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掛三號風球，本會將應當日情況，會

聯絡各參加者，通知活動是否正常舉行； 

5）本會對是次活動，有權作任何更改，而無須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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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沙田」活動系列 2018                     (附件 3) 

開開心心 好“煮”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  

中學組 參加回條 

                                                                                     

敬覆者：  

本校  將會參加 2018 年 6 月 30 日 「開開心心 好 “ 煮 ” 意 暨 瓜果雕花比賽」活動。 

本校  將參與以下項目（可選多項）： 

 

□   報名參加烹飪比賽  (詳情請參閱  附件 1 )      

        參賽菜式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學生）  

2.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學生）                                                   

                3.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學生） 

4. 參加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學生） 

              

 

□  報名參加瓜果雕花比賽  (詳情請參閱  附件 2 ) 

       參賽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家長 / 學生）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老師 / 家長）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參加表格，請於2018年6月12日或以前，傳真至本會 

傳真號碼：3011-1170      或電郵：ptashatin@gmail.com                                                                                    

（刪去不適用者） 

 

mailto:ptashatin@gmail.com
mailto:ptashati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