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美高梅
合辦單位：澳門旅遊學院
協辦單位：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
支持單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比賽目的
澳門獲評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而我們的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亦於2021年6月10日入選
國務院「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土生葡菜是以葡萄牙的烹調方法為基礎，融匯歐、亞、非的食材
及烹調方式，是澳門的地道美食，是我們「有故事、有溫度」的獨特飲食文化。

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我們都肩負著保護和推廣土生葡人美食的責任。透過此活動，希望讓大眾認識土生葡菜的
獨特之處、推廣土生葡菜文化並使其得已傳承。

參 賽對象
非現職廚師或非從事廚藝教學行業之澳門居民

參 賽 組 別
參賽者可同時參與以下兩個組別，但每個組別只能參與一次。

參 賽方法
參賽者須於2021年12月31日當天或之前按以下方法報名並提交參賽短片：
方法一）• 於 這裡 先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 
                • 把參賽短片上載至任何可下載的網上平台
                • 於截止日前把短片連結電郵至 jenniferfong@mgm.mo / angellei@mgm.mo，
                   並於郵件中備註報名姓名及聯絡電話（例: 陳大文, 61234567）
方法二） 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公眾假期除外）親臨澳門美高梅招聘中心索取及遞交報名表，
                   並同時自備USB遞交參賽短片

賽 事流 程

章程

項目日期

親子組
• 參賽隊伍人數必須為2人，且兩人關係須為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 子 / 女的年齡須介乎10 – 16歲之間

公開組
• 參賽者須以個人形式參加
• 參賽者年齡為18歲或以上人士

報名及提交初賽短片（烹調其中一道大會指定菜色並錄製成3-5分鐘短片）

成功晉身半決賽的參賽者將獲專人電話或短訊通知

半決賽 （現場烹調大會指定菜式）

成功晉身總決賽的參賽者將獲專人電話或短訊通知

總決賽（現場烹調自選菜式）

頒獎禮

2021年12月1至31日

2022年1月中旬

2022年2月19至20日

2022年2月下旬

2022年3月19日

2022年4月中旬 



賽事詳情

詳情

形式

要求

評分標準

食材津貼

獎勵
(缺席者除外)

初賽 ‒ 遞交參賽短片 半決賽 總決賽

短片遞交時段：
2021年12月1日至31日

日期：2022年2月19至20日(週末)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分時段進行)
地點：石排灣職業技術教育活動中心

日期：2022年3月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分時段進行)
地點：石排灣職業技術教育活動中心

短片內容要求
• 每位參賽者於每個組別只能提交

一段參賽短片
• 短片時長為3–5分鐘
• 短片必須完整呈現食材準備、烹

調過程以及完成菜式，配以口述
或文字解說整個過程

• 每位參賽者必須出現於畫面當中

短片遞交
1) 把短片上載至任何可下載的網上

平台，並將短片連結電郵至大會
   或 

2)將短片儲存至自備的USB並連同
填妥的報名表一併於辦公時間內
遞交至澳門美高梅招聘中心

賽事規則

• 食材
參賽者須自行準備所有食材，以4人份量為標準。大會會提供基本食油、
醬料及調味料。每位參賽者 / 每隊參賽隊伍將獲發食材津貼，並於比賽
當天以現金派發。

• 廚房設備
場地設有基本爐具設備及烹調用具，詳細清單將於報名後統一向參賽
者提供。

• 比賽程序
比賽時限為2小時，因時間所限，如有需要，參賽者可於比賽前進行簡
單的食材處理但僅限於︰

  。原材料的醃制及調味

  。基礎高湯準備（如雞湯、牛肉湯等…），

   但主要烹調過程必須於比賽場地進行，即場烹調供評判品嚐及評分。
請注意，過多賽前的食材處理有機會影響比賽得分。

與土生葡菜的關聯性、烹飪技巧、味道口感、食品安全衛生、菜餚擺設、
親子合作度(僅限親子組)

於半決賽中未能晉身總決賽的
參加者（每位 / 每隊）均獲
澳門幣300元超市禮券以作鼓勵

於總決賽中未能獲獎的
參加者(每位 / 每隊)均獲
澳門幣500元超市禮券以作鼓勵

烹調其中一道大會指定菜式，
並錄製成短片︰

現場烹調其中一道大會指定菜式︰

• 公開組
   必須為初賽短片的入圍菜式

• 親子組
   10道指定菜式選其 1
   (指定菜式詳見下表)

現場烹調一道自選的土生葡菜，
但不可與初賽及半決賽菜式相同，
並有以下要求︰

• 必須為鹹味主菜
• 不包括甜品或甜食
• 湯類及沙律只可作配菜，
  不可當主菜

與土生葡菜的關聯性、烹飪技巧、
菜餚擺設、短片內容呈現，親子合
作度(僅限親子組)

澳門幣200元
(每位/ 每隊參賽者)

不適用

不適用

澳門幣300元
(每位 / 每隊參賽者)

• 公開組 
   15道指定菜式選其 1

• 親子組
   10道指定菜式選其 1
（指定菜式詳見下表）

QR Code
for Video

Demonstration

QR Code
for Video

Demonstration



獎項

獎項 公開組 親子組

比賽指定菜式 ‒ 初賽 及 半決賽

冠軍

1.  澳門幣10,000元現金獎
2.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住宿一晚連三位早餐 

3. 澳門幣2,000元美高梅餐飲禮券
4. 澳門幣2,000元澳門旅遊學院課程禮券
5. 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免費入會以及一年會藉
6.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7,000元現金獎
2. 澳門幣2,000元美高梅餐飲禮券
3. 澳門幣2,000元澳門旅遊學院課程禮券
4. 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免費入會以及一年會藉
5.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4,000元現金獎
2.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住宿一晚連三位早餐
3.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5,000元現金獎
2. 澳門幣2,000元美高梅餐飲禮券
3. 澳門幣2,000元澳門旅遊學院課程禮券
4. 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免費入會以及一年會藉
5.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1,000元現金獎
2. 獎狀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3,000元現金獎
2.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住宿一晚連三位早餐
3.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1,000元現金獎
2. 美高梅48寸限量版大白獅子一隻
3. 獎狀及精美紀念品

1.  澳門幣6,000元現金獎
2.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住宿一晚連三位早餐 

3. 獎牌及精美紀念品

最佳菜式
造型大獎

季軍

亞軍

公開組 

初賽 (錄製短片) 及 半決賽 （現場烹調） 
 **半決賽的菜式須與初賽相同

黃薑粉炒雞
薯絲馬介休 

咸蝦酸子豬肉
秋葵咖哩蝦

葡國雞
焗鱸魚

茄汁蒜茸蝦 

釀魷魚仔

摩囉雞飯
焗豬肉圈

非洲雞
釀蝦

炒免治
釀蟹蓋
海鮮飯

親子組

初賽 （錄製短片） 半決賽 （現場烹調）

芝士多
麵龜

炸蝦角
咖喱角 

角仔
炸碌結

馬介休球
蝦多士

石作
釀面包仔

炒米粉
炒免治

焗豬肉圈
葡國雞
非洲雞

黃薑粉炒雞
釀蝦

海鮮飯
秋葵咖哩蝦

摩囉雞飯

每個組別均設有以下四個獎項：



查詢
如對此活動有任何疑問，歡迎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公眾假期除外）
致電 8802 3574 / 8802 3506 或電郵至 jenniferfong@mgm.mo / angellei@mgm.mo 查詢。

條 款 及 細 則
參加者一旦提交報名，將被視為清楚明白並同意接納以下與活動相關的所有條款及細則︰

1.  參賽者須以報名表進行報名，並確保報名表上的所有資料全部屬實。

2. 參賽者明白及同意大會向參賽者收集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確認參賽資格及核對身份
．就有關活動的任何事宜作通知及聯絡參賽者
．所有有關活動的推廣及宣傳

3. 大會有權使用所有參賽者名字、肖像、相片、參賽作品作推廣活動用途或將來推廣與此活動類似或有關的項目。

4. 除大會提供的食材津貼以外，大會概不負責參賽者因參加比賽所產生的任何費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食宿或醫療費用。

5. 活動涉及各種風險，參賽者須承擔活動期間所發生的一切風險，大會毋須為參賽者於活動期間可能承受的人身傷害、死亡、財物
損毀或損失負上任何責任。

6. 所有於比賽當天缺席的參賽者均作棄權處理，並不獲補賽資格。所有食材津貼及獎勵均不獲發。

7. 親子隊伍其中一位參賽者於比賽當天缺席亦作缺席處理。

8. 大會有權隨時修改任何比賽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最終裁決權。

9. 若中、英文版之比賽條款及細則有差異，則以中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