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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肚區一區一特色－大肚美食探索及青年參與行動計畫 

大肚好吃，吃到大肚 

美食探索線上徵文活動簡章 

壹、 活動宗旨 

    為製作大肚美食摺頁，推廣臺中市大肚區之地方美食，策劃舉辦本項

徵文活動；希望藉此讓更多人認識大肚，並透過無論是知名或隱藏的地方

美食，帶動大肚美食之旅，促進地方振興，推動地方發展。 

    本項活動採取不受疫情影響之線上徵稿方式辦理，廣邀臺中市大肚區

內外之青年族群，以及對於美食或報導有興趣之各界人士共同參加。 

    

貳、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執行單位：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社區營造中心（靜宜大學） 

 

參、 參加對象 

一、 大肚區社區組織之青年成員。 

二、 設籍於大肚區之青年。 

三、 就讀或居住於臺中市之外籍青年人士。 

四、 於臺中市就讀或工作之外地青年。 

五、 其他對本活動有興趣的國內外民眾皆可參與，不限國籍。 

 

肆、 活動方式 

一、 本活動將舉辦線上說明會，有意願投稿者可自由參加線上說明會或觀

賞線上說明會影片，線上說明會舉辦時間及線上會議連結資訊如下： 

(1) 說明會時間：民國 110年 9月 14日（二）晚上 7點 30分 

(2) 線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tu-roaa-vep (會

議前 10分鐘開放加入) 

(3) 說明會錄影檔網址（將於說明會結束後上傳影片）：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d0BoYzEsvEFHIFFx_ko36g 

https://meet.google.com/otu-roaa-vep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d0BoYzEsvEFHIFFx_ko3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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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活動主要針對大肚美食進行報導與推廣，圖文內容需具有真實性及

正確性，除介紹大肚美食之故事及特色，所報導之大肚美食，若具備

以下三大特質加重計分，包括：是否連結大肚地區之土地及氣候或其

他自然資源？是否具備歷史人文特色？是否符合青年返鄉或創新創業

的特質？ 

三、 文稿報導之大肚美食，可參考以下表列名單，所列名單僅供參考，歡

迎報導更多未列於以下表單之地方特色美食(報導美食或店家所在位

置需要位於臺中市大肚區之區域範圍內)。 

美食位置 大肚美食/店家 地址 

瑞井里  你最蒸粿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路 85 巷 22 號 

瑞井里 嵐簡式美食咖啡廳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藍色公路 35 巷 121 號 

瑞井里 卡布奇諾咖啡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藍色公路 51 號 

瑞井里 一斤麵包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路 96 號 

蔗廍里  太祖魷魚羹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 58 號 

蔗廍里 鴉片鳳梨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151 巷 1 弄 9 號 

蔗廍里 任任水餃 臺中市大肚區蔗廍里中蔗路 28 之 6 號 1 樓 

蔗廍里 潘媽媽食堂/吻仔魚羹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95 號 

自強里 日初小島古早味現烤蛋糕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 201 號 

自強里 太一麵店肉羹麵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 203 巷 13 號 

自強里 裕盛早餐店/中式美食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81 號 

自強里 大肚烤肉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17 號 

自強里 小可愛的芋圓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713 巷 5 號 

自強里 鄉香美食 臺中市大肚區中沙路 164 巷 7 弄 115 號 

山陽里 炸鴨頭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三段 879 號 

山陽里 當歸鴨麵線 臺中市大肚區縱貫公路 879 號 

成功里 西瓜/西瓜汁 無 

磺溪里 大肚花生 臺中市大肚區雜糧產銷班第 1 班 

頂街里 大肚燕肉羹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93 號 

頂街里 芳滷肉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93 號 

頂街里 阿珍の舖/蔥仔條&水煎包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93 號 

大肚里 大肚肉圓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2 號 

大肚里 路口焢肉飯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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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里 四川牛肉麵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61 號 

大肚里 大肚筒仔米糕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760 號 

大肚里 臭阿吉豆腐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77 號 

大肚里 錦昌小吃部/炸粿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 19 號 

大肚里 大肚三姐妹湯包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762 號(餐車) 

新興里 大肚黃豆 臺中市大肚區雜糧產銷班第 2 班 

新興里 大肚休閒酒莊/火龍果 臺中市大肚區溪洲路 12-2 號 

新興里 甜蜜農家/蜂蜜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132 巷 3 弄 95 號  

社腳里 燦坤前無名臭豆腐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868 號 

社腳里 新金發冰店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774 巷 55 號 

社腳里 品香手工肉包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813 號 

社腳里 大眾海鮮食堂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554 號 

社腳里 大肚黃豆 臺中市大肚區雜糧產銷班第 3 班 

福山里 小時候大餅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430 號 

王田里  王田鵝肉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260 號 

四、 每件投稿作品之撰述內容須針對一項大肚美食或店家進行報導，同時

繳交「個案報導」及「介紹短文」兩種格式，「個案報導」字數以 500

～800 字為限，「介紹短文」則為 50 字以內，需以正體中文(繁體)寫

作，同時需附上 3張以上的案例照片。(照片解析度需至少 300dpi) 

五、 每件投稿作品將針對「個案報導」、「介紹短文」、「案例照片」，共同

評分。 

六、 每人至多投稿五件，五件文稿內容應針對不同大肚美食或店家進行報

導。 

七、 投稿作品請自行留底稿 ，恕不退件。 

八、 請將投稿者之個人報名資料及投稿作品（文字內容以 word檔，圖片以

jpg 或 raw 檔）上傳至以下雲端連結：https://reurl.cc/noQVeX ；

如果投稿超過一件，請於單一表單內同時上傳，如果投稿者填具兩次

以上之報名資料，將針對日期及時間最後者之報名資料進行評選。 

九、 投稿者請填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及簽名後，將清楚拍照檔或掃描檔上

傳至上述雲端連結。 

 

伍、 獎勵方式 

一、 預計挑選 15件入選作品，每一項大肚美食或店家僅挑選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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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件入選作品支付稿費 2,000元。（每件作品包括：個案報導、介紹短

文，以及 3張以上案例照片） 

三、 入選作品將透過線上成果展進行展示，同時，也將運用於本單位出版

之大肚美食摺頁。 

四、 入選作品名單將公佈於主辦單位網站或臉書，並由專人通知入選者；

未獲獎者不另行通知。 

五、 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可因作品品質，決議增加名額或部分名額從缺。 

 

陸、 投稿時間 

一、 公佈時間：即日起開始公告並受理收件。 

二、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民國 110年 10月 3日（日）23:59截止收件。 

 

柒、 評審方式 

一、 由主辦單位邀集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二、 投稿作品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得予從缺。 

三、 預計於民國 110年 10月 15日（五)以前，於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網站公

告入選名單。 

 

捌、 投稿須知 

一、 投稿人皆需填寫線上報名表，如有檢核需求，應配合主辦單位要求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若經核對身份不實者，主辦單位得依規定取消參加

資格，相關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二、 投稿作品須以正體中文（繁體）寫作，照片解析度需至少 300dpi以上，

且應由本人創作，且符合實況。如抄襲、冒用他人作品、利用他人姓

名投稿，或由多人集體創作不列入評選，相關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自行

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三、 投稿作品應是未曾出版，且未在任何報刊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

部落格或各種電子出版型式）等公開發表；不得翻譯或改寫他人作品；

本次徵稿不受理已參加過其他競賽或徵文活動得獎之作品。 

四、 獲獎者經人告發或檢舉抄襲他人作品，經查證屬實後，主辦單位得取

消獲獎資格並追回獲得之獎勵內容。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投稿

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並處理相關事宜。如因此導致主辦單位權益受損

時，應負賠償責任。 

五、 獲奬者應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相關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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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入選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公開報導、展示、推廣、行銷、

出版及轉授權他人利用之用途，並同意不收取任何版權費用或稿費。 

七、 入選作品將透過線上成果展進行展示，並運用於本單位出版之大肚美

食摺頁，投稿人不得有異議。 

八、 投稿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之評選，除非能具體證明其他作品違反本辦

法相關規定，不得有異議。 

九、 參加者一經投稿，即表示同意上述所有投稿須知之相關內容。 

 

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佈，若有任何異動，將以

主辦單位活動網站及臉書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壹拾、 聯絡方式 

一、110年臺中市大肚區公所社區營造中心(靜宜大學)。 

二、聯絡電話：靜宜大學王彤云小姐 0970-208-929 

              林宗德先生 0928-00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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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肚區一區一特色－大肚美食探索及青年參與行動計畫 

「大肚好吃，吃到大肚」美食探索線上徵文活動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 遵守本次徵文辦法之規定，擔保投稿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創作，如有剽

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行負責與承擔，與

主辦單位無關。  

二、 入選作品得由主辦單位集結上傳線上成果展平台，並製作為摺頁內容，本

人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三、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大肚區公所及臺中市大肚區

公所社區營造中心（靜宜大學），將入選作品以任何形式（如網路、光碟、

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藏……等）推廣使用，並不需另外支付

稿酬及版稅。 

四、 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入選資格，並追回稿費，

侵犯著作權部分，自行負責：  

1、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3、作品曾參賽，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獎項或即將刊登。 

 

                         立同意書人：             （簽名） 

               立同意書人身份證字號：             

               立同意書人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