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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心 (蘇郁中)

普羅旺斯沙巴翁 (蘇鉦傑)
◆材　　料：(11人份)

小玉西瓜600公克、紅西瓜600公克、干貝330公克、薑50公克、蔥50公克、

雞蛋黃200公克

◆調 味 料：

桔子甜酒30公克、櫻桃酒50公克、糖600公克、吉利丁片200公克、黑醋膏20公克、

水2000公克

◆作　　法：

1. 小玉西瓜和紅西瓜切小丁備用。

2. 吉利丁1比10的水融化後，加糖和櫻桃酒倒入鐵盤中，放入西瓜丁凝固備用

3. 蛋黃加糖加水隔水加熱打發，倒入盤中用噴槍燒至焦金黃色，冷卻備用。

3. 干貝用橄欖油煎至金黃色備用。

4. 切薑絲跟蔥絲油炸香脆，再把西瓜凍用愛心模型蓋出，放入沙巴翁上，再放上干貝，

裝飾香脆蔥薑絲，畫盤即可。

◆材　　料：(11人份)

小玉西瓜600公克、紅西瓜600公克、

鴨胸2000公克、鵝肝200公克、馬鈴

薯400公克、奶油起司300公克、巴西

黎50公克、薄荷葉50公克、香葉芹50

公克、鳳梨100公克、西瓜白100公克

◆調 味 料：

鹽20公克、白胡椒5公克、紅石榴糖

漿50公克、奶油10公克、黑醋膏20公

克、白酒30公克

蘇郁中

蘇鉦傑

◆作　　法：

1. 西瓜切小丁，和奶油起司一起攪拌均勻後備

用。

2. 鴨胸用鹽、白胡椒、白酒醃製5分鐘備用。

3. 鳳梨切小丁，小玉西瓜切小丁，馬鈴薯切小

丁煮熟壓成泥再拌入小玉西瓜丁和鳳梨丁，

壓成三角形放入盤中。

4. 鴨胸皮先表面煎成金黃後，放入180度烤箱

烤8分鐘，取出切片擺入模型，中間放拌好

的西瓜奶油起司包覆，擺入盤中。

5. 西瓜白削成片，抓鹽軟化去生味，放5分鐘

後用RO水洗掉鹽，加入紅石榴糖漿摺成玫

瑰花。

6. 水加奶油煮滾放入鵝肝煮熟泡RO水，鵝肝

切片放在馬鈴薯泥上即可。

作　者 蘇郁中、蘇鉦傑 指導老師 許心怡

推薦學校 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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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味西瓜蝦捲

作　者 周旻蒨、曾圓惠 指導老師 彭秋錦

推薦學校 臺南市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繽紛彩船西瓜鬆
◆材　　料：

蘿蔓葉10葉、麵線船10個、櫻花蝦適量、葡萄乾適量、

西瓜半顆、奇異果2顆、蘋果1顆、芝麻適量

◆調 味 料：

美乃滋適量、黃芥茉適量

◆作　　法：

1. 所有材料洗淨後，西瓜、奇異果、蘋果皆去皮切小丁。

2. 葡萄乾切小丁加入其中。

3. 將蘿蔓葉洗淨修剪成船型放上麵線船，上面放入拌好的

水果丁。

4. 櫻花蝦乾鍋炒香後放上水果丁及芝麻。

5. 美乃滋拌入黃芥末後當醬料備用。

◆材　　料：

蛋4顆、紅蘿蔔1/4條、蘆筍2∼3條、

海苔5∼6片、魚漿60公克、蝦35公

克、蔥2∼3支、芝麻1大匙、西瓜半顆

◆調 味 料：

米酒1大匙、醬油1大匙、香油1大匙、

鹽適量、糖少許、太白粉適量

◆作　　法：

1. 洗淨所有食材後，去蒂頭。

2. 將紅蘿蔔削皮、切條，蘆筍去皮、

去蒂頭，蔥切花，西瓜擠汁切末。

3. 蛋3∼5顆打均勻後，加西瓜汁加太

白粉後過篩。

4. 蝦子去殼、剁碎末加些米酒之後加入魚漿、

蔥花及調味料，全部拌勻再加入西瓜末拌

勻。

5. 炒鍋熱鍋，抹上薄油，加入調好的蛋液少

許，順鍋繞圓成薄皮，全熟後撕起。

6. 一層蛋皮，一層魚漿，一層海苔，一層魚

漿，最後放上紅蘿蔔條捲起。

7. 承以上一樣的作法，只是由1條紅蘿蔔條換

成2條蘆筍由兩邊捲起。

8. 單、雙捲入蒸籠蒸至全熟。

9.雙捲出蒸籠後抹上麵糊沾上芝麻，入油鍋炸

至金黃即可。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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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玉雙鮮捲

富貴長紅

作　者 陳良政、方盈智 指導老師 陳淑玲

推薦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材　　料：

西瓜白肉200公克、紅肉西瓜200公克、花枝

漿150公克、蝦仁300公克、荸薺4顆、蔥2

支、紅辣椒1支、蒜頭5顆、豬網油2張、竹輪

1支、肥肉40公克、蛋白20公克

◆盤　　飾：

大黃瓜半條、小番茄 (紅) 10顆、韭菜花3支

◆調 味 料：

糖5公克、白醋5公克、雞粉2公克、香油2公

克、辣豆瓣醬2公克

◆作　　法：

1. 將西瓜白肉切條，用調味料醃漬備用。西瓜

肉切長條備用，竹輪也切長條備用。

2. 花枝漿、蝦仁、荸薺、紅辣椒、蔥、蒜頭一

起用果汁機攪拌成泥備用。

3. 將打好的海鮮泥鋪在豬油網上，再放醃漬的

西瓜白肉與紅肉西瓜條及竹輪，捲成長條狀

備用。

4. 大黃瓜取下皮的部份做造型，小番茄1開4後

去下皮的部份和韭菜花及大黃瓜做成盤飾。

5. 起油鍋，將包好的海鮮捲放下去炸至金黃

色，撈起瀝乾油份，擺盤即完成。

◆材　　料：

紅西瓜300公克、蛋7顆、去骨雞腿肉4支、乳

酪絲200公克、海苔片4張、花生160公克、麵

包粉120公克、海苔粉100公克

◆盤　　飾：

大黃瓜半條、韭菜花2支、牛番茄3顆

◆調 味 料：

(1)醬油15公克、糖5公克、鹽5公克

(2)鹽5公克、白胡椒粉5公克

◆作　　法：

1. 西瓜取下紅肉部分，並用紗布略擠乾水份備

用。

2. 去骨雞腿肉稍加片開，以調味料(1)醃漬備

用。

3. 油炸花生剁成細碎粒，再和麵包粉拌在一起

備用。

4. 蛋3顆打散後和擠乾汁的西瓜肉一起下去

炒，再以調味料(2)做調味，最後加入乳酪

絲拌勻即可。

5. 將海苔片裁成和雞腿肉差不多大小後置於

上，最上層再放入西瓜蛋，包緊捲成長條狀

備用。

6. 牛番茄削下皮做成番茄花，大黃瓜1開4去籽

的部份切薄片排起來。

7. 用保鮮膜包起來封緊後下去蒸熟約30分鐘。

8. 起油鍋，將雞肉捲抹上蛋液後外層再沾上一

層花生麵包粉壓緊，炸成金黃色切小塊即可

裝盤。

亞軍

本次以蝦捲做為我們設計的靈感來源，

並把平常較少被食用的西瓜白肉與西瓜

肉拿來當成內餡，並搭配上二種海鮮的

口感，創造出不同以往的新奇海鮮捲，

是一道可媲美安平蝦捲的新平民美食。

◆

創
作
理
念
：

西瓜、蛋和乳酪絲三者的結合，產生

意想不到的絕妙好滋味，再搭配上雞

腿肉的多汁，與花生麵包粉的金黃酥

脆，讓平價食材搖身成為高級的宴客

料理。

◆

創
作
理
念
：

翠玉雙鮮捲

富貴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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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爭鮮艷

無與倫比夏日晴

◆材　　料：(1人份)

豪野鴨胸半副、小黃瓜片1片、

洋菜條5公克、紅黃西瓜條10公

克、金桔5公克、蜜黑豆少許、

西瓜汁100㏄、寒天粉2大匙、蒟

蒻丁10公克、烏梅醬1大匙、西

瓜翠衣5公克、西瓜肉丁10公克

◆調 味 料：

泰式酸甜醬2大匙、西瓜蜜1大

匙、金桔醬1大匙、砂糖2大匙、

水果醋2大匙、鴨胸泡汁1㏄

◆材　　料：(1人份)

灱西瓜翠衣40公克、生菜少許、櫻花蝦香鬆10

公克、楜椒鹽3公克、糖3公克

牞雞蛋1顆、西瓜綿5公克、西瓜丁5公克、精鹽

少許

犴草蝦1尾、西瓜丁10公克、蘆筍丁5公克、潤

餅皮1張、西瓜優格醬15公克

◆作　　法：

灱酥炸翠衣金條

1. 翠衣切薄片，泡入冰水。

2. 擠乾水份後，入油鍋文火慢炸至酥。

3. 拌入香鬆、胡椒鹽，與生菜組合入杯中。

牞西瓜烘蛋塔

1. 西瓜綿泡水沖去鹹味，與鹽拌入雞蛋液中加

少許鮮奶油打散。

2. 加入西瓜丁，入鍋中煎成形。

犴西瓜優格鮮蝦盅

1. 蘆筍汆燙後備用，蝦汆燙後切蘭花刀。

2. 丁料拌入西瓜汁、優格、美乃滋、橄欖油製

成之優格醬。

3. 潤餅皮、草蝦、西瓜丁依序組裝。

作　者 李建旻、許文誌 指導老師 吳文智、呂哲維

推薦學校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餐旅系
亞軍

西瓜綿與西瓜汁用以製作西式生菜沙

拉，搭配上清爽的西瓜優格醬，讓生菜

有了清新爽口的滋味。小玉西瓜汁及西

瓜綿加入鮮奶油，呈現為中式烘蛋，一

口咬下有濃郁的西瓜的香味以及蛋汁，

讓人覺得有幸福的感覺。

◆

創
作
理
念
：

◆作　　法：

灱豪野鴨捲西瓜條

1. 鴨肉浸泡堅魚醬油、味霖、米酒，大火蒸熟後入熱鍋煎表皮

金黃，切片備用。

2. 洋菜以冷水泡軟，與西瓜條一同放入泰式醬中醃製。

3. 小黃瓜片生食處理後冰鎮，捲起西瓜條後再放在鴨肉片下。

牞西瓜寒天凍

1. 砂糖2大匙與寒天粉加少許西瓜汁煮開，加入所有西瓜汁，

入冷藏定型。

2. 翠衣切薄片醃鹽巴殺菁，洗去鹽分後，醃以砂糖、水果醋。

3. 烏梅、西瓜蜜、西瓜泥入果汁機打成烏梅醬備用。

4. 糖醋翠衣、蜜黑豆、打發鮮奶油與西瓜凍組合成型，淋上烏

梅醬即可。

西瓜白肉、小玉西瓜、紅肉西

瓜搭配上泰式料理的方式與西

瓜作結合，以鴨肉特殊的口感

搭配清新的紅黃西瓜條，吃起

來淡雅而清新，是既健康又獨

特的料理。西瓜翠衣搭配烏梅醬，

烹調至酸酸甜甜的美味的甜點，是

一道清爽而不膩的佳餚。

◆

創
作
理
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