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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許毓芳、李翊禎

推薦學校 高雄市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皇家西瓜粿 (李翊禎)
◆材　　料：

糯米粉150公克、豬油50公克、在來米粉50公克、澄粉65

公克、紅西瓜汁200公克、芋頭1個、紅豆餡300公克、鹹

蛋黃5粒、紅西瓜100公克

◆作　　法：

1. 皮—澄粉燙麵，加入糯米粉、豬油揉勻加入紅西瓜汁揉

勻備用。

2. 餡—芋頭切塊蒸爛壓泥，紅豆餡揉勻，鹹蛋黃烤熟，芋

泥包紅豆餡、鹹蛋黃、西瓜丁備用。

3. 皮包餡，包好後下鍋蒸7分鐘，蒸熟灑上黑芝麻即可完

成。

◆材　　料：

豬油20公克、奶油30公克、砂糖30公克、黃西瓜

汁100公克、西瓜綿50公克、紅西瓜50公克、蝦子

10尾、花枝50公克、乳酪絲100公克、中筋麵粉

150公克

◆作　　法：

1. 塔皮：豬油、奶油、砂糖、中筋麵粉拌勻，加入

西瓜汁後揉勻，壓入模型後，以200℃烤上色備

用。

2. 內餡：紅西瓜、西瓜綿、花枝切丁、蝦子串直。

3. 西瓜綿、花枝、蝦子去菁後冰鎮，蝦子去殼備

用，塔皮放入內餡再鋪上乳酪絲烤至融化即可。

季軍

御品海鮮西瓜塔 (許毓芳)

許毓芳

李翊禎

將傳統艾草粿創新口味更改

做成西瓜風味，內餡利用醃

製的西瓜綿搭配海鮮及新鮮

西瓜，是一道創新的料理，

口味獨特，不論任何人都

會食指大動。利用新鮮紅肉西瓜

現打成果汁，以及現炒的餡料，

甜鹹的滋味，打破傳統的艾草粿

作法，光滑透明的表皮呈現橙紅

色，令人一看就想吃。

◆

創
作
理
念
：

將一般普通的蛋塔加入西

瓜，水果的香氣絕佳，淡

淡的西瓜香，讓不愛吃水

果的小孩也會喜歡的一道

料理，整個蛋塔不論是皮

或餡都加入了西瓜汁去製作，

也在蛋塔餡中添加西瓜丁以及

葡萄乾增加風味，是一道令人

垂涎三尺的料理。

◆

創
作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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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海鮮西瓜香 (李佳壕)
◆材　　料：(一)

干貝1顆、紅魚卵少許、芝麻葉少許、牛番茄

1顆、洋蔥50公克、黃西瓜20公克、紅西瓜20

公克、蒜頭20公克、辣椒10公克、香菜5公

克、巴西利5公克

◆調 味 料：

鹽適量、白胡椒適量、白酒適量、月桂葉2

個、檸檬汁適量

◆作　　法：

1. 先把西瓜切小丁、牛番茄去皮去籽切丁、洋

蔥切末、辣椒切末、香菜切碎、巴西利切

碎，再加入鹽和胡椒和檸檬汁拌勻，製作西

瓜莎莎醬。

2. 把干貝加入鹽、胡椒和白酒醃製，再煎到剛

好熟。

3. 干貝下面附上西瓜莎莎醬，在干貝上放一些

紅魚卵，再排芝麻葉即可。

◆材　　料：(一)

紅西瓜1/4顆、黃西瓜1/4顆、西瓜皮2片、草

蝦3隻、香菜少量、蔓越莓果醬20公克、巴西

利5公克、蛋1顆、洋蔥1/3顆、酸黃瓜1小條、

沙拉醬1包、低筋麵粉10公克、麵包粉30公克

◆調 味 料：

鹽2大匙、白胡椒1大匙、糖1大匙、檸檬汁10

㏄

◆作　　法：

1. 把巴西利、水煮蛋白、洋蔥、酸黃瓜剁碎，

再加入沙拉醬和檸檬汁在一起拌勻，製作成

塔塔醬。

2. 草蝦仁細剁成泥，加入鹽和胡椒調味，加入

西瓜丁朔形成長條狀，先沾蛋黃再沾麵包粉

下去炸熟，表皮呈金黃色即可。

3. 西瓜捲附上蔓越莓果醬，西瓜炸蝦泥斜切下

墊雙色西瓜片，旁邊畫塔塔醬即可。

作　者 李佳壕、林秋慧 指導老師 曹舜為

推薦學校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季軍

夏日午後串瓜燒 (林秋慧)
◆材　　料：

紅西瓜1/4顆、黃西瓜1/4顆、雞腿肉1隻、奇

異果1顆、青椒1顆、透抽1隻、捲鬚生菜少

量、蔥1支、薑1小支、蒜頭3顆、辣椒1支

◆調 味 料：

番茄醬3大匙、醬油膏2大匙、烏醋1大匙、果

醋1大匙、細砂糖2大匙、甜辣醬1大匙、香油

1/2大匙、白酒2大匙、鹽1大匙、白胡椒1大匙

◆作　　法：

1. 先把蔥、薑、蒜頭、紅辣椒切成末，西瓜切成小丁再加入番茄醬、醬油膏、烏醋、果醋、

細砂糖、甜辣醬，做成西瓜五味醬。

2. 將青椒切菱片後調味火烤，雞腿肉去骨切塊醃製入味之後再放去火烤，透抽切花刀燙捲，

紅黃西瓜挖成球狀，奇異果切正方塊。

3. 五味醬淋在杯中，再將透抽放在五味醬上，之後再把西瓜、青椒、雞肉串起，放在杯上。

小時候奶奶曾經帶我去菜市場買

串燒，又買了一杯西瓜汁，當時

嘴裡還有串燒的味道，喝了西瓜

汁之後感覺很搭配，所以我想做

出我記憶中的味道，以西瓜切成

塊狀或球狀與串燒串起，這樣搭配著

吃應該很美味。

◆

創
作
理
念
：

有一年爸爸買了炸蝦捲和紅西瓜

回家給我吃，我發現蝦子和西瓜

搭配吃味道很好，所以想要用草

蝦和西瓜做出當時吃的口感。

◆

創
作
理
念
：

李佳壕

林秋慧



西瓜料理
校園組

66 67

情人眼裡出西施
◆材　　料：(11人份)

紅西瓜193公克、黃西瓜58公克、西瓜白

肉187公克、新鮮百香果5小匙、西洋芹49

公克、綠捲鬚16公克、巴西利23公克

◆調 味 料：

西瓜泥3小匙、蒜泥18公克、蠔油4小匙、

黃西瓜汁4小匙、話梅26公克、薑17公

克、糖2小匙、醋2小匙

◆作　　法：

1. 將紅西瓜切去綠皮，保留白肉部份。

2. 西瓜白肉切成細薄片，冰鎮5分鐘，醃

百香果、話梅、薑末、糖、醋，放置10

分鐘。

3. 調醬，蒜泥加蠔油、西瓜泥備用。

4. 擺盤後即可享用。

作　者 陳怡穎、尤婷昭 指導老師 林苑暉、謝仁哲

推薦學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季軍

瓜瓞綿綿
◆材　　料：(11人份)

紅西瓜987公克、黃西瓜257公克、西瓜

白肉80公克、雞胸肉425公克、豬肉片

275公克、紅蘿蔔50公克、荷蘭豆62公

克、大白菜180公克、皇帝豆92公克、

玉米筍287公克、九層塔35公克、豆

腐180.5公克、香菇25公克、磨菇25公

克、甜豆67.2公克、洋蔥93公克、蔥10

公克、薑10公克、蒜10公克

◆調 味 料：

打拋醬1小匙、醬油100㏄、辣椒10公

克、蠔油1小匙

◆作　　法：

1. 切好之紅西瓜丟入果汁機搾取成西瓜

果汁，過濾起，西瓜泥留下。

2. 將西瓜汁放入鍋烹煮，再加入切好的

洋蔥慢慢熬煮，熬煮的過程中將醬油

倒入鍋中一起烹煮。

3. 依序將黃帝豆、紅蘿蔔、玉米筍、肉

片、香菇、豆腐放入熬煮，約再過1分

鐘後再將甜豆、碗豆下鍋煮，都熟透

了以後再依序起鍋擺盤，即可完成一

道美味可口的西瓜壽喜燒。

◆配菜作法：

1. 將雞肉過油撈起。

2. 將洋辣椒、蔥、薑、蒜加入爆香，香

味出來後

3. 將雞肉倒入鍋中拌炒，再加入切好的

西瓜白肉丁、打拋醬、蠔油入鍋拌

炒，最後將紅西瓜丁、九層塔加入拌

炒幾秒鐘即可完成。

1.生機飲食，清爽不油膩－現代人往往吃得太油

膩，此道菜利用了現在流行的“生機飲食”，以

健康蔬食的概念作為出發點，從西瓜果肉到西瓜

皮毫不浪費地加以利用，不做特意的烹調，只用

少許的調味，帶出西瓜最原本的滋味。

2.仿台式蒜泥白肉，口感獨特－此道菜使用冷盤的方

式呈現，調味方面，仿台式蒜泥白肉的方式，讓人在

外觀或口味上都有熟悉的感覺，連蒜泥醬也添加了西

瓜泥來使口感更清爽不油膩。

3.特製百香梅味，佐以西瓜汁涼拌西瓜白皮－第二樣

小品則是採用較易忽略的西瓜皮來加以料理，當酸酸

甜甜的梅子遇上風味獨特的百香果，再加上一點點西

瓜汁，蹦出了讓人在炎炎夏日更有開胃的感覺。

4.西瓜白肉躍升主角，令人驚艷－西瓜白肉往往被人

所遺忘，但其實西瓜白肉是整個西瓜最有營養價值的

地方。西瓜白肉所含的豐富糖類、礦物質、維生素具

有清熱解毒、利尿等功效，還能解酒毒、醒神誌。此

道料理大量利用西瓜白肉入菜。

1.在地食材，在地文化－西瓜有紅肉、黃肉，有的

脆、有的多汁，原來簡簡單單的在地西瓜，竟能有如

魔法般多種風貌和美味。

2.二款二色西瓜－西瓜品種甚多，結合二種二色受歡

迎之西瓜品種，製作此道料理，不管在營養、色彩、

口感以及外觀上均達到天衣無縫之絕妙口感，讓人看了食

指大動。

3.絕無僅有，打造完美“西瓜壽喜燒”－以西瓜的甘甜取

代糖的甜味，製作日式壽喜燒，最後再加上西瓜泥偽裝成

蘿蔔泥加以點綴，其口感清爽不油膩。

4.西瓜鑲肉，首創奇蹟－利用黃色的西瓜，中間挖空鑲進

“泰式酸辣雞”，辣炒雞再加上西瓜白肉丁口感豐富，最

後起鍋前加入九層塔和紅色果肉丁拌炒幾秒，西瓜的甜味

融合辣炒雞的辣味，更是天衣無縫的爽口絕配。

5.全瓜利用，不浪費－嚴選上等食材，強調完全天然料

理全瓜利用，包括：西瓜汁、西瓜白肉、西瓜泥、西瓜果

肉，整顆西瓜全都用到毫不浪費，實在健康、純手工打

造，讓您吃了幸福一生！

◆

創
作
理
念
：

◆

創
作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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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鐘品智、魏妤璇 指導老師 林建安

推薦學校 高雄餐旅大學 (五專廚藝科)
季軍

仲夏西瓜好JUICY
灱開胃西瓜捲

◆材　　料：

西瓜20公克、小玉35公克、蘆筍頭1支、玉米

筍1支、小香菇1朵、芝麻1公克、醬油25㏄、

烏醋10㏄、糖5公克、米香少許

◆作　　法：

西瓜挖球、小玉切薄片，小玉將川燙後蘆筍捲

起，玉米筍川燙後插在西瓜球上。將芝麻炒

過，醬油濃縮後，加烏醋搭配使用，米香可增

香味及口感。

瓜疊層層餡於心
灱糖漬西瓜

◆材　　料：

西瓜20公克、糖25公克、檸檬20公克

◆作　　法：

將西瓜切大丁備用，糖炒至焦糖，加入西瓜

丁、檸檬汁拌勻即可，盛盤可加少許檸檬皮。

◆配菜材料：

蘆筍1支、玉米筍1支、蝦子一尾、芝麻醬少許

◆作　　法：

將材料汆燙後搭配芝麻醬、沙拉醬食用。

◆盤　　飾：

聖女番茄1顆、黑胡椒少許

牞西瓜塔

◆材　　料：

小黃瓜薄片3片、杏鮑菇薄片3片、苜蓿芽少

許、味噌少許、糖少許、西瓜50公克、蝦子1

支、蘆筍1支、沙拉醬少許、桑椹汁10㏄、水

煮蛋1顆、檸檬汁少許

◆作　　法：

小黃瓜鋪底，放上烤過的杏鮑菇片、苜蓿、味

噌、糖捲起備用。將西瓜壓成圓柱狀，氽燙蝦

子、蘆筍拌入沙拉醬，水煮蛋切小丁成蝦肉蘆

筍慕斯，鋪於西瓜上，再以另一西瓜蓋之，疊

上小黃瓜捲即可，桑椹汁加糖濃縮，加入少許

檸檬汁成醬汁搭配。

犴甜點

◆材　　料：

潤餅皮10公克、西瓜、小玉各2球、薄荷葉少

許、檸檬1片、梅粉少許、果菜汁10㏄

◆作　　法：

潤餅皮壓成小球狀，下鍋油炸至金黃酥脆，撒

上少許梅粉，放上西瓜球，搭配薄荷、桑椹備

用，果菜汁加糖濃縮。

◆盤　　飾：

小玉碎塊、番茄碎塊、九層塔葉

牞西瓜沙沙

◆材　　料：

小玉100公克、番茄1顆、香菜5公克、檸檬汁

5㏄、黑胡椒少許、蝦子1尾、法國麵包1片

◆作　　法：

西瓜、小玉、番茄、香菜切小丁，加上黑胡椒

拌在一起，蝦子汆燙後剝殼，放在法國麵包上

備用，食用時搭配即可。

炎炎夏日應該來點清爽的食物，使用小黃瓜搭配杏鮑菇，苜蓿芽以味

噌、糖來調味，吃起來清爽無負擔。西瓜搭配蝦肉慕斯，可以嚐到蘆

筍的清甜味，水煮蛋QQ的口感，以沙拉醬來融合兩者味道，使它們有

1+1＞2的感覺，再與西瓜搭配，西瓜提供了水分及甜味，是夏日不可

缺少的一道菜。焦糖味融合西瓜的香味、甜味，兩者之間緊密結合，食

用時加入少許檸檬汁、薄荷葉，酸酸甜甜又有股清新的味道。

◆

創
作
理
念
：

小玉西瓜捲上蘆筍，西瓜插上玉米筍，味

道兩兩混合在一起，搭配上醬汁、米香，

咀嚼後可嚐到西瓜的甜、醬汁的鹹酸、米

香、芝麻的味道，使人胃口大開。將傳統

的莎莎醬混合上西瓜，一入口是檸檬的清

新酸味，咀嚼後可嚐到香菜的味道、番茄的甜

味，最後則是西瓜的香甜味，西瓜在其中扮演

極其重要的角色，莎莎醬加上蝦肉與法國麵包

在一起，使乾乾的麵包吃起來有juicy的感覺

呢！是菜名來源，也是這道菜的創意所在。潤

餅皮入口爽脆、梅粉酸甜、薄荷涼爽，西瓜則

是juicy的來源。這道甜點帶給您前所未有的

感覺，食用時可搭配檸檬提味。

◆

創
作
理
念
：



西瓜料理
校園組

70 71

作　者 洪侑倫、鍾堡宸 指導老師 陳德勝、趙家緯

推薦學校 中州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系)
季軍

台式西瓜佐乳酪 (鍾堡宸)
◆材　　料：

西瓜半個、小玉半個、芒果1顆、馬士卡彭起士半盒、

檸檬1顆、開心果適量、白巧克力350公克、寒天蒟蒻

適量、雞蛋3顆

◆調 味 料：

白糖50公克、橙酒酌量、薄荷葉適量

◆作　　法：

1. 西瓜和小玉切好，備用。

2. 馬士卡彭起士打軟，用檸檬、橙酒調味。

3. 製作造型巧克力。

4. 製作沙巴翁。

5. 組合：把酒杯當器皿，把1、2、3組合。

6. 最後用沙巴翁裝飾即完成。

◆主 材 料：

西瓜220公克、小玉220公克、

鱸魚250公克

◆副 材 料：

鴻喜菇50公克、蘆筍50公克、

黃甜椒50公克、蛋白1顆、鮮

奶油250公克、奶油120公克、

檸檬汁15㏄、白酒10㏄

鱸魚幕斯佐西瓜杯 (洪侑倫)

洪侑倫

鍾堡宸

為符合創意創新的目的，挑

戰以甜點的方式入菜，西瓜

本身就是優質的飯後甜點水

果，所以要做成甜點是有一

定的難度，大家都是用鹹的

方式呈現，我想用精緻甜點來征

服評審的味蕾！

◆

創
作
理
念
：

◆作　　法：

1. 先將鴻喜菇、蘆筍、黃甜椒洗乾淨，再切成適當

條狀備用。

2. 將西瓜、小玉用模型壓出形狀，對切備用。

3. 鱸魚取菲力，魚骨煮魚高湯。

4. 鴻喜菇汆燙。

5. 把魚菲力放入調理機打碎後，加入蛋白、鮮奶

油、白酒、鹽、白胡椒粉打均勻，用篩網過篩，

備用。

6. 以小玉當底，中間放入蘆筍、黃甜椒，再填入鱸

魚幕斯，再將西瓜蓋上，再用錫箔紙包住備用。

7.備一蒸籠，中火蒸10∼15分鐘即可。

8.蒸好後在上面放上鴻喜菇即可。

9.煮醬汁：先將奶油融化，加入魚高湯濃縮至一半，

再慢慢加入檸檬汁打至乳化即可。

以西瓜為主，搭配上鱸魚

幕斯及新鮮蔬菜，再加上

檸檬奶油醬汁，做出別有

一番風味的開胃菜。

◆

創
作
理
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