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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楊育振、馮竣傑 指導老師 吳玉明

推薦學校 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粉紅之心甜上心 (馮竣傑)
◆材　　料：

紅西瓜、黃西瓜各1顆、紫地瓜1條、沙拉醬1條、馬鈴薯3顆

◆調 味 料：

鹽少許、糖少許

◆作　　法：

1. 將紫地瓜切成碎丁下鍋燙熟，把馬鈴薯切成片，入蒸籠蒸熟，

拿出後壓成薯泥，然後加入沙拉醬。

2. 紫地瓜、鹽、糖拌勻備用。

3. 紅色西瓜取3∼4公分厚的正方形果肉，中間以挖球器挖成圓

形，把薯泥鑲入西瓜中，然後在放上黃色果肉的瓜丁加以點

綴，可增加的食材水份，使薯泥在吃的過程中不會過於乾澀。

◆材　　料：

黃肉西瓜、紅肉西瓜各１個、燒海苔 (依份量決定)、白醋、白米 (或是壽司米)、葡萄乾、

奇異果、哈蜜瓜、鹽75公克、糖400公克

◆作　　法：

1. 將煮好的白飯拌入已調好的醋水 (加入白醋、鹽、糖) 做成醋飯，再加入葡萄乾拌勻。

2. 將一張海苔鋪醋飯捲入正方長條的紅肉西瓜，捲好後切成1/4大小共四等分，再用一張

海苔 (不鋪飯)，先把兩個1/4放到底下，中間放一條正方形黃肉西瓜，最上層再放入兩

個1/4，再把海苔捲起來，捲好之後即可進行切割。

3. 最後將奇異果和哈蜜瓜磨成泥，點上成品，可增加香甜的水果香氣。

四海冰果戀之情 (楊育振)

楊育振

馮竣傑

這道菜是以日式的料理呈現，呈

壽司形狀，成品一口吃下有奇異

果、哈密瓜的酸香味，繼續咀嚼

有葡萄乾的酸甜和西瓜的水分滋

潤，米飯更豐富了整個口感，是

一種創新的吃法與感受。

◆

創
作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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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陳俊丞、洋鈺婷 指導老師 黃祝眉、黃聖潔

推薦學校 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香煎夏日雞肉捲 (洋鈺婷)
◆主 材 料：

西瓜1顆、雞胸肉5副、馬鈴薯3顆、

醃洋蔥1顆

◆副 材 料：

燒海苔5張、蜜金桔20顆

◆調 味 料：

鹽1小匙、糖1/2小匙、醬油1小匙、

黑胡椒粒1/4小匙、義大利香料1/2

大匙、太白粉1大匙、香油1小匙

◆裝　　飾：

美乃滋20公克、奇多餅乾10片、新

鮮薰衣草10公克

洋鈺婷
◆主 材 料：

西瓜1顆、豬絞肉150公克、蝦仁100公克

◆副 材 料：

蝦子20尾、吐司20片、雞蛋5顆、番茄1顆、洋蔥

1/2顆、羅勒葉3公克

◆調 味 料：

鹽1小匙、糖1/2小匙、醬油1小匙、黑胡椒粒1/4

小匙、水果醋1大匙、太白粉1匙、香油1小匙

◆作　　法：

1. 把草蝦的背剪開，之後把蝦肉、絞肉、西瓜混在

一起，加上調味料。

2. 把混在一起的絞肉、蝦肉、西瓜，放入殼肉，蒸

約15分鐘。

3. 西瓜捲：西瓜皮切成薄片，把作法2的內餡及西

瓜包捲在西瓜皮裡，約蒸10分鐘。

4. 利用模型把土司壓成三角形，放入烤箱烤成金黃

色，水煮蛋切片，吐司夾上水煮蛋。將番茄、洋

蔥、羅勒葉切碎拌攪在一起，加入調味料，放在

吐司上面。

5. 將蒸熟的蝦肉與西瓜捲排入盤內，  

即完成成品。

西瓜蒸肉蝦 (陳俊丞)

雞肉包覆著西瓜，讓夏日充滿了甜甜又鹹鹹的滋味，以春捲

方向思考，構思以雞肉包西瓜的方式呈現出西瓜不同的風

味，把西瓜甜蜜的滋味跟肌肉鮮美的味道加以結合，藉此顯

現出夏日不同的感覺，附在旁邊以馬鈴薯泥做成的甜點灑上

新鮮西瓜，讓夏日看起來更有涼爽的感覺。

◆

創
作
理
念
：

◆作　　法：

1. 將雞胸肉片開，醃入調味料。

2. 西瓜切條，用海苔包西瓜條。

3. 雞胸肉包海苔西瓜捲，包好以保鮮膜裹住，蒸20分

鐘，蒸好切成厚片狀，上面擠上沙拉，以新鮮薰衣草

的葉子做裝飾。

4. 馬鈴薯切片蒸約15分鐘，蒸完搗碎，用愛心模型壓成

圖案，上面灑上兩種不同顏色的西瓜，以美生菜菜葉

作為薯泥的裝飾。

5. 周圍淋上西瓜泥做為裝飾，即完成成品。

一層薄薄的西瓜裡，包著蝦肉和

絞肉，咬下去時會有絞肉和西肉

的鮮味與西瓜汁的甜分，感覺很

清爽而不膩。而蝦殼裡放著蝦肉

和絞肉做成的內餡，看起來像龍

舟一般。附在旁邊的烤土司中間夾著

一層水煮蛋，上面一層是油醋汁與番

茄、洋蔥碎混合的調味料，最後以九

層塔做裝飾，口感很清爽。

◆

創
作
理
念
：

陳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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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胡小美、林佳盈 指導老師 鄭宏毅

推薦學校 高雄市私立樹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餐飲管理科)

碧綠瓜鑲鱻 (林佳盈)
◆材　　料：

西瓜600公克、花枝漿300公克、洋蔥200公

克、菠菜600公克、嫩薑200公克、雞蛋4顆、

袖珍菇100公克、蝦仁200公克、透抽1尾

◆調 味 料：

鹽1茶匙、胡椒1大匙、香油1大匙、糖1大

匙、魚高湯3000㏄

◆作　　法：

1. 將西瓜切出中空方柱狀備用。

2. 花枝漿加入洋蔥末及調味料調味後擠出小丸

子，鑲入作法1的西瓜中。

3. 將作法2的成品進蒸籠鍋大火蒸5分鐘即可。

4. 利用波菜及蛋白以油炸方式做出翡翠羹，加

入海鮮丁料調味即可。

5. 將作法4的海鮮翡翠羹與作法3的成品組合，

即成一道創意湯品。

◆材　　料：

西瓜600公克、雞蛋豆腐1盒、蘿蔓生菜300公

克、雞胸肉半付、蘆筍300公克、紫蘇葉50公

克

◆調 味 料：

法式芥子醬2大匙、麻油2大匙、檸檬汁4大

匙、醬油6大匙、味霖4大匙、白味噌1大匙

◆作　　法：

1. 將西瓜以雕刻方式做出一個裝菜餚用造形容

器。

2. 西瓜切小粒狀，雞蛋豆腐切片狀，蘿蔓生菜

切絲，雞胸肉燙熟剝絲，紫蘇葉切絲。

3. 將調味料混勻即成特製醬汁。

4. 依序將作法2的食材組合於自製西瓜容器

中。

5. 最後淋上特製醬汁，即成一道創意開味前

菜。

炎夏甜蜜情 (胡小美)

胡小美
林佳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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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菜是以壽司為構想來源，將

日本握壽司的精華壽司米，

改成炸過的雞蛋豆腐疊上西瓜，再

蓋上烤過的鮭魚片，融合三種截然

不同的食材，呈現出多元豐富的層

次感，搭配由蛋黃酥改良而成的西瓜麻

糬酥，麻糬Q軟和外皮的酥鬆，呈現出

外酥內Q的好口感。

◆

創
作
理
念
：

作　者 徐嘉俊、郭威成 指導老師 鄭勝忠

推薦學校 臺南市私立六信高級中學

西瓜鮮蝦QQ丸 (郭威成)
◆材　　料：

1. 肉園內餡 (10人份)-豬絞肉100公克、蝦仁

50公克、香菇20公克、筍子20公克

2. 調味料：鹽3公克、糖6公克、醬油3公克、

白胡椒1公克

3. 肉圓皮：糯米粉120公克、在來米粉80公

克、高筋麵粉120公克、豬油90公克、地瓜

粉60公克、西瓜汁300公克

4. 鮮果西米露 (10人份)：西瓜汁300公克、西

谷米100公克、吉利丁片8片、奇異果5顆、

葡萄10顆、紅西瓜、黃西瓜、奶泡、牛奶

100公克

◆作　　法：

1. 西瓜肉圓：先將模型抹油，再將保鮮膜包覆

於模型內，然後將製好的肉圓皮麵團平均沾

 於容器裡，將炒好的餡料包入，再蓋上一

層肉圓皮麵團至看不到內餡，再用保鮮膜蓋

上，放入蒸籠鍋，以中火蒸約30分鐘即完

成。

2. 鮮果西米露：先將西谷米煮至透明狀備用，

將西瓜汁以小火煮熟，放入吉利丁片，待吉

利丁片全融化後，以雞尾酒杯盛約3分之一

置於冷凍庫中，再將西瓜汁、牛奶及西米露

混合，紅西瓜、黃西瓜、葡萄及奇異果果肉

置於西瓜凍上，淋上西瓜牛奶西米露，再擠

上奶泡即完成。

灱黃金鮭魚西瓜層

◆材　　料：(10人份)

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

克、七味粉10公克

◆調 味 料：

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

◆作　　法：

將豆腐切成長方形，沾低粉、蛋液和麵包粉，

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

片，用火槍噴烤至表面微焦。

牞西瓜麻糬酥

◆材　　料：

油皮－中筋麵粉150公克、豬油40公克、

　　　西瓜汁200公克、糖粉30公克

油酥－低筋麵粉120公克、豬油50公克

內餡－西瓜汁、糯米粉

◆作　　法：

1. 油皮－先將糖溶於西瓜汁，加入豬油拌勻，

再加入麵粉，拌成麵糰，醒20分鐘後分割成

12顆。

2. 油酥－材料拌成糰，分割成12個。

3. 內餡－西瓜汁加入糯米粉，拌成團，放入水

鍋汆燙待浮起，撈起，冰鎮，撈起，裏上糖

粉，製成西瓜麻糬。

4. 油皮包油酥，二次 捲，包入西瓜麻糬，用

刀子劃開 (6∼8瓣)，塗上蛋黃液，入烤箱 

(上火200度/下火180度，約23分鐘)，至金

黃色即可。

黃金鮭西瓜塔 (徐嘉俊)

郭威成

這道菜是以壽司為構想來源，將

日本握壽司的精華壽司米，

改成炸過的雞蛋豆腐疊上西瓜，再

蓋上烤過的鮭魚片，融合三種截然

不同的食材，呈現出多元豐富的層

次感，搭配由蛋黃酥改良而成的西瓜麻

糬酥，麻糬Q軟和外皮的酥鬆，呈現出

外酥內Q的好口感。

◆

創
作
理
念
：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鮭魚800公克、小玉西瓜800公克、豆腐800公

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雞蛋5顆、麵包粉600公克、低筋麵粉200公克

將豆腐切成長方形，沾低粉、蛋液和麵包粉，將豆腐切成長方形，沾低粉、蛋液和麵包粉，

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入油鍋炸秌至上色，放上西瓜，再鋪上鮭魚

徐嘉俊)徐嘉俊)徐嘉俊)

小時後父母經常帶我們去吃肉圓，

肉圓的皮Q彈有勁、餡料多汁，總

是能讓我回味無窮，卻不曾去認識

它的製作過程。經由這次機會，以

西瓜為主題，融合肉圓，用香甜

的西瓜汁製成肉圓皮，不再是常見的白

透明色，而是亮麗的粉橘色，再搭配西

瓜之製成的點心－鮮果凍西米露，由深

到淺的層次感，呈現出西瓜的多變性，

將一道由西瓜變化而成的中式餐食及點

心，以不同樣貌展示在饕客面前。

◆

創
作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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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酒瓜魚排 (許茿恩)
◆醬料材料：

西瓜小丁100公克、玉米粉1小匙、藍莓紅酒2 

盎司、檸檬汁0.5 盎司、糖1大匙

◆麵　　糊：

西瓜小丁50公克、中筋麵粉100公克、西瓜汁

3 盎司、麵包粉200公克

◆主 材 料：魚排 (鯛魚) 一條、西瓜條10條

◆主 材 料：生雞肉600公克、西瓜綿500公克

◆副 材 料：枸杞1兩、香菇5朵、洋菇5朵

◆調 味 料：鹽3小匙、紹興酒&米酒3大匙

◆作　　法：

1. 雞肉川燙後以冷水沖洗。

2. 熱油鍋放入薑片、香菇爆香後，再放入雞肉炒至表層變白。

3. 燒一鍋水，放入炒好的雞肉，15分鐘後放入洋菇與西瓜綿，待熟後以酒和鹽調味即可。

酒香玉菇雞湯 (黃瑋華)

黃瑋華 許茿恩

以特製醬汁為中心，向外擴

散西瓜沙拉和特製魚排，象

徵著向日葵的活潑熱情。特

製醬汁是以西瓜加其他香料

製作。

◆

創
作
理
念
：炎炎夏日，南風吹拂，散

發出酒的香氣，搭配著花

磨菇與花香菇，湯頭清甜

且不油膩，口中的雞肉與

西瓜綿混合出美妙的口

感，甜蜜而不膩，顛覆傳統古

早味，碰出新滋味。

◆

創
作
理
念
：

作　者 黃瑋華、許茿恩 指導老師 李佩錡

推薦學校 臺中市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醃　　料：薑片、米酒、蔥白、西瓜汁

◆作　　法：

1. 魚肉切片，醃製備用。

2. 調麵糊，麵包粉放旁邊備用。

3. 醬汁全加在一起，煮至收汁，備用。

4. 魚上麵糊，放置油鍋炸上色即可。

5. 最後擺盤，淋上醬汁，放上西瓜沙拉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