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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間、地點及附近行車場資訊 

一、 活動日期：109年7月20日(星期一)至7月21日(星期二) ，共分為三梯次舉

辦。 

二、 活動地點：桃園區公所4樓大禮堂(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7號) 

三、 附近停車場資訊： 

 公有府前地下停車場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Times 24h普客二四 桃園市政府前停車場(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19號) 

貳、 進場佈置說明 

一、 配合市府防疫措施，請攜帶身分證或市民卡，由指定入口進出，入場時應

量測額溫、酒精消毒雙手及戴口罩，再至4樓大禮堂活動會場報到處報到，

為加快報到速度，請於報到時提供評選編號。 

二、 活動全程皆頇配戴口罩，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加

活動。 

三、 企業場佈時最多兩人進行佈置。 

(一) 報到場佈時間:(含報到及場佈) 

第一梯次為109年7月20日(星期一)08:30－09:30，總計1小時。 

第二梯次為109年7月20日(星期一)12:30－13:30，總計1小時。 

第三梯次為109年7月21日(星期二)08:30－09:30，總計1小時。 

(二) 每一企業展示區域大小240 cm *100cm(包含一張長桌、兩張摺疊椅及一

條桌巾)(可佈置空間為一張長桌(180cm*60cm)及長桌兩側各30cm與長

桌前40cm)，商品佈置完成後請企業離場至企業休息區稍後，待工作人

員叫號分批入場解說。活動結束時請確保桌椅、桌巾清潔無損壞，若違

規導致器材損毀請負責賠償。 

四、 未於上述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場佈之企業視同資格放棄，請務

必遵守於規定時間完成場佈，以避免影響您的權益。 

五、 參選企業於評選當天，請於評選現場提供足量(至少6份)試吃(用)產品(自

行準備試吃盤)及2份包裝完整之商品，並展示產品介紹看板。所有展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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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試吃(用)產品、展示看板應與報名表相符，以利評選委員評分。進行

評選作業時僅一人進行解說，解說時間以3分鐘為限，委員問答及回饋時

間為1分鐘，以避免評選進度之影響。 

六、 每一梯次評選作業結束後企業統一撤場，撤場時間為30分鐘，請企業把握

時間盡速撤場。 

七、 活動現場不提供保冷、保溫設備並禁止烹煮作業，請參選企業自行準備，

前往活動會場前，先自行完成烹煮作業。如評選商品如需冷藏、加熱，評

選順序將安排至每一場次的前15家進行評選。 

八、 因場地限制，企業僅可使用現場提供的快煮壺與電磁爐(各一台)進行食品

加熱作業，並頇依照審查順序輪流使用。若有使用需求之企業請於7月17

日(星期五)前提出申請，無提出申請者恕難提供服務。 

九、 評選會分3梯次進行，第一梯次時間為7月20日(星期一)09:30-12:00(編號

1-36號企業)，第二梯次時間為7月20日(星期一)13:30-16:00(編號37-71號企

業)，第三梯次時間為7月21日(星期二)09:30-12:00(編號72-106號企業)請各

企業依編號依序進場解說。 

十、 企業編號請見附件一：參選企業名單(編號為展示順序)。 

參、 評選流程 

7月 20日(星期一) 

時間 流程 備註 

08:00-08:30 執行單位場佈  

08:30-09:30 
第一梯次企業 

報到及場佈 

09:00-09:30 

評選委員會前會 

09:30-12:00 

第一梯次企業 

(編號：001-036) 

評選作業 

企業分批進場說明 

12:00-12:30 第一梯次企業撤場 評選委員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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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0日(星期一) 

時間 流程 備註 

12:30-13:30 
第二梯次企業 

報到及場佈 

13:30-16:00 

第二梯次企業 

(編號：037-071) 

評選作業 

企業分批進場說明 

16:00-16:30 第二梯次企業撤場 評選委員意見討論 

16:30-17:00 場復  

 

7月 21日(星期二) 

時間 流程 備註 

08:00-08:30 執行單位場佈  

08:30-09:30 
第三梯次企業 

報到及場佈 

09:00-09:30 

評選委員會前會 

09:30-12:00 

第三梯次企業 

(編號：072-106) 

評選作業 

企業分批進場說明 

12:00-12:30 第三梯次企業撤場 
評選委員午餐 

決選會議 
12:30-13:00 場復 

肆、 計分方式 

一、 以分數轉序位進行統計，各組評選前20%名次者為今年得獎產品。 

二、 若遇同分之情事，則依評選委員會決議。 

三、 評選結果需俟奉核後，方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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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分項目 

「好食」食品組評分標準 

序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1 
食品特色

與管理 
美食口感、食品保存及成份標示 30% 

2 商品包裝 
包裝色彩應用、包材運用陳列與送

禮質感等 
25% 

3 
商品開發

潛力 

食材/物料使用或特色應用、造型表

現、創新性等 
25% 

4 商品行銷 

1.商品產業價值 

2.銷售通路及行銷組合 

3.經常主動參與公益性質活動 

20% 

總分 100% 

5 

地方特色/ 

優異成績/

認證 

1.在地特色應用、在地同業或異業結

盟、在地觀光景點結合或地方回饋 

2.得獎事蹟、檢測認證等 

加分項目 

(1-5分) 

 

「好物」非食品組評分標準 

序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1 製作技術 
設計概念周密性、技法、直覺易用

使用需求等 
30% 

2 商品包裝 

1.商品攜帶方便性 

2.商品包裝設計與送禮質感 

3.商品品質及技術應用 

25% 

3 
商品開發

潛力 

商品產業價值、創新性、材質運用

及收藏紀念價值等 
25% 

4 商品行銷 

1.產量產值、市場接受度、行銷通路 

2.經常自行辦理促銷活動或參加展

售活動等 

20%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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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非食品組評分標準 

序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5 

地方特色/ 

優異成績 /

認證 

1.在地特色應用、在地同業或異業結

盟、在地觀光景點結合或地方回饋 

2.得獎事蹟、檢測認證等 

加分項目 

(1-5分) 

伍、 評選結果公告 

一、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官網 https://edb.tycg.gov.tw/index.jsp 

二、 2020桃園金牌好禮官網公告 https://taoyuanbestgifts.vrworld.com.tw/ 

陸、 服務窗口 

 執行單位：2020桃園金牌好禮活動工作小組(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3)271-5915分機305張小姐 

  電子郵件：tygoldengift@gmail.com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發展科) 

  聯絡窗口：03-332-2101分機5122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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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選企業名單 

第一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08:30-09:30 

評選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09:30-12: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1 食品組 東先生商行 檸檬起司泡芙 

2 食品組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

飯店 
桃映紅茶磅蛋糕 

3 食品組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營業所 
勤億幸福滴雞精 

4 食品組 奉茗堂茶業國際有限公司 奉茗堂紅玉佳人禮盒 

5 食品組 香采緣人文品茗坊 茗緣禮盒 

6 食品組 蘭亭茶莊 茶之本色-杉林溪烏龍茶禮盒 

7 食品組 竹峰茗茶休閒農場 
竹峰香迎-梔子花烏龍、蜜香紅

茶兩入禮盒 

8 食品組 永冠實業有限公司 黑牌滷味經典傳承 

9 食品組 
德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酸柑茶啤酒 

10 食品組 富力亨有限公司 富力亨高粱翠玉酸白菜 

11 食品組 香圓食品粄圓屋 五行(彩色)湯圓 

12 食品組 新百王餐廳 軟絲米粉煲 

13 食品組 evAfter / 源秀有限公司 EXQUIS 享饗 

14 食品組 豆趣有限公司 豆趣森林屋 

15 食品組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

廠 
新東陽起司三明治豬肉乾 

16 食品組 維穀力企業商行 養生多穀擂茶粉 

17 食品組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田園南瓜麵包禮盒 

18 食品組 郭祿食品有限公司 米蔥蛋捲 

19 食品組 順發香餅舖 平安鳳梨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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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08:30-09:30 

評選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09:30-12: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20 食品組 宏旺食品有限公司 幸福桃仔園-芋香堅果醬 

21 食品組 實味香 實味香-鴻運當頭禮盒 

22 食品組 達薪企業有限公司 堅果樂園隨身包堅果禮盒 

23 食品組 知味龍食品行 造型大花生 

24 食品組 稦久銥有限公司 享樂-在地經典蜂蜜禮盒-3入 

25 食品組 胖子肉鬆 胖子滿福禮盒 

26 食品組 三陽食品有限公司 三陽精選-小麥蛋白素肉禮盒 

27 食品組 
大漢草本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屋廠) 
大漢酵素 V52蔬果植物醱酵液 

28 食品組 福隆製菓食品廠 麻粩 

29 食品組 人傑有限公司 黃金鳳凰酥 

30 食品組 原選製菓有限公司 五色開運果漾脆米 

31 食品組 威芯企業社 丹參滴雞精 

32 食品組 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如意柿禮盒 

33 食品組 郭長興肉鬆 肉鬆禮盒 

34 食品組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幸福久久禮盒 

35 食品組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八

德分公司 
板塊巧克力-榛果花生 

36 食品組 滿庭香食品有限公司 泥紅軟花生糖 

 

第二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2:30-13:30 

評選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3:30-16: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37 食品組 馬修嚴選(南平門市)-彩宸生馬修嚴選經典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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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2:30-13:30 

評選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3:30-16: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8 食品組 大瑋叔叔手作大福 大福 

39 食品組 百里特有限公司 百里特古城咖啡禮盒 

40 食品組 沏茶林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番庄烏龍茶 

41 食品組 伯元精品咖啡工作室 啡要精挑手選 桃好禮 

42 食品組 桃鱻味商行 Spring春天品茶 

43 食品組 桃園茶行 桃園 30年老茶 

44 食品組 榮榮食品行 麻辣鴨翅 

45 食品組 饌食文創商號 蓮藕啤酒 

46 食品組 
青葉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廠 
青葉嚕肉飯料 

47 食品組 秉峰客家飯館 忠記酿家味梅干菜香腸 

48 食品組 楊梅區農會 仙草雙寶 

49 食品組 威記食品行 小豬園燒豬肉乾 

50 食品組 中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祥麵 –麻醬担担 

51 食品組 健康手作專賣店 裸食原味貝果醬料禮盒 

52 食品組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酒廠 
菊富士生貯藏清酒禮盒 

53 食品組 百崧食品有限公司 椒麻鳳爪 

54 食品組 鴻潔國際有限公司 魔力種子手工爆米花 

55 食品組 達觀有機茶園 五行開運茶罐・蓋碗禮盒 

56 食品組 東垣實業有限公司 養身多穀物高鈣纖粉 

57 食品組 阿仁衝衝衝有限公司 
阿仁牛軋餅&雪 Q餅-閃耀紅禮

盒 

58 食品組 
臺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工廠 
綠寶綠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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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2:30-13:30 

評選時間：7月 20日(星期一)13:30-16: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59 食品組 玄武酒廠有限公司 艾思白葡萄酒/貴夫人梅酒 

60 食品組 竹霄社區發展協會 八德創產樂扶禮盒 

61 食品組 北台灣麥酒有限公司 北台灣麥酒啤酒禮盒 6入 

62 食品組 
三汫鹿兒島食品有限公司

(木匠手作) 
蛋是鳳梨酥 

63 食品組 回回甘莊園 回回甘金磚紅禮盒 

64 食品組 佳麗果物股份有限公司 三日三食綜合鮮果乾 

65 食品組 花東糧業 芭寶玉孃 

66 食品組 蔬米舍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銀耳膠原素燕窩 

67 食品組 
OWL DESSERT 貓頭鷹法

式手工甜點 
July7th檸檬糖霜蛋糕 

68 食品組 手信坊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滴滴噠心蛋捲 (鹹蛋黃口味) 

69 食品組 良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有雞蛋捲 

70 非食品組 琪聖資訊有限公司 
遠紅外線護眼/頸保健 遠紅外

線護腰/頸肩保健 

71 非食品組 彩淩有限公司 茶葉樹籽馬賽皂 

 

第三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1日(星期二)08:30-09:30 

評選時間：7月 21日(星期二)09:30-12: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72 食品組 
大溪區農會(蔬菜產銷班第

三班) 

來自阿姆坪的養生雙寶:有機杭

菊、木耳粉 

73 食品組 樂本甜手作甜點工作室 
樂本甜雙入禮盒（蜂蜜檸檬蛋糕

捲+草莓東方美人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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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次 

報到場佈時間：7月 21日(星期二)08:30-09:30 

評選時間：7月 21日(星期二)09:30-12:00 

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74 食品組 Pinede彼內朵南崁店 1974烤起司蛋糕 

75 食品組 獨享咖啡自家烘焙坊 A10黑豆禮盒 

76 食品組 康董農產企業社 台灣黑豆茶 

77 食品組 永盈商行 豬老大椒麻醬 

78 食品組 添美釀造有限公司 勇士的眼淚（紅藜黑麥啤酒） 

79 食品組 益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我的菜】泰正點! 經典 3入組 

80 食品組 生生圓大飯店 

生生圓綠色仰食寶盒(蟲草花彩

頭糕、口留香松露餃、防疫蕓薹

餃) 

81 食品組 上禾饌食品行 古早味彌月油飯禮盒 

82 食品組 萬家老街豬腳 豬腳麵線禮盒 

83 食品組 台灣天貝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天貝益菌脆餅 (海苔/黑胡椒/辣

味/香梅) 

84 食品組 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鈣活力禮盒組 

85 非食品組 三木工作坊 
手工蜂蠟花 大豆蠟精油蠟燭 

(230g) 

86 非食品組 藝元肚臍章胎毛筆黃金足 肚臍章紀念禮盒 

87 非食品組 晏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阿媽牌生鐵鍋 30cm旗鑑時尚

黑【深平】寬底平底鍋 

88 非食品組 達文西瓜藝文館 大溪文化彩繪獅頭陀螺 

89 非食品組 拉莫爾花藝 永生花禮 

90 非食品組 愛豐盛文創有限公司 手工車縫及客製化絹印面紙盒 

91 非食品組 
安首企業有限公司 (Anson 

安森) 
LED光熱能香薰瓷雕小夜燈 

92 非食品組 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蛋寶卵極萃保濕手工皂 2入組 

93 非食品組 筑皂坊 桃園三結義手工皂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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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編號 
組別 企業名稱 參選商品 

94 非食品組 艾蜜莉手作坊 桃好你心(桃膠礦泥皂禮) 

95 非食品組 
安特生態生技企業社(螞蟻

的家) 
蚊不侵 

96 非食品組 桃復密斯特有限公司 量身訂制西裝套裝 

97 非食品組 立龍興業有限公司 大師傅營養調理機 HF-2068P 

98 非食品組 皇冠服飾工作室 歐風仕女宴會服 

99 非食品組 稻穗股份有限公司 Luft Cube空氣淨化器 

100 非食品組 秘丞手作工坊 蜂蜜護膚皂組 

101 非食品組 大易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舒福系列 

102 非食品組 希薇爾婚禮顧問 乾燥永生花禮 

103 非食品組 高宇木造檡梯扶手有限公司 欄杆扶手 

104 非食品組 SychWood新玉清木器 木作無電音箱 

105 非食品組 添美釀造有限公司 巴索箭袋彩虹紙吸管 

106 非食品組 婕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CIRILLA菁植淨膚噴霧-清新果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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