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資料 

姓名： 陳麒文 

TEL： 03-5381183 轉分機 8306 

E-MAIL： austinaoc@yahoo.com.tw 

主要學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創新所碩士 

主要經驗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助理教授 

(2) 日本山梨縣國際大賽臺灣區 執行總監 

(3) 國際台灣餐飲大賽總執行長 

(4) 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廚藝總監  

(5) 韓國國際料理烹飪大賽 臺灣區 執行總監 

(6) 法國藍帶受封-騎士勳章  

(7) 大華科技大學餐飲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8) 大華科技大學觀光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廚系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1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中廚系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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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華技術學院觀光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推廣中心--講師  

(13) 市立餐旅國民中學志工精進研習班—講師  

(14) 非國布及那法索國宴--主廚  

(15) Laico Ouaga 2000 飯店—客座主廚 

(16) 八佰屋--餐飲顧問  

(17) 國立南港高中特教班—客座技師 

(18)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教師  

(19) 紅林鐵板燒餐廳--主廚  

(20) 百萬石鐵板燒餐廳—廚師  

(21) 台北亞都飯店—廚師 

 

 
學術專長  

證照 
(1) 1996 年取得中餐烹飪丙級證照 

(2) 2003 年取得 HACCP 課程證照（食品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課程） 

(3) 2003 年取得調酒丙級證照 

(4) 2008 年取得中式麵食酥糕類乙丙級證照 

(5) 2009 年取得中式麵食發麵類乙級證照 

(6) 2010 年取得中式麵食水調類乙丙級證照 

(7) 2010 年取得中式米食-米粒米漿型丙級證照 

(8) 2012 年取得中式米食-熟粉、一般膨發類丙級證照 

(9) 2012 年取得西餐烹飪-丙級證照 

(10) 2013 年取得烘焙食品-麵包丙級證照 

(11) 2013 年取得餐飲品牌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 

(12) 2013 年取得餐飲服務流程企劃師-乙級證照 

(13) 2013 年取得餐飲商品結構企劃師-乙級證照 

(14) 2015 年取得廚師證 

 
授教課程  

西餐、中餐、中式點心 

 

論文著作  

(1) 2009 年烘焙工業 N0.144 期-中式麵食術科檢定考試-產品製作 

(2) 2009 年烘焙工業 N0.145 期-烘焙酵母麵種的應用 

(3) 2010 年烘焙工業 N0.150 期-傳統油條與添加無鋁油條膨發劑之油條品質與口感比較 

(4) 2013 年大華科大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荷包蛋芒果冰發表 

(5) 2013 年大華科大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豆渣饅頭品質之探討發表 

(6) 2016 年紫地瓜饅頭花青素含量探討-碩士論文 

(7) 2016 年名師親授中點專書 

(8) 2017 年最愛吃米食專書 

 

 



競賽成果/個人榮譽 

比賽及其他經歷: 

(1) 2017 年美國（休斯頓、北卡、羊城、聖路易、亞特蘭大）非巡迴示範表演 

(2) 2017 年新唐人電視台電視節目拍攝 

(3) 2017 年民視做點心用點心電視節目拍攝 

(4) 2017 年兩岸十大名師獎 

(5) 2017 年韓國首爾國際烹飪大賽-國際評審 

(6) 2017 年日本山梨縣國際烹飪大賽-國際評審並受頒金廚獎 

(7) 2016 年南非巡迴示範表演 

(8) 2016 年韓國電視新聞受訪 

(9) 2016 年韓國釜山國際烹飪大賽-國際評審並受頒金廚獎 

(10) 2016 年青年獎章（行政院頒獎總統招見） 

(11) 2016 年韓國首爾 WACS 烹飪競賽-團體金牌 

(12) 2015 年優良廚師 FDA 金帽獎 

(13) 2015 年加拿大溫拿華、多倫多、溫哥華島示範表演 

(14) 2014 年爸媽冏很大電視節目拍攝 

(15) 2014 年緯來風水有關係電視節目拍攝 

(16) 2014 年統一滿漢麵廣告拍攝 

(17) 2014 年食衛署食安記者會表演 

(18) 2014 年世貿旅展表演 

(19) 2014 年中視電視新聞三缺一示範表演 

(20) 2014 年加拿大料理鐵人 iron chef 世界烹飪挑戰賽-亞軍  

(21) 2014 年斯里蘭卡烹飪大賽-個人組金牌  

(22) 2014 年斯理蘭卡烹飪大賽-個人三項金牌  

(23) 2014 年斯理蘭卡烹飪大賽-團體組金牌  

(24) 2014 年韓國首爾烹飪大賽-個人組金牌  

(25) 2013 年馬來西亞國際養生烹飪大賽-個人組金牌  

(26) 2013 年馬來西亞國際養生烹飪大賽-個人三項金牌 

(27) 2013 年馬來西亞國際養生烹飪大賽-團體組金牌  

(28) 2013 年 FHM 世界烹飪比賽 PLATED APPETIZERS 類-優勝  

(29) 2013 年 FHM 世界烹飪比賽 SHOWPIECE 類-銀牌  

(30) 2013 年受封法國藍帶騎士勳章 

(31) 2012 年統一肉燥料理大賽社會組-佳作  

(32) 2011 年龍山寺地下 街烹飪競賽展廚藝-創意壽司組-冠軍 

(33) 2011 年龍山寺地下 街烹飪競賽展廚藝-創意手卷組-冠軍 

(34) 2011 年非國布吉納法索中華美食國宴烹飪 

(35) 2011 年屏東萬丹紅豆節創意料理比賽-第二名 

(36) 2010 年好菇道親子創意料理比賽-第三名 

(37) 2010 年新竹創意摃丸米粉節比賽-冠軍 

(38) 2010 年北市牛肉麵節創意組—佳作 

(39) 2010 年客家筵席料理比賽-佳作 

(40) 2010 年烹飪教室-佳作 

(41) 2010 年蘋果日報創意麵點美食專欄 

(42) 2009 年客家小炒烹飪大賽-冠軍 



(43) 2009 年新竹創意摃丸達人比賽-冠軍 

(44) 2009 年三芝筊白筍比賽-冠軍 

(45) 2009 年第三屆素食烹飪賽-優勝 

(46) 2009 年世貿米食博覽會表演 

(47) 2009 年華視台灣農民力菜餚表演 

(48) 2008 年第一屆台北市麻油雞創意組—冠軍。 

(49) 2008 年龜甲萬烹飪大賽優勝獎 

(50) 2008 年受邀至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台灣美食文化表演 

(51) 2008 年溫哥華世界日報專訪登出 

(52) 2008 年新竹創意摃丸達人比賽-亞軍。 

(53) 2008 年泡麵創意達人獎 

(54) 2008 年第二屆素食烹飪賽-佳作 

(55) 2007 年龜甲萬烹飪大賽優選獎 

(56) 2007 年中餐烹飪全國技能競賽北區銀牌獎 

(57) 2007 年北市魯肉飯節創意組-亞軍 

(58) 2007 年受邀至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台灣美食文化表演 

(59) 2007 年受邀紐西蘭牛肉座講會分亨紐西蘭牛肉烹飪心得 

(60) 2007 年第一屆素食烹飪賽-銀牌獎 

(61) 2006 年龜甲萬烹飪大賽第三名 

(62) 2006 年客家美食大賽北區初賽廚師組優勝獎 

(63) 2006 年北京食神爭霸國際比賽—冷盤組（金牌獎） 

(64) 2006 年北京食神爭霸國際比賽—熱菜組（特金獎） 

(65) 2006 年北市牛肉麵節創意組—冠軍 

(66) 2006 年受訪於電視非凡頻道 

(67) 2006 年受邀於華視八點檔（快樂專賣店）菜餚表演 

(68) 2005 年烹飪教室第三名 

(69) 2005 年台灣米創意飯糰擂台賽佳作 

(70) 2005 年新竹創意摃丸達人比賽-冠軍 

(71) 2004 年稻香料理米酒大賽-客家菜組冠軍 

(72) 2004 年受邀於蘋果日報創意美食專欄登出 

(73) 2003 年美極烹飪大賽-入圍獎 

(74) 2002 年烹飪教室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