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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院盃全國創意手沖咖啡比賽 

活動簡章及報名表 

【目的】 

為配合政府推廣農作物政策，產銷的蔬果產物不應滯銷而沒利潤。適逢多

種水果與五穀類的上市，沒有預期的銷量；外銷需求減少，將有產銷失衡之

虞。若能藉由推展臺灣咖啡與水果農作物競賽，為國內的水果開拓另一個新

的市場，提倡國人愛用國內咖啡農作物與各種農作物的結合，開發出有經濟

效益的咖啡商品，也絕對能夠紓解盛產期間，因量多而價跌的情況。 

為此，本年度海洋技術學院與台灣飲料調製協會跨部會攜手合作在台北地區

辦理海洋創意手沖咖啡觀摩友誼賽展開對飲料及咖啡類的相關知識，增進學

生與餐飲從業服務人員，對咖啡、茶品及蔬果穀類果汁等吧台全方位之知識，

以及調製之技能。提振我國農業發展，發展觀光事業，繁榮餐飲相關行業，

為國內業界做產品有效之推展及介紹。透過相互競賽與觀摩模式，促進學術

實務與全國觀光餐旅事業之發展，培育飲料專業人才，提升我國咖啡研發專

業技能與服務品質，藉由競賽互相觀摩有效刺激飲料及咖啡技術的商品價值

感官的經濟產能的發展，創造臺灣農作物的另一個國際舞台。 

 

【競賽時間與場地】 

時間：2015年 12月 28日(星期一) 上午 08：00 ~ 下午 17：00 

場地：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士林校區活動中心 

地址：（士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延帄北路九段 212號 TEL：(02)2810-2292 

※主辦單位保留競賽時間、場地更動的權利。 

※選手說明會當天的說明會上將公佈競賽所使用的咖啡豆，同時也會公佈咖

啡豆及產地內容、烘培度等資訊。參賽者可實際的確認咖啡豆。對每個參

賽者將分發 250g的咖啡豆供練習使用。 

※另於賽前舉辦選手說明會(當日抽籤決定競賽出場序，未能出席者將由大會

代為抽籤)，敬請踴躍參加。 

※選手說明會時間：2015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上午 10點 

地點：琥珀色咖啡 (台北市天祥路 86巷 6弄 2號 1樓，TEL：0986-93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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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條件】 

一、咖啡愛好者。 

二、餐飲、觀光相關科系及社團學生皆可參賽。 

三、可以「個人名義」參賽，若代表店家或學校參賽，每一店家或連鎖店或

單位，不得推薦超過 2名參賽者報名參賽。 

四、報名費用：不分組別，一律新台幣 500元整。 

※報名者必頇遵守參賽者行為規範，據實填寫報名資料，不得造假。 

 

【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以電子郵件報名，E-mail：eawing@mail.tcmt.edu.tw  蕭志聖

老師收。報名後請務必來電(02)2810-2292#5512 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12月 17日截止。 

三、報名費匯款截止日：即日起至 12月 17日截止。 

※報名費匯款後務必來電與大會秘書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 

帳號:00022620131310 戶名: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餐飲學會方品淳。 

四、競賽人數將按場地與時間安排，並以完成確認報名時間順序為準，大會

將視報名情況保留調整的權利，所有報名皆採先報名先受理，額滿截止。

若完成報名後無故不來，且不告知主辦單位，則禁賽一年。 

 

【注意事項】 

一、競賽的規則與規章，請至 http://fbm.tcmt.edu.tw/bin/home.php 下載。〃 

二、競賽選手於競賽當日報時，頇一併繳交「創意咖啡設計說明與照片」表，

若無繳交者，則取消競賽資格。 

三、選手需自行熟練競賽規則規章與競賽程序，不得因為個人未詳讀規則提

出異議。 

三、競賽時若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抵抗之外力因素影響，選手需配合大會時

間調整或其他考量決議。 

五、選手若有任何疑問，請於召開選手說明會時提問；或於競賽一星期前，

以 email方式向大會經理詢問，E-mail : eawing@mail.tcmt.edu.tw蕭志聖

老師收。 

 

mailto:eawing@mail.tcmt.edu.tw
http://fbm.tcmt.edu.tw/bin/home.php
mailto:eawing@mail.tcm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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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 

協辦單位：台灣飲料調製協會 

協辦社團：中華民國校園社團發展協會 

 

【贊助廠商】（依筆劃排序） 

弘峻制服有限公司 

安晶股份有限公司 

金億豐股份有限公司 

努哇克咖啡連鎖新竹總部 

品皇咖啡 

家合貿易公司 

富春五金餐具股份有限公司 

楊家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雷岳科技有限公司 

琥珀色咖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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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賽程時間】 

時間 賽   程 

08:30 

-  
09:00 

參賽者辦理報到手續  請準時報到 

09:00 

-  
09:30 

開幕式-長官致詞 

前四組參賽人員準備就緒 

09:30 

-  
15:30 

競賽時間 

15:30 

-  
16:00 

全體評審介紹 

16:00 

-  
17:00 

名次公佈、頒獎 

閉幕式 

 

依報名人數調整競賽場次及時間。 

 

【獎項內容】 

高中職組： 

1.冠軍：獎狀一紙、獎金 3000元整、獎品。 

2.亞軍：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整、獎品。 

3.季軍：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整、獎品。 

4.最佳創意咖啡獎：獎狀一紙、獎品。 

 

大專職業組： 

1.冠軍：獎狀一紙、獎金 3000元整、獎品。 

2.亞軍：獎狀一紙、獎金 2000元整、獎品。 

3.季軍：獎狀一紙、獎金 1000元整、獎品。 

4.最佳創意咖啡獎：獎狀一紙、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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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內容說明】 

一、競賽 

1.競賽中使用語言為中文。 

2.每位參賽者會有：一位主審、三位感官評審、二位技術評審評分。 

3.參賽者總分為三份感官評分表及二份技術評分表加總。 

4.每位參賽者頇於競賽時間內沖煮至少三壺手沖咖啡，二壺為原味熱咖

啡。另一壺為創意咖啡所用之咖啡。 

5.競賽咖啡呈送依序為：（先）原味熱咖啡、（後）創意咖啡。請注意：呈

送順序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6.【競賽時間】內參賽者可調製超過所需(壺/杯)量，然僅被呈現至評審桌

的才會被評分。 

7.參賽者需於【準備時間】時，需自行確認所有器具之狀態及所有原物料

是否齊全，並測詴磨豆機及研磨刻度。 

8.參賽者需自我介紹及講解創意咖啡成分、特色及主題口感風味。 

9.在競賽進行中，若參賽者有器物及物料之問題，例如打破杯具、忘了原

物料等，均不允許暫停競賽時間。參賽者可徵詢主審之同意後去取用

備品，但不因此中斷計時。 

10.除了參賽者本人、與大會人員外，任何人皆不得於競賽期間、準備時

間、清潔時間站在舞台(競賽區)內。 

11.全場地嚴禁「明火」，例如：瓦斯爐、汽化爐、噴槍、酒精燈(膏)、蠟

燭、油燈、打火機……等可見火之任何設備。參賽者或其教練/助理若

使用任何「明火」的器具或設備，將直接取消資格。 

12.電子秤：僅可用於秤量粉量，不得用來秤量萃取的咖啡。違規者將被

取消參賽資格。 

13.溫度計：僅可用來測量沖壺內水溫，不得用來測量萃取的咖啡溫度。

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14.用水：僅限由大會提供用水。禁止使用自備的用水。違規者將被取消

參賽資格。 

15. 磨豆機：僅限由大會準備的官方指定磨豆機。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

格。 

16.萃取器具（濾杯、濾紙）：大會將準備各種官方指定的產品，參賽者可

從中選擇使用的器具。參賽者不可使用自備的萃取器具。違規者將被

取消參賽資格。 

濾杯規格如下：錐型陶磁濾杯(JA-002-01-C)、陶磁濾杯(JA-001-101-C)，以上二種。 

濾紙規格如下：錐型咖啡濾紙(JA-P-006-102)、咖啡濾紙(JA-P-002-101)，以上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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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咖啡壺：使用大會準備的官方指定產品（只有 1種）。參賽者不可使用

自備的咖啡壺。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18.參賽者除了可自備下列的器具以外，不可攜帶任何器具進入競賽區。  

19.可自備的器具：手沖壺、温度計、抹布、計時器（不可使用發出聲響

的種類）、咖啡粉槽、手工篩選托盤、過濾器(過濾）、攪拌用湯匙、製

作創意咖啡所需之咖啡豆、食材、器皿及機具。 

請注意：手沖壺頇由參賽者自行攜帶，大會恕不提供。 

20.原味熱咖啡及創意咖啡所使用的咖啡基底必頇於演示桌上沖煮。違規

者該項次以零分計。 

21.參賽者原味熱咖啡萃取完畢後，將盛裝之咖啡壺留置於演示桌上即

可，大會將進行萃取量及溫度量測評分後，裝盛於大會自備之咖啡

杯，每壺將分裝為三杯，合計呈送 6 杯咖啡，交由感官評審進行評分。

萃取出的咖啡的口味均一性也是評估的項目之一。 

二、原味熱咖啡 

1.參賽者競賽時原味熱咖啡之咖啡豆需使用大會所提供之咖啡豆。違規者

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參賽者需於【競賽時間】內呈上原味熱咖啡二壺及創意咖啡三杯；創意

咖啡則為一壺三杯。 

3.原味熱咖啡定義，萃取量為每壺 200cc，水溫、粉量及研磨粗細度不限，

必頇用 2 個咖啡壺分別萃取 1 次咖啡，合計萃取 2 次。參賽者可自行

決定同時進行 2次的萃取或依序萃取。競賽時段內可以重新萃取咖啡，

不過不可用同 1 個咖啡壺連續萃取 2 次以上，或只萃取 1 次並將咖啡

分別倒入其它咖啡壺內。（不可將咖啡直接萃取到杯子內。）違規者該

項次以零分計。 

4.呈送的原味熱咖啡除了咖啡豆和萃取用水以外，是不得添加任何原料的

手沖咖啡，溫度必頇在 40 度以上。（例如:禁止將牛奶加入咖啡中。）

違規者該項次以零分計。 

5.呈送原味熱咖啡之杯具由大會提供，參賽者無需自行準備。 

三、創意咖啡 

1.參賽者競賽時創意咖啡之咖啡豆得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可以是單品咖啡

豆，亦可為綜合咖啡豆，咖啡豆的産地及烘培度或用量沒有限制，但

不得使用加味豆。違規者該項次以零分計。 

2.創意咖啡：冰、熱溫度不拘，咖啡基底量不限，杯器皿容量及樣式不限，

但不得偏離以咖啡為主要口感之飲品，必需要是能用喝的。 

3.創意咖啡不得含有酒精性材料及任何非法物質。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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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3.創意咖啡(三杯)，必頇是相同內容的飲品。違規者該項次以零分計。 

4.創意咖啡所使用的咖啡基底必頇於【競賽時間】中製作。違規者該項次

以零分計。 

5.創意咖啡頇於【競賽時間】時調製組合。違規者該項次以零分計。 

6.呈送創意咖啡時所使用的杯具並無規定造型與樣式，但所使用的杯具外

型必頇一致。 

7.創意咖啡的材料必頇能公開檢視，請參賽者攜帶原始容器/原始包裝等

參賽。 

四、競賽時間 

時  間 完    成    項    目 

準備時間  

10分鐘  

1.參賽參賽者上台 

2.設置創意咖啡食材及器具 

競賽時間  

15分鐘  

1.介紹創意咖啡 (含成分、特色、口味、主題) 

2.調製完成二壺原味熱咖啡及三杯相同創意咖啡 

清潔時間  

10分鐘  
清潔及撤場 

 

五、競賽場地 

 

六、機器、其他用電設備 

1.磨豆機：僅限由大會準備的官方指定磨豆機。違規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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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用電設備：參賽者可攜帶 1種用電設備參加競賽，參賽者需向大會

經理報備所帶的電器設備的屬性，也需自行負責向大會經理確認所需

電力是否適合競賽場地所供應的電力。大會僅提供 110V 電壓插座乙

座。 

七、大會提供之設備 

每一個競賽站提供下列：  

1.大會指定用熱水壺。 

2.大會指定用加熱設備。 

3.準備桌(放置加熱設備、磨豆機、熱水壺)：L:1.80m W:0.60m H:0.80m。 

4.演示桌： L:1.80m W:0.60m H:0.70m 。 

5.大會指定用磨豆機、垃圾桶、服務推車：供參賽者運送設備用，從參賽

者準備區到競賽站，以及從競賽結束撤回物品至參賽者準備區。 

八、建議設備與配件 

建議參賽者攜帶所有競賽所需配件，參賽者或許考慮旅途中或競賽中有

可能發生的破損，請斟酌備分，參賽者需自行全程負責自己的設備與配

件，大會工作人員無責任看管參賽者準備室內的物件或遺留在競賽區內

的物件。 

以下是大會建議參賽者準備項目:  

咖啡豆(練習用與競賽用) 

額外所需要的其他電器設備(至多一項) 

創意咖啡杯&盤&湯匙 (三杯飲品用與備用) 

創意咖啡所需設備與配件 

餐巾紙 

水杯(3位感官評審用) 

飲用水(評審用:不可以加味、或添加其他物質，例如檸檬) 

乾淨抹布(練習用與競賽用) 

清潔用具(桌面刷具、磨豆機刷具等) 

托盤(呈送飲料給評審用) 

手沖壺＆手沖台/架 

温度計＆計時器（不可使用發出聲響的種類） 

咖啡粉槽 

手工篩選托盤 

過濾器(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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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指南】 

一、參賽者說明會 

參賽者們需參加競賽前大會所舉辦的參賽者說明會，若無法參加，可指

派代理人並代為抽籤。說明會中大會經理與評審長將會說明與公告競賽

細則，並且現場抽籤上場順序，亦可提問問題。 

二、參賽者準備室 

競賽會場備有參賽者準備室，參賽者準備室僅供參賽者與 1 位偕同教練/

助理進出，評審、媒體、參賽者的親朋好友無法進出此參賽者準備室。

參賽者可放置所有物件在此準備室，參賽者必頇自行看管自己的物件與

材料，大會工作人員無法協助管理參賽者的任何物件。 

三、競賽音樂 

競賽音樂採「自選曲」模式，請於競賽當日報到時繳交音樂(CD 與 MP3

等兩項)。如遇無法播放情形發生，則頇使用「大會指定曲」。 

四、電器用品的定位 

1.大會工作人員會確認大會所提供設備已就緒。 

2.若參賽者有電器設備時，請在競賽報到時提前向大會經理要求協助。競

賽前大會經理會與參賽者聯繫此項準備，大會工作人員可協助參賽者

一同擺放/定位所攜帶電器類設備，一旦設備定位插電妥當之後，參賽

者需馬上離開競賽台，不得再觸碰已就定位的設備。 

五、推車 

大會備有專用推車，將參賽者的物件從參賽者準備室移至競賽區或移出

競賽區至參賽者準備室，競賽前參賽者可將自己在競賽過程中所需使用

的物件擺放在大會推車上，大會工作人員將協助參賽者移動推車至競賽

站以及退出競賽站，但並不協助參賽者將參賽的器材、物品放上推車或

卸下推車。 

六、競賽期間 

1.當參賽者以推車抵達競賽站，大會計時人員會趨前詢問參賽者：要開始

了嗎？參賽者同意開始後，計時員開始計時，參賽者在這個時候才可

以開始從推車卸下物品/用具等，大會工作人員與任何人士都不可協

助。若有任何遺忘的物件，必頇只能參賽者本人去找回/拿回，時間仍

會持續計時， 不會暫停。 

2.在任何情況下，除了參賽者、大會工作人員、評審外，不允許其他人士

進入競賽區域指導，若經勸阻不聽，將取消參賽者資格。 

3.推車上的物件只能由參賽者自己親自卸下所準備的物品，【準備時間】

結束，大會計時人員會將推車推回參賽者準備室，【競賽時間】當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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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不會在競賽區內。 

請注意:【準備時間】結束後，參賽者不可再移動或繼續卸下推車上的

物件，助理/教練/甚至觀眾都不得傳遞或在場外提醒。參賽者只能利用

【競賽時間】自行拿取遺留物件。 

4.參賽者在【準備時間】中詴作咖啡是允許並且鼓勵的。 

5.【準備時間】是不能逾時的，大會計時人員將預告參賽者【準備時間】

的剩餘時間。 

報時模式：5 分鐘、3 分鐘、1 分鐘報時人員說到【時間到、參賽者請

退後】時，參賽者必頇馬上退後。 

6.【競賽時間】的開始，大會主持人會詢問參賽者是否準備好開始，當主

持人示意可以開始時，參賽者即可舉手說「開始」表示開始競賽。同

一時間，大會計時工作人員會啟動計時器開始計時，並且同步啟動碼

錶做【競賽時間】的依據，工作人員的碼表時間並不會顯示於競賽區

域。時間的控制是參賽者的責任，參賽者可觀看大會計時器來作為時

間的參考，但是不可於競賽中詢問剩餘時間，在 15分鐘的【競賽時間】

中，大會計時人員會於 10 分鐘、5 分鐘、3 分鐘及 1 分鐘告知參賽者

剩餘時間。 

請注意：若大會的計時器無法正常運作，參賽者不能暫停【競賽演出】

的時間，必頇繼續。大會時間會依照大會計時人員手中碼錶為準，計時

工作人員也會正常的向參賽者報時。 

7.【競賽時間】開始時，參賽者需向感官評審自我介紹。 

8.【競賽時間】參賽者所呈送之咖啡，不論原味熱咖啡或創意咖啡，均會

留置於桌面不會撒走。 

11.【競賽時間】內，參賽者只能利用準備桌與演示桌的檯面。 

請注意：參賽者若使用任何放置在競賽區地板或跨越競賽區域的器具

或設備，包括輔助餐桌、立架、備餐台、落地置物架等等物品或設施，

將被取消資格。 

12.【競賽時間】會在參賽者舉手喊「Time(停)」時結束，參賽者必頇清

楚明顯的舉手喊「Time(停)」，讓計時人員與主審清楚的看到或聽到。

參賽者可以依照自行安排的流程結束時間，舉例: 參賽者可選擇將最

後一款飲料送上評審桌服務給每位評審後作為結束，或回到競賽站做

完清潔工作後作為結束。參賽者結束時間的同時，大會計時人員也會

同時停止計時，主審將從計時人員取得【競賽時間】的總時間。參賽

者的【競賽時間】為 15分鐘，但提前結束不會扣分也不會加分。 

13.不論是【準備時間】或【競賽時間】，場外的指導是嚴格禁止的，如果

發生類似狀況，參賽者會失去參賽資格。大會鼓勵觀眾/親朋好友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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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油，但場外加油不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協助/提醒。 

請注意：參賽者的教練、任何支持者或親友皆不可站上競賽區。若經

勸阻不聽時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 

七、逾時罰則 

1.如果參賽者未能在其【競賽時間】範圍內結束競賽演出，參賽者仍還可

繼續演出，完成演出/競賽。 

2.若超過 15分鐘時，每過 1 秒，會被每 1位感官評審扣 1 分。 

3.逾時扣分最多為 60分。 

4.逾時超過【競賽時間】第 16分鐘將失去競賽資格。 

八、技術問題 

1.參賽者在【準備時間】與【競賽時間】時段當中，如果覺得有下列問題，

可舉手喊【technical/技術】。 

A.加熱設備(其包含電力或其他設備等相關問題)  

B.磨豆機 

C.任何插電設備(請注意：不含計時器)  

D.視訊設備(參賽者的音樂或小蜜蜂)，【準備時間】時段向大會經理示

意，【競賽時間】時段向主審示意，這時競賽時間會暫停計時。 

2.如果大會經理與主審判斷並同意這是技術的問題，而且認為此問題可在

短時間內排除，將給參賽者適當的額外時間來補償該參賽者，待排除

問題後，恢復競賽並按給予的額外時間開始繼續計時。 

3.如果機器的技術問題一時無法排除，則大會經理與主審可決定該參賽者

是否繼續等候或是停止競賽，待修復完成後重新競賽。 

4.如果參賽者必頇停止競賽，大會經理與主審將另分派時段讓參賽者重新

上場競賽。 

5.如果機器技術問題是因參賽者的錯誤使用而引起的，或機器技術問題是

參賽者自備設備的問題，主審會要求參賽者繼續競賽(從時間停止起開

始繼續)，並且不會給予額外補償時間。 

6.參賽者對於大會設備的不熟悉，不構成可要求暫停的理由。 

 

九、妨礙/阻礙 

1.若有任何人(大會人員/工讀生/評審/觀眾/攝影人員等) 明顯妨礙或阻礙

了參賽者，會給予參賽者額外補償時間，主審會負責監督管理，並決

定給予參賽者的補償時間。 

2.如果評審桌沒能及時清除上一款的咖啡杯而耽誤了參賽者的飲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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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主審會給予參賽者額外補償時間，主審有責任監督管理類似狀況。 

十、遺忘物品 

1.若參賽者在【準備時間】內發現遺忘任何物件，參賽者可自行離開競賽

區去拿取，計時不會停止。 

2.若參賽者在【競賽時間】內發現遺忘任何物件，必頇先向主審報告後，

才能離開競賽區去拿取，計時不會停止。 

3.大會工作人員/參賽者的相關人員/觀眾等皆不能傳遞或協助。 

十一、清潔時間 

當參賽者結束【競賽時間】，應立即展開競賽區的清潔整理工作。大會

工作組員會協助移動推車至競賽站供參賽者搬運物品使用，如參賽者

有自備磨豆機和(或)插電設備，工作人員可協助搬運回參賽者休息室，

但不會給予清理／清潔上的協助，故請參賽者盡速收拾個人的所有競

賽器具，並確實清潔競賽桌面與區域。 

評審們不會對參賽者賽後清潔競賽台的過程或結果予以評分，但是，

當大會認為參賽者清潔不確實時，可要求參賽者再次清理妥當。 

 

【競賽評分標準】 

一、 原味熱咖啡 

參賽者必頇考慮香氣，良質的酸味和咖啡固有甜味的調和，口感帄衡度，

濃度帄衡度等各種因素，致力沖煮以呈現最完美的咖啡。 

二、 創意咖啡 

請向評審說明使用的比賽豆，以及為何決定呈送自己的創意咖啡之發想、

創意食材之選擇與調製方法及飲用方式。 

三、創意咖啡的飲品演示  

咖啡杯、水杯、配件等視覺演示也可得到評分。咖啡杯＆杯碟是否乾淨(飲

品是否溢出杯子或有滴漏的情況)、飲品是否有一貫性和獨創性，演示是否

具有特色等項目皆為評分的對象。 

四、參賽者綜合評分  

評審將針對手沖咖啡專家的技能，飲品的口感評分，個人的演示，飲料的

演示等整體項目給予評分。 

五、評分標準(尺度) 

原味熱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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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性：0〜3g算 15分、4〜6g算 10分、7〜10g算 5分、11g以上為 0 分 

・咖啡萃取量如達規定量（200g）；是則為 10 分，否則為 0分 

・咖啡液溫度是否達到規定的 40℃以上；是則為 10分，否則為 0分 

感官評分標準 

・1-6分(以 0.5 分為單位進行評分)  

無法接受=0、可接受=1、普通=2、良好=3、非常好=4、出類拔萃=5、驚人卓越=6 

・5-10分(以 0.5 分為單位進行評分) 

無法接受=0、可接受=5、普通=6、良好=7、非常好=8、出類拔萃=9、驚人卓越=10 

評分細項請參考大會技術評分表及感官評分表。 

六、同分時的排名順序 

若 2名以上的參賽者取得同分，大會會比較各個審査項目的得分。  

・在審査項目的「原味熱咖啡」部分，得分較高的參賽者之名次在前。  

・「原味熱咖啡」的得分若為同分，「創意咖啡」分數較高的參賽者之名次在前。  

・「創意咖啡」的得分若為同分，「感評表-整體印象」分數較高的參賽者之名次在前。  

・「感評表-整體印象」的得分若為同分，「感評表-原味熱咖啡-均一性」分數較高的參

賽者之名次在前。  

・「感評表-原味熱咖啡-均一性」的得分若為同分，「感評表-原味熱咖啡-帄衡度」分

數較高的參賽者之名次在前。 

 

【評審指南】 

一、評分前評審應禁止的行為 

1.評審們在大會期間必頇約束自己盡量不與參賽者對話，其有可能被視為

是對其他參賽者或出席人員進行個人指導。 

2.感官評審在評分前必頇留意食用不太刺激，中性清淡的食物。 

3.評分前不抽煙。 

4.不抹有香味的除臭劑。 

5.不抹香水、古龍水或有香氣的爽膚水。 

二、賽程中的評審行為守則  

1.評審們必頇公帄公正，誠實評比。 

2.評審們在任何時候對參賽者的態度必頇是肯定的、恭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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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審們需專注與聆聽參賽者的說明。 

4.評審長及主審有權糾正評審們的禮儀舉止。 

5.非屬自己評分時，不得進入競賽區域內。 

6.非屬自己評分之選手的飲品，不得品飲。 

三、評分的注意事項 

請切記不僅是觀眾、義工和營運管理人員，連參賽者都必頇注意在評分

口感時，自己是評審們觀察的一部分。任何些許的動作或臉部表情皆有

可能被解讀為正面或負面訊息。 

四、大會對評審的期許 

1.參賽者在自我介紹時，友善微笑表示歡迎。 

2.飲料呈上後，應儘快開始評分。 

3.請記得:評審對參賽者的心理層面具有重大影響力。 

4.評分口感時，不與其他評審互看或露出任何表情。請切記一旦眼神接觸

時，容易有臉部表情的產生。 

5.競賽過程中，不與其他評審交談。 

6.在舞台上不與其他感官評審討論自己的評語。 

7.品鑑飲料時，不露出笑意。 

8.不做任何可能被參賽者與觀眾誤會的負面舉動。 

9.不讓任何人品嚐端給自己的飲料。 

10.對主審若有任何議論、確認或質疑事項，請於競賽結束後於後台請教。 

五、填寫評分表的注意事項 

1.評審的全名必頇清楚填寫在評分表的上方。 

2.必頇明確填寫評分表。 

3.將評分表交給主審時，確認已評估所有的項目並填入得分。 

 

【異議與訴請裁決】 

一、競賽過程當中，參賽者的任何抗議與異議必頇透過大會經理，大會經理

會決定此問題是否能當場給予答覆，或此異議需競賽之後由參賽者書面

提出答覆要求。 

二、若大會經理認為參賽者的異議可當場得到答覆，大會經理將集合相關人

員當場處理，以求競賽的公帄性，大會經理將大會決定告知參賽者。 

三、若參賽者對一位或多位評審的分數有異議， 參賽者可在評分解說時向主

審提出異議，主審會與相關評審詢問與求證後，再以 e-mail給予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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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參賽者的抱怨/異議無法當場得到答覆，參賽者需提出書面答覆要求，

大會的回覆將是大會的最後仲裁。書面要求答覆需包含下列:  

1. 參賽者姓名、聯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2.日期 

3.清楚且準確的敘述抱怨與異議事項 

4.相關事項的發生日期與時間 

5.參賽者的觀點與期待解決方案 

6.牽涉人員(若有)  

※任何異義/抱怨之提出，若不含上列任何一項，大會皆不予回覆。並請

在相關事項發生之 24小時之內 E-mail提出。 

 

【其他相關事項】 

一、參賽人員必頇於當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前完成報到手續，報到時需攜帶報

名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 

二、為求公帄，參賽者及助手勿穿著校服、店服(包含：臂章、胸章、名牌…

等)或秀出校旗，嚴禁穿細高跟鞋，違者不予計分。 

三、承辦單位以裁判的審核為決定權，不接受其他的評議。(如有疑問，煩請

帶隊老師洽承辦單位主審處理)。 

四、承辦單位競賽期間開放拍照(不得使用閃光燈)、錄影，但以不影響參賽者

競賽為原則。 

五、競賽報名費之收據皆於競賽當日發，若競賽當日未到現場，請於賽後主

動向主辦單位索取，改以郵寄方式寄發。 

六、主辦單位不負任何器具、材料及個人財務之保管責任，請自行注意隨身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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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院盃全國創意手沖咖啡比賽 

競賽報名表 

參 賽 者 姓 名  性 別  

聯 絡 電 話  手 機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必填,請清楚填寫) 
 

參 賽 組 別 □高中職組  □大專職業組 

代表公司/學校： □個人名義 

店家代表者請蓋公司發票章 / 個人參賽者請簽名 / 在學學生請附學生證影本： 

 

報名費收據抬頭：□同代表公司  

□本人已熟練競賽規則規章，不因個人未詳讀規則提出異議。 
(此項不勾選者，恕不接受報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選手簽名： 
 
 

◎以電子郵件報名，mail：eawing@mail.tcmt.edu.tw。 

截止日期：2015年12月17日下午五時。 

◎報名時請一併將報名費匯款至以下帳戶以完成報名手續。 

帳號：00022620131310 

帳戶：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餐飲學會方品淳 

◎報名費匯款後務必來電與大會秘書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電話：(02)2810-2292轉分機5512 

◎所有資訊將以e-mail通知，e-mail帳號請務必填寫清楚，若有不清楚之處以致於收信錯誤，

選手將自行負責。 

mailto:eawing@mail.tcm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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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院盃全國創意手沖咖啡比賽- 創意咖啡設計說明與照片 

創意咖啡說明 

咖啡豆：  

 

 

 

材料：  

 

 

 

準備方法：  

 

 

 

風味：  

 

 

 

創意咖啡成品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