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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 

賽事簡章 

壹、賽事資訊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主辦單位：臺灣咖啡產業策略聯盟、社團法人台灣咖啡協會、台灣咖啡發展協

會、TCL台灣咖啡研究室 

 協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其他產學協辦單位詳見官網 

 

貳、賽事簡介 

近年來臺灣咖啡生豆品質日漸提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為拓展臺

灣咖啡國際知名度，2021 年首次與卓越咖啡聯盟（Alliance for Coffee 

Excellence，ACE）合作，舉辦第一屆「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創下 PCA

拍賣平台有史以來最高拍賣金額。今（2022）年賡續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賽事，

篩選出臺灣咖啡國家隊，由這些代表臺灣的極緻精品咖啡生豆，透過 ACE平台

進行國際網路同步競標，並向國際精品咖啡消費市場邁進。 

 

參、活動日程  

一、 報名：                      

二、 參賽生豆寄達收件處：                      

三、 評審暨觀察員報名：          

四、 初複選評審及觀察員訓練：    

五、 國家初複選：                

六、 GCCs評選結果公告：          

七、 國際網路線上同步競標：          

即日起至 2022年 4 月 8日 

2022年 4月 18日～4月 20日 

即日起至 2022年 4 月 8日 

2022年 5月 3日 

2022年 5月 4日～5月 6日 

2022年 5月 31日 

2022年 6月 30日 

 

肆、報名資格與生豆收件規範 

一、限臺灣農友或莊園以臺灣在地自產咖啡生豆參賽(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參賽生豆的製程中，不得添加其他具有香氣或味道影響的外部材料，如：

不可添加香精、香料、水果及其衍生品等可能對成品產生外部影響之材料，

如經發現將取消參賽資格。但酵母菌、乳酸菌、二氧化碳…等用以控制發

酵過程且符合食品安全之微生物及氣體不在此限，惟須於報名時註明。 

三、如經發現使用非國產咖啡豆或使用違規製程，將取消參賽資格且負一切

民刑事責任。如賽後始發現違規情形，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者所有獎項，

並追回拍賣金額，且參賽者須負擔所有衍生成本與損害賠償，參賽者不能

提出異議並需放棄先訴抗辯權。 



2 
 

四、主（承）辦單位有權實地勘查參賽者之農園、生產設施，以確認參賽樣本

之來源正確性，參賽者應配合進行。 

五、主（承）辦單位有權進行農藥抽檢，若殘留結果未合格，將失去參賽資格。 

六、單一農戶或莊園並不限繳件件數上限，但以不同批次為限，不得將同一批

次樣本重複送件。 

七、每件樣品需去殼咖啡生豆淨重 42 公斤以上，每增加一單位為 5公斤（如 

47 公斤、52 公斤…以此類推），最多繳交 502 公斤。另需繳交同批次

生豆樣品的帶殼豆 500公克，作為鑑定生豆遺傳與產地之用。 

八、單一農戶或莊園繳件數量超過二件者，重量未達 72 kg的批次至多兩件。

（例如可以繳交三件，三件重量分別為：42、42、72 公斤，但不可以為：

42、42、42 公斤） 

九、為保障生豆資訊的透明度與可追溯性，若繳件批次為混合批次，例如不同

品種、不同處理法混合，參賽者應於報名時充分說明混合的組成。 

十、為維護農友及競標得標買家之權益，參賽者在銷售其他非繳交至大會之

咖啡批次時，不得使用競標同批次…等易混淆市場認知之銷售用語。 

十一、 參賽生豆需符合 SCA生豆瑕疵規範，主（承）辦單位有權進行生豆物

理篩選抽檢，若未達精品等級，將逕行退件。 

十二、 生豆含水率不得高於 11%±1%，於收件時以水份測量儀器就送評樣品

取樣，採 2-3 次取樣計算其平均值，高於 11%±1% 將不列入評選。 

十三、 因疫情考量，本次生豆收件請參賽農友以郵遞（宅配）方式交件，地

址與收件資料將另行公告於官網，如有大重量批次需親送，請先與收件單

位聯繫預約收件時段。 

十四、 實際繳件重量與報名重量得存在一倍以內之增減誤差，繳件件數則

以報名件數為準。 

十五、 本賽事總收件數以 100件為原則，並以郵寄寄達時間為準，倘截止日

前寄達樣本已累計超過 100件，主辦單位得提早公告收件截止，公告當日

寄出者（依郵戳為憑）將增額受理收件。 

十六、 其他注意事項公告於本賽事官方網站。(https://twn.coffee)，並以

email通知報名農友。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2年 4月 8日。 

二、請至「2022 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網站」(https://twn.coffee），

下載報名表格參賽。 

三、將填妥的報名表格紙本（附件一），連同身分證影本、評鑑參賽同意書（附

件二），以及溯源產品證明文件，於 4月 8日前（以郵戳為憑）掛號寄達。

上述報名文件若有缺漏或錯誤，經主(承)辦單位通知後，參賽者應於 4月

13日下午 5點前完成補件，未能完成補件者將無法參賽。 

https://twn.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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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25號 4樓。 

收件人：「台灣咖啡研究室 典藏競標小組」收 

四、本次賽事亦可透過線上報名，詳見線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88oxw8SCwGtL7s8bA) 

五、報名後請電話連絡「台灣咖啡研究室 典藏競標小組」

確認（承辦人：高先生，電話：02-8911-6612＃103)。 

陸、評選方式 

一、競標前之賽事評選皆採用 COE 杯測模式進行，並使用 COE 杯測表進行評

分。 

二、國家評選階段，由 24 位成員組成評審團，並且由主辦單位分成 6組杯測

小組，每小組安排 3位正式評審（其中一位將擔任組長）及 1位觀察員。 

三、若國內疫情提升為三級警戒以上，杯測小組將在各自獨立的杯測場地，完

成杯測評選作業。 

四、國家評審團組成如下 

(一)主任評審：由主辦單位指派，負責評審訓練營及國家評選賽事之主持，

監督活動的完整性、程序正確，確保評審清楚且正確的填寫杯測表格，

主任評審之杯測分數不列入評選結果計算，僅在樣本具有風味瑕疵

或外部汙染之問題時擁有最終裁決權。 

(二)組長暨正式評審(以下簡稱組長)：除樣本杯測外，並需負責確保各小

組評選樣本備置正確性及掌握各小組杯測流程、秩序。 

(三)正式評審：負責樣本之杯測。 

(四)觀察員：隨正式評審團進行杯測，然杯測分數不列入計算。 

五、評審暨觀察員之報名遴選，皆採公開徵選進行，除通過書面資格審查外，

並需全程參加評審訓練營。 

六、詳 細 甄 選 資 格 與 規 範 ， 請 參 閱 評 審 暨 觀 察 員 報 名 簡 章 ：  

https://reurl.cc/2DylR4 

七、GCCs決選階段將由 ACE及相關之全球咖啡中心 Global Coffee Centers 

(GCCs)邀請各國具有採購意願、市場推廣潛力及專業杯測能力的買家擔

任評審，並於 ACE策略聯盟之全球咖啡中心（GCCs）進行決選杯測評分。 

八、初複選於國內舉行，初選杯測分數高於 85者得晉級複選，若初選杯測分

數高於 85 分者超過 40 件，則依正式評審團之平均分數（杯測分數平均

值取至小數點後兩位）取前 40名進入複選（同分則增額錄取）。複選回合

之平均分數高於 86分者得晉級 GCCs 評選，若分數高於 86 分（杯測分數

平均值取至小數點後兩位）者超過 20 件，則依平均分數取前 20 名進入

GCCs評選（同分則增額錄取）。 

九、若收件數量少於 50件，國家評選則僅進行初選杯測，初選杯測分數高於

86 者得晉級決選，若初選杯測分數高於 86 分者超過 20 件，則依正式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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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團之平均分數（杯測分數平均值取至小數點後兩位）取前 20名進入決

選（同分則增額錄取）。 

十、晉級決選之咖啡，將由主辦單位統一包裝後，將生豆寄往 ACE 指定之全球

咖啡中心（GCCs），交由受邀評審團進行評分，由 ACE彙整相關資料後完

成決選分數統計並公告之。決選得分超過 86分者，將取得國際拍賣資格，

主（承）辦單位得依實際情況調整拍賣點數。 

十一、 各輪評選中若參賽樣本任一杯出現具外部污染或嚴重風味瑕疵者

（如酚味、霉味、生馬鈴薯味或過度發酵...等），經主任評審確認後，將

直接喪失晉級資格。 

 

柒、大會生豆收購、拍賣與退還規則 

一、所繳交之生豆，其中 2 公斤將用於國家初複選杯測使用，另外 2 公斤將

用於 GCCs 評選。未入選國際拍賣者，將在各階段結果公告 30日內，扣除

實際使用量之後全數退還參賽者，退還地點與日期將另行公告。 

二、晉級拍賣之咖啡，主辦單位將收購 8 公斤作為國際樣本派發與行銷推廣

之用。GCCs 決選分數高於 86 分者，以新台幣 2,000 元/公斤單價進行收

購，GCCs 決選分數高於 90分者，以新台幣 3,500元/公斤進行收購。 

三、拍賣重量為收件重量扣除 12公斤，包括評選階段使用之 4 公斤與樣本派

發之 8公斤。 

四、拍賣採國際網路同步競標，平台使用 ACE網路競標系統，起標價為 22 USD/ 

lb （相當約新台幣 1,500元/公斤），所有名次將同時開始競標，若 3分

鐘內，所有批次皆無買家加價，則拍賣結束。未賣出之批次將悉數退還參

賽者。 

五、拍賣金額以美金計價，原則上於拍賣後 90日內（實際收款日以買家付款

之時間點為準），匯達參賽者指定之美金戶頭。若參賽者希望以台幣戶頭

收款且買家以美金付款，代收單位將以代收銀行收款當日之結算匯率結

算，並扣除必要之金流手續費後，匯達參賽者指定之台幣戶頭。若參賽者

希望以台幣戶頭收款且買家亦選擇支付台幣，則依照拍賣日當日臺灣銀

行即期買入賣出收盤價平均結算為台幣金額，並扣除必要之金流手續費

後，匯達參賽者指定之台幣戶頭。 

六、包裝、寄送競標樣本、寄送拍賣商品將由主辦單位進行，參賽者不須負擔

包裝費用以及國際物流費用。 

七、退還生豆樣本若單件重量在 42公斤以內，則由承辦單位負擔運費並逕行

郵寄退回。若單件重量大於 42公斤，則由參賽者自行領回，或委由承辦

單位協助寄回，惟運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公告後逾 30日未領回，將酌

收倉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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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約定事項 

一、參賽者須遵守賽事簡章之相關規定，並尊重主辦單位及評審之專業，不得

提出異議。 

二、凡參賽之樣本，限定為臺灣本地栽培生產之咖啡生豆，如經評審人員發現

樣本使用或摻雜非國產咖啡豆，將取消參賽資格且負詐欺刑責任。如賽後

始發現違規情形，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者所有頭銜，並追回拍賣金額，且

參賽者須負擔所有衍生成本與利益損失之賠償，參賽者不能提出異議並

需放棄抗辯權。 

三、於賽事及拍賣全程完成前，參賽者不得要求退還生豆或退出拍賣。 

四、本賽事辦法如因疫情變化而需要調整，或有其他未盡之事宜，得由主辦單

位統一解釋辦理。 

五、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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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   

報名表 

 

報名基本資訊  

參賽者姓名  農場/莊園名稱  

連絡電話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賽後生豆退還地址 

（需自行負擔運費） 

 

電子信箱  

溯源產品證明 

（請檢附證明文件） 

□有機農業產品標章  □產銷履歷標章  □產地證明標章  

□臺灣農產生產溯源 QR Code  

莊園面積 公頃  莊園標高 公尺  

種植株數 株  收穫株數 株  

咖啡果實年產量 公斤  咖啡生豆年產量 公斤  

請介紹咖啡莊園、農場或品牌之特色約 100-200 字 （作為賽事推廣用）：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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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基本資訊 

報名重量 

（至少 42公斤） 
公斤 採收年月 年   月 

本批次 

產地標高 
公尺 

咖啡品種 

□ 阿拉比卡 （品種未知）   □ 鐵比卡 Typica    

□ 卡杜拉 Caturra   □ 肯亞種 SL34   □ 藝伎種 Geisha    

□ 波旁 Bourbon   □ 黃波旁 Yellow Bourbon    

□ 衣索比亞原生種 Heirloom   □其他品種：                 

種植地號或 

GPS定位 

        縣/市        區/鄉/鎮/市            段           號 

            “N            “E 

後製處理法 □水洗法   □日曬法   □蜜處理   □其他           

是否接種 

微生物 
□無添加   □接種酵母菌   □接種乳酸菌   □其他           

描述發酵方法與時間 

（溫度、氧氣、濕式或乾式、其他

等） 

乾燥方法與時間 

（自然乾燥或機械） 

保存及時間 

（常溫、低溫、袋裝或桶

裝） 

   

 

若同一個參賽者報名超過一件樣本，「報名基本資訊」填寫一張即可，「樣本基

本資訊」則需個別填寫。 

寄送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25號4樓。 

收件人： 台灣咖啡研究室 典藏競標小組 收 

連絡電話：02-8911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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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 

參賽同意書 

 

本人同意參加「2022 典藏臺灣精品咖啡國際競標」並同意接受以

下規範： 

一、 送審資料確實填寫並由本人簽章確認詳實無誤。 

二、 繳交之咖啡豆限臺灣生產，且製程中不可添加香精、香料、水果

或其他非咖啡材料，惟酵母菌、乳酸菌…等促進發酵之微生物不

在此限。 

三、 為了維護農友以及競標得標買家之權益，本人在自行銷售非繳交

至大會之咖啡批次時，同意不使用競標同批次…等容易混淆市場

認知之銷售用語。 

四、 如經發現違反上述規定或不實填報，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者所有

頭銜，並追回拍賣金額，且參賽者須負擔所有法律責任，並承擔

所有衍生成本與損害賠償，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並放棄先訴抗

辯權。 

五、 於賽事及拍賣全程完成前，不得要求提前退還生豆，並尊重主辦

單位及評鑑專家之評審，不得異議。 

六、 了解本同意書以及報名表，皆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要

求，並同意授予主辦與承辦單位進行所述目的之使用權利，留存

此同意書以供日後查驗。             

     

                立  書  人：_______________（簽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