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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國大專盃製茶技術競賽活動辦法 

110 年 08月 09日 

一、目的： 

為配合茶產業發展所需及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培育出茶產業相關人才，並

為提供學生更多跨域學習之機會，本學程配合執行 110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中興大學研提【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計畫的子計畫-「茶產業人才培

育」，舉辦「大專盃製茶技術競賽」，藉以互相觀摩切磋，檢討改進製茶技術，期

能提升茶葉品質，增進臺茶之市場競爭力。 

全國大專盃製茶技術競賽將鼓勵各大專院校所屬茶產業系所推派學生參賽，

以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利製茶技術之傳承，並邀請國內茶產業各領域之專家

與會擔任評審，以增加業者認識學生的機會，並為茶業承先啟後做最佳詮釋。 

二、辦理機關： 

指導機關：教育部 

執行機關：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主辦機關︰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生管學程) 

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 

三、競賽規則： 

(一) 參賽者請上網報名，網址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TMU2hOEN9N1v4CCn3NirH9HEY4S2I8c

Nxk86E41mTg/edit?ts=5f9aa6fa&gxids=7757  

即日起至 10月 25日（星期一）截止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參加競賽隊伍以 3人為一隊。每校至多三隊。 

競賽日期：110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為期二天。 

(二) 報名：每隊報名費 2,000元 (購買郵政禮券面額二千元，掛號寄至 402台

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綜合教學大樓 7樓 生管學程)，便於作業請於 110

年 10月 25日前（郵戳日期 10 月 25日）寄達，收到禮券後方才完成報名

程序。完成比賽評比者，於評比結束後全額退還，競賽隊伍完成比賽評比

者，於評比結束後全額退還；特別申明：競賽隊伍如果未全程參與競賽或

是於報名截止後，無故提出退賽，報名費全不退還。 

 聯絡電話:唐佩辰小姐 (0933-421432)  

     生管學程楊助教(04-22854527；04-22840711#710及 711) 

(三) 選手資格：各大專院校系所徵選後推派(資格為大專院校在校生)，且三年   

內未曾於全國製茶技術競賽得獎者均可報名，男女不拘。 

(四) 選手組數：僅限 12隊，先報名者為先，惟每校至多三隊。報名截止後， 

若不足 12隊，主辦單位得推薦符合資格選手遞補。 

(五) 地點：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   

68號)。 



2 
 

(六) 製茶種類：本年度以條型茶為主，各隊均需製成綠茶及包種茶各 2公斤。

於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進行競賽，各參賽選手在競賽

期間不得替換，否則主辦機關可逕行取消參賽資格。選手繳交茶葉後，當

天就綠茶與包種茶分別評審，擇優錄取給予綠茶獎，包種茶獎與團體獎等

三項(每項取冠軍 1隊、亞軍 1隊及季軍 1隊。團體獎以綠茶及包種茶名

次相加，數字較低者為優勝，同分則並列所佔之最高獎，餘盡列空。得獎

隊伍頒發獎金︰冠軍 3千元，亞軍 2千元，季軍 1千元，並列者均分所占

名次獎金；為鼓勵本校國際生認識茶文化暨參賽，另有國際生參賽，不在

敘獎之列。 

 (七)茶菁原料： 

1. 品種：四季春或臺茶 12 號(視茶菁生長情形)。 

2. 採法：機採。 

3. 數量：每隊 20公斤。 

(八)製茶場地及用具相關規範：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與會人員均全

程配戴口罩，各組分室執行製茶，分組使用製茶機械。 

1.場地範圍：日光萎凋需在製茶規定場所範圍內；室內萎凋、殺菁、揉捻

、團揉及乾燥在指定之製茶場所範圍內。 

2.用 具： 

(1)笳  藶：每隊 10 個 。 

(2)萎凋架：每隊 1 臺 10 格。 

(3)攪  拌：手拌或浪菁機攪拌。 

(4)殺  菁：圓筒式殺菁機。 

(5)揉  捻：望月氏揉捻機。 

(6)解  塊：以手解塊。 

(7)乾  燥：箱型或乙種乾燥機。 

3.限 制： 

(1)執行機關組成糾察小組，不定時巡查競賽場所進行考評作業。各 

選手應遵守維持場區安全衛生與清潔維護工作，並恪守競賽相關規定 

及服從指導，凡選手經糾察小組考評不符合規定而記點者，應於評審 

後以降一級處置。 

(2)參賽選手不得中途頂替，亦不得有眷屬或他人協助。若有頂替或 

他人協助經檢舉屬實者，取消比賽資格。 

(3)參賽選手報到時須提供有效學生證，做身分查驗用，並於製茶場所內 

        必須將識別證配戴於胸前(可識別位置)。 

(4)比賽進行中不得使用規定以外工具，亦不得觸摸他人茶葉。 

(5)室外日光萎凋、室內萎凋及攪拌等作業過程中散落之茶菁，需自 

行打掃乾淨，以維護現場環境衛生。 

(6)製茶場所內嚴禁抽煙、喝酒及嚼檳榔，經勸阻二次以上違禁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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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資格。 

(7)發現作弊等不當行為，一律取消比賽資格，並加以公佈。 

(8)競賽期間提供選手膳食、住宿(因應疫情措施：1隊 3人 1室，請自備

室內拖鞋、個人盥洗用具及睡袋)。 

(9)交茶時間：茶葉製成後請務必於規定時間，當日上午 09:00~12:00至

製茶廠指定場所繳交綠茶與包種茶各 2公斤茶乾。不足者，不得參加評比

。 

(10)評審日期及地點：繳交茶樣收齊後於下午 13:30~16:00 於中興大學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 68號）進行評審

，並當場公布評審得獎名單。 

(11)評審委員：由本學程遴聘茶業改良場或大專院校三位專家擔任評審委

員。 

(12)評審標準： 

項目 評分比重 ［綠茶］審查內容 ［包種茶］審查內容 

外觀：

形狀、

色澤 

20％ 

 

綠茶以銀白穩翠、纖細卷

曲、白毫顯露為上品、翠

綠顯毫亦純清，直條暗綠

帶黃非上品。 

包種茶之形狀宜條索勻齊

；色澤宜鮮豔墨綠帶光澤

；若形狀粗鬆、粗扁、團

塊或葉片粗老、葉灰、黃

片或茶梗顯、梗紅皆為缺

點。 

水色 20％ 碧綠清澈、鮮豔亮麗為上

品，翠綠穩黃亦純清，橙

黃混濁非上品。 

水色蜜綠顯黃，且清澈明

亮為宜；若水色混濁、太

淡、太紅或帶黑皆不宜。 

香氣、

滋味 

60％ 幽香鮮雅為上品，純和菜

香亦純清、悶雜火焦非上

品。滋味以醇和甘甜、鮮

活爽口為上品，微苦回甘

亦純青、苦澀味強非上品

。 

好茶聞之有天然怡人之幽

雅花香，香氣源自茶葉，

清香撲鼻、飄而不膩；滋

味甘醇滑軟醇，入口生津

富活性，落喉甘滑韻味強

。如有悶、菁味、澀味、

苦味、煙味、油味或其他

添加雜味皆不宜。 

(九)頒獎：當天於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台中市霧峰區吉峰

西路 68號)進行。 

(十)主辦單位為維持競賽公正與公平性，競賽期間可依實際天氣、茶菁條件及

競賽場地機械配置等因素，告知所有參賽選手注意事項，並經多數選手認可下

調整競賽規則。 

四、前往競賽會場方式： 

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 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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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唐佩辰小姐，電話：0933-421432 

          生管學程 04-22854527；04-22840711#710及 711 楊小姐。 

2021全國大專盃製茶技術競賽活動行程表 

11月 13日(星期六) 

09:00～10:00 選手報到及住宿分配 

10:00～11:00 活動開幕式 

長官及來賓致詞 

所有與會貴賓與選手合影 

11:00～12:00 競賽規則說明及環境導覽 

12:00～13:00 競賽崗位抽籤及茶菁分發 

13:00～翌日中午 12:00 製茶競賽 

11月 14日(星期日) 

09:00～12:00 繳交競賽茶樣 

依大會公告繳至指定位置 

13:30～15:00 競賽茶葉品評 

16:00～18:00 公布得獎名單及頒獎表揚 

18:00 賦歸 

地點︰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試驗場(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西路 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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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 

本次製茶競賽活動因應 COVID-19疫情防疫措施如下，特別申明：若疫情升

至三級，則取消該活動，並全額退費。 

一、 防疫配合事項： 

(一) 活動前： 

1. 兩週前由防疫負責人進行防疫措施規畫工作。 

2. 工作人員、參加人員上網填報健康關懷問卷。 

填報網址： 

(1) 校內人員網址: https://avenger2.nchu.edu.tw/HealthSurvey/ 

(2) 訪客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_aP7OEMtY5vBZ

6jPR_2M9J2YJyBe2vX6skV2FWRyxyq2Nw/viewform 

3. 提醒與會者會前評估有出現與COVID-19相關症狀者，應避免進場

參加活動。(相關症狀如：發燒 、肌肉痠痛 、喉嚨痛、全身無

力 、咳嗽、噁心 、腹痛、腹瀉 、鼻塞、流鼻水 、嗅味覺異常 、

異常頭痛 、呼吸困難、皮膚不明原因出疹) 

4. 收集工作人員及參加人員名冊。 

(二) 活動時： 

1. 掌握室內活動參與人數低於50人；室外活動參與人數低於100 人。 

2. 落實實聯制，掌握參加者資訊。 

3. 全程配戴口罩。 

4. 量測體溫：入口處有專責人員進行測量，若發燒(額溫≧37.5℃、

耳溫≧38℃)或有疑似COVID-19症狀者則不得入場。 

5. 進行手部消毒：備妥75%酒精等噴劑或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消毒清

潔。 

6. 安排座位：依照空間規劃適合人數，固定座位且採梅花座，維持

1.5公尺社交距離，活動過程不得換座位或隨意離席；各組分室執

行製茶，分組使用製茶機械。 

7. 三餐膳食，採分隔板並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區隔。 

8. 若工作人員或參加者在集會活動期間出現發燒(額溫≧37.5℃、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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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38℃)及上述與COVID-19相關症狀時，應讓其戴好口罩，請

其自行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事宜。 

9. 住宿：1隊3人1室，請自備室內拖鞋、個人盥洗用具及睡袋。 

(三) 活動後： 

1. 活動場地清潔、消毒。 

2. 收集之個人資料部分，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於28日內銷

毀。 

3. 留意追蹤活動參與人員健康情形。 

二、 防疫分工表： 

負 責 項 目 姓    名 電    話 備  註 

防疫負責人 
楊麗玉  校內人員 

唐佩辰  校內人員 

體溫測量區 
蘇峻逸  在校生 

吳聖貞  在校生 

防疫物資 

備妥75%酒精或乾

洗手液 
額（耳）溫槍 備用口罩 

塑膠手套 衛生紙 紀錄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