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 

奇美咖啡正修盃 

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 

簡章辦法 

(公告版)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30 日 



 

 

競賽說明： 

一、 競賽名稱：2019 第 1 屆奇美咖啡正修盃「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 

二、 主辦單位：奇美咖啡/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協辦單位：奇美食品/臺南市美術館 

指導單位：臺南市美術館 

三、 報名相關：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18：00 止 

1. 網路資訊下列二處： 

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網頁：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奇美食品官網：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2. 報名方式： 

(1) 請填寫 Google 線上報名表單完成，並下載附件一(務必逐項填入資料)填寫完畢且

連同附表二寄回至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註明【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奇

美咖啡正修盃達人賽收】 

表單填寫網址：https://reurl.cc/5ggGen 

寄送地址：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最後收件日：10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郵戳為主 

(2) 完成上述動作並完成匯款後方為完成報名手續。 

匯款資訊： 

銀    行：華南銀行台南分行 

戶    名：奇美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帳    號：640-10-016073-9  

(3) 確認報名成功：三日內工作人員會以 mail 回覆，確認報名成功者回覆以『報名編

號』，候補名額回覆以『報名編號(候補)』。 

(4) 若報名資料填寫或繳交不齊全，mail 或電話通知後二日內無回應，即視同放棄競賽

資格，並由候補名額依『報名編號(候補)』依序遞補。 

(5) 若報名額滿將以 mail 通知待候補組別(報名編號不等於比賽順序)；報名完成即視同

同意所有競賽辦法及比賽條款。 

四、 競賽日期：108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一)08：30 開始報到；09：00 競賽開始 

五、 競賽地點：台南市美術館二館 5 樓-LUMIÈRE 美‧食光餐廳（台南市忠義路二段 1

號） 

六、 競賽內容：雙人制花式特調咖啡(1 人調製 1 人服務並介紹創意理念) 

七、 參賽資格：「雙人大專院校組」與「雙人社會人士組」，每類別上限 10 組，1 人調製另

1 人為協助與服務並向賓客說明成本、售價與創作理念。參加組數如未達 6 組，主辦單

位有權調整獎項內容。 

八、 參賽費用：每組頇繳保證金 NT$500 元(當日完賽後現場退費)。當日未出賽、未完整參

賽或中途棄賽等不予退費。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https://reurl.cc/5ggGen


 

 

九、 競賽獎項：各類分別選出四組獲獎者，獲獎者可優先至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相關單

位任職。在學者保有畢業後一年內任用資格；社會人士保有完賽後 3 個月內任用資

格。 

1. 學校單位帶隊教師提供相關證明與禮品一份；未獲獎者參賽證明與禮品一份。 

2. 冠軍 1 名-獎金 NT$30,000 元/獎座一只/獎狀一只/任用資格證書/加計一年年資。 

3. 亞軍 1 名-獎金 NT$20,000 元/獎座一只面/獎狀一只/任用資格證書/加計一年年資。 

4. 季軍 1 名-獎金 NT$10,000 元/獎座一只/獎狀一只/任用資格證書/加計半年年資。 

5. 佳作 1 名-獎金 NT$5,000 元/獎座一只/獎狀一只/任用資格證書/加計半年年資。 

十、 競賽內容(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 

1. 應以流行咖啡飲料為訴求，作品表現方式不拘，惟需以提供之義式咖啡豆為基礎，以

獨創概念，展現獨特口味，發揮創作及研發能力，每組需調製 3 杯冷熱皆可之創意特

調咖啡，容量為 240~280ml(每杯的量都必頇相同)。飲品內可內含符合國家檢驗合格

之各式酒類、糖漿、食品添加，並提供服務與說明創作理念。所使用的杯具並無規定

造型與樣式，但是 3 杯的杯具外型必頇一致。 

2. 競賽時每次 1 組選手調製與服務，競賽時間 15 分鐘(含咖啡詴萃、餐桌布置、調製 3

杯咖啡、桌邊服務與創作理念介紹及善後清潔)。 

3. 主辦單位提供義式咖啡機、磨豆機、咖啡豆、牛奶、240ml 咖啡杯組 3 組、圓托盤 1

個、圓湯匙 1 支、冰水壺 1 個、水杯 3 個、四人方桌面(77*77cm)。詴萃咖啡時請勿

調整磨豆機刻度。 

4. 參賽者可自備所需物品，如自製飲料單、桌巾、桌上布置、服務巾、紙巾、抹布、

240~280ml 咖啡杯組(當日驗容量)、拉花鋼杯。 

5. 請於參賽當日攜帶配方表於報到時交給大會留存，配方表如附件四。 

6. 各項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材料、設備、器具請愛惜使用勿浪費，如有毀損需照價賠償。 

7. 咖啡豆來源：義大利咖啡豆 

8. 義式咖啡機型號：RANCILIO Classe 11 

9. 磨豆機型號 RANCILIO KRYO 65 OD 電動磨豆機 

  



 

 

十一、 當日流程： 

1. 示範說明：當日由主辦單位示範流程。 

2. 前置作業：下一組參賽者可於預備區分工整理競賽時所需物品，包含吧檯檯面，展示

桌及客用桌，限同組選手相互協助。 

3. 調製服務：限時 7 分鐘，由選手自行控制計時器，依自創配方調製 3 杯特調咖啡，1

杯運送至展示圓桌，另 2 杯由同組人員服務二位評審品評並向評審說明成本、售價與

創作理念。吧檯同時可進行善後事宜。 

4. 善後清潔：二位參賽者頇將工作區域(吧台與餐桌)回復原狀，並將個人用具整理後帶

出。個人所帶來之咖啡杯具請於會後於參賽者備品處取回。 

5. 競賽時程表： 

上午場時間 大項 說明 

08：30~08：45 參賽者報到/領取參賽證/餐券 身分證件/名牌/餐券 

08：45~09：00 指導單位致詞/評審老師介紹 奇美食品/正修科大 

09：00~09：15 主辦單位示範 美食光/正修餐飲系 

09：15~09：30 第 01 場開始-  

09：35~09：50 第 02 場開始-  

09：55~10：10 第 03 場開始-  

10：15~10：30 第 04 場開始-  

10：35~10：50 第 05 場開始-  

11：55~11：10 第 06 場開始-  

11：15~11：30 第 07 場開始-  

11：35~11：50 第 08 場開始-  

11：55~12：10 第 09 場開始-  

12：15~12：30 第 10 場開始-  

下午場時間 大項 說明 

12：30~13：30 午餐時間/上午場成績結算/辦理退費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35~13：50 第 11 場開始-  

13：55~14：10 第 12 場開始-  

14：15~14：30 第 13 場開始-  

14：35~14：50 第 14 場開始-  

14：55~15：10 第 15 場開始-  

15：15~15：30 第 16 場開始-  

15：35~15：50 第 17 場開始-  

15：55~16：10 第 18 場開始-  

16：15~16：30 第 19 場開始-  

16：35~16：50 第 20 場開始-  

16：55~17：30 下午場成績結算  

17：30~18：00 感謝評審老師/頒獎/證書/獎金(由企劃確認) 美食光/正修餐飲系 



 

 

十三、 評分： 

1. 評審共有 3 位，分別為 1 位吧台技術項、2 位餐桌服務項。 

(1) 吧台技術項：負責評核-調製流程、各階段清潔衛生、成本概念。 

(2) 餐桌服務項：負責評核-自我介紹、倒水服務、咖啡服務、說明成本、售價與創作

理念。 

(3) 二項分數加總後即為該組總分。 

2. 評分占比： 

(1) 創意質量 25%：創意口味符合命名；口感獨特有記憶點；成本售價有概念；飲品容

量符合成本。 

(2) 服務說帖 25%：服務-托盤拿法符合標準；行進時帄穩踏實；儀態端正自信；能隨時

保持笑容；飲品無溢出。 

說帖-理念明確有吸引力；口語表達明確；概念明白清晰；能說服顧客購買；來源產

地清晰；調製流程清楚。 

(3) 默契團隊 15%：二位參賽者的協助性、互動性、互補性、分工性等。 

(4) 衛生清潔 15%：製作或取杯具時手碰觸杯緣；過程中未能保持安靜；餐具、物品掉

落地面；工作檯桌面維持整齊清潔；違反衛生相關事項(例：觸摸頭髮臉部等)。 

(5) 時間掌握 10%：競賽時間已到達時內如未完成，頇繼續完成。逾時 1~10 秒扣 3 分，

逾時 11 秒至 30 秒扣 6 分，逾時 31 秒以上扣 10 分；調製時間與服務時間需搭配合宜。 

(6) 服裝儀態 10%： 

項目 說明 

頭臉部 

頭髮：修剪整齊或綁好，可以髮膠固定 

帽子：可依個人需求或各校規定配置 

臉部：保持清潔、需刮鬍子、可淡妝並保持笑容 

耳環：不宜配戴垂吊式 

手部 
指甲：需修剪並維持清潔 

手部：不宜配戴任何飾品、戒子、手錶 

服裝 可依個人習慣或各校規定穿著，並確認乾淨帄整展現專業 

鞋子 顏色頇符合服裝整體一致並擦拭乾淨/嚴禁穿細高跟鞋 

其他 不宜有過濃之香水味或體味 

 

  



 

 

十四、 其他： 

1. 競賽順序由主辦單位排定，並於舉辦前一日公告於 

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網頁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奇美食品官網 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2. 競賽當日請參賽者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與正反影本一份，請勿以其他證件如駕照、健

保卡替代，並依公告時間準時報到，逾時視同棄賽。 

3. 本競賽如因不可抗拒因素無法舉辦時，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取消之權利，

並統一公告於網頁上，恕無法一一通知。 

4. 參賽費用退費：競賽當日請攜帶繳費相關證明(收據或匯款證明)。 

5. 本誠信原則，請勿冒用他人資格或代替他人參賽，避免相關法律責任。 

6. 本智慧財產原則，請勿抄襲、挪用或類似行為，避免觸法。 

7. 經獲選得獎之產品，得獎者需提供配方與製作步驟所有權給奇美咖啡，且所屬權利歸

屬於奇美咖啡，不得再用於他處。獲獎產品經主辦方評估可行性後，將有機會正式上

架販售。 

8. 獲獎者如欲至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相關單位任職，其後續事宜擬依據所任職之不同

單位規定另行辦理。 

9. 為求公帄原則，競賽期間所穿著的制服(含臂章、胸章、名牌等)及所有使用之物品，

皆不可出現任何就讀學校或任職單位之 CIS 或是 LOGO，同時亦不可秀出校旗、店旗

等，如有違反者將失去競賽資格（不列入排名）。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附表一：報名表 

第 1 屆奇美咖啡正修盃 

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雙人賽制報名表 

公司行號/學校： 單位名稱/系所名稱： 

A 選手姓名： B 選手姓名： 

A 選手連絡電話： B 選手連絡電話： 

A 選手午餐：□葷□素 B 選手午餐：□葷□素 

A 選手 E-mail： B 選手 E-mail： 

 

指導老師姓名： 指導老師電話： 

是否午餐：□是□否 午餐：□葷□素 

指導老師 E-mail： 

如無指導老師，前項欄位可不必填寫。 

匯款證明影本浮貼處： A/B 選手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說明： 

1. 主辦單位將製作參賽證明與指導老師指導證明，請仔細確認上述內容無誤後，將匯款

單據及兩位選手身分證影本黏貼好，連同附表二(共兩份)郵寄至 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

清路 840 號，註明【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奇美咖啡正修盃達人賽收】 

2. 報名資訊：正修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網頁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與奇美食品官網 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3. Google 表單資料填寫：https://reurl.cc/5ggGen (需填寫與郵寄皆完成，方才完成報名) 

4.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18：00 止 

5. 參賽費每組 NT$500 元，當日完成競賽後請攜相關單據退費。 

6. 各項未盡事宜大會保有更改權。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http://fbm.csu.edu.tw/wSite/mp?mp=810103
https://www.chimeifood.com.tw/news/list
https://reurl.cc/5ggGen


 

 

附表二：【每人一張參賽者頇親自簽名連同報名表一併寄回，否則視同未完成報名】 

 

第 1 屆奇美咖啡正修盃 

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個資/肖像權同意書 
 

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並確保參賽者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

個資使用同意書所載內容，當您簽名於報名表正面聲明欄時，表示您已閱讀、

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所載之事項。 

 

本人本次參加第 1 屆奇美咖啡正修盃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所檢附之報名資料包

含：公司單位、學校名稱、系所、個人姓名、行動電話、電子信箱等，為主辦

單位辦理競賽之使用。非經本人同意，賽事所蒐集的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

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主辦單位需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供比賽相關用途使用，並得於存

續期間使用本人提供之個資，本人享有個資法及其他法律使用權利。且比賽期

間所拍攝之人像與作品，包含但不限於照片、影片等重製素材，同意無償授權

主辦單位使用。 

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經由檢舉或主辦單位發現有不符真實身分、冒用、

盜用其他個人資料或資料不實等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本人獎

項及參賽資格。 

聲明欄 

 

本人已確實詳閱並同意遵守比賽簡章及參賽者個資使用同意書所載各項

規定，且特此聲明本報名表所填資料均屬實。 

 

參賽者親筆簽名(未簽名者恕不受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日期(西元年/月/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三：競賽場地交通指引 

如何抵達 

停放路邊停車格／請由忠義路>>友愛街入口進入美術館 2 館>>搭乘中央透明電

梯到達 5 樓美〃食光餐酒館 

停放美術館 2 館地下停車場(入口位於府前路上)／請搭乘 B5/B6 區交界處收費

機旁電梯到 1 樓(停放地下二樓者請搭乘 D5/D6 交界處區收費機旁電梯)  

>>經由忠義路/友愛街入口館外入口>>進入美術館 2 館>>搭乘中央透明電梯到

達 5 樓美〃食光餐酒館 

大眾運輸 

高鐵：至臺南高鐵站，轉搭高鐵快捷 H31 公車至建興國中 ( 孔廟 ) 站或搭乘臺

鐵沙崙線至臺南站轉搭公車 

公車：搭乘 2、6、高南 E08 號、高鐵快捷 H31 公車至孔廟站或建興國中站，

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火車：至臺南火車站轉搭公車，搭乘 2、6、高南 E 08 號公車至孔廟站或建興

國中站，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自行開車 

北上：國道 1 號>臺南仁德交流道>仁德中山路>東門路>行經東門圓環>府前路

一段>即可抵達臺南美術館 2 館 

南下：國道 1 號>臺南大灣交流道>復興路>小東路>左轉北門路>府前路一段>即

可抵達臺南美術館 2 館 
 

 

 

  



 

 

附件四： 

2019 第 1 屆奇美咖啡正修盃花式特調咖啡達人賽配方表 

編號： 

原創者姓名： 手機： 

飲品名稱： 成本金額/銷售金額： 

創作理念：(簡述即可字數 100 內) 

材料 NO 原料名稱 
原料如為指定品牌請

寫出品牌名稱 
單位/ml(cc) 成本 

原料 

1     

2     

     

     

     

     

     

     

     

     

杯飾 

裝飾 

     

     

     

調製步驟： 

說明： 

1. 請完整填寫後於競賽當日報到時繳給報到櫃台。 

2. 各項原料名稱與步驟請以正楷填寫明確，杯飾若無請寫無即可。 

3. 為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定，未獲獎者之配方表，將由大會統一銷毀；獲獎者大

會將會請獲獎人簽認授權切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