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Siphonist Championship 2018
世界盃虹吸咖啡大賽台灣代表選拔賽-選手報名簡章
【宗
旨】
：依循 2018WSC 世界盃虹吸競賽規則與規章,舉辦台灣代表選拔賽,鼓勵專業 barista 參加競技,
吸取經驗,提升選手使用虹吸壺技巧並推廣精品咖啡,本次競賽優勝冠軍將代表台灣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
WSC2018 世界盃虹吸式咖啡大賽。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精緻咖啡協會
【參賽選手資格】
：已滿 18 歲，具備兩年職業吧台虹吸式煮法經驗，並以台灣精緻咖啡協會會員推薦為優先。
如冠軍選手非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代表台灣參加 WSC2018 世界盃虹吸式咖啡大賽，代
表權由決賽名次(即決賽亞軍)依序遞補為冠軍參賽。
【冠軍選手義務與責任】：
台灣精緻咖啡協會部分負擔冠軍選手赴日本東京參賽之交通與飯店費用，若因故無法參賽則取消冠軍
資格與所有補助，並依決賽名次(即決賽亞軍)依序遞補為冠軍參賽。冠軍是以代表台灣精緻咖啡協會參賽，
必須配合協會規範事項，其餘冠軍的權利與義務將由協會擬定後，於選手說明會說明之。
【參賽選手競賽模式】:請參考比賽辦法
【報名方式】：
1. 請於 2018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手續,並附上選手職業吧台資歷說明,經審核通
過後,將通知選手匯款入協會帳戶,繳費後,始完成報名手續。(需於選手說明會前完成匯款)
2. 同一單位(公司)報名人數上限為 2 名。
3. 選手參賽報名費為 3,000 元。
4. 請用 e-mail、傳真或郵寄報名,並以電話確認報名成功,恕不接受電話口頭報名。
5. 如有疑問請洽協會: 台灣精緻咖啡協會秘書 孫亭芳小姐 電話:(02)25041425 傳
真:(02)25041428 E-MAIL: tasc.coffee@gmail.com 台灣精緻咖啡協會 地址:台北市農安街
164 號 3F

比賽辦法如下：
【賽制說明】：
➢ 若報名人數超過 16 人，則大會得增設預賽，並提前舉辦 (時間待定)，選出 12 位選手進入初賽（2018
年 7 月 6 日），並於初賽選出 6 位選手進入決賽（2018 年 7 月 7 日）。
➢ 若報名人數在 16 人以內，則大會不另行增設複賽，將維持二階段賽制，於初賽（2018 年 7 月 6 日）
選出 6 位選手進入決賽（2018 年 7 月 7 日）。
➢ 大會保留規劃賽制的權利，大會可根據實際報名狀況做出最後決定。
【比賽時間】：
增設預賽(報名人數 16 人以上)
預賽時間

維持二階段賽制(報名人數 16 人以內)

提前舉辦，另行通知

初賽時間

2018 年 7 月 6 日 (五)

決賽時間

2018 年 7 月 7 日 (六)

【比賽地點】： 2018 年 7 月 6~7 日比賽於臺中國際展覽館舉行若有提前舉辦的預賽，其地點將待通知。
【選手說明會與地點】：待通知
【比賽評分模式】：請參閱即將公佈之評分表，創意咖啡除了酒精，酒精相關產品，非法成份物質外，其餘
原料皆可使用。
【比 賽 豆】：選手自備

【豆量/研磨】:豆量不限 / 研磨號數不限 (現場有提供磨豆機與競賽指定用虹吸壺)
【比賽方式】：
增設複賽(報名人數 16 人以上)
預賽方式

【評比】：

維持二階段賽制(報名人數 16 人以內)

7 分鐘煮 2 壺(2 杯綜合咖啡)

初賽時間

15 分鐘煮 6 壺(3 杯綜合咖啡，3 杯創意)

決賽時間

15 分鐘煮 6 壺(3 杯綜合咖啡，3 杯創意)

※※競賽逾時扣分:逾時 1 秒扣 1 分,逾時扣分至 60 分則取消其資格
※※剩 5 分、3 分、1 分、30 秒，分次提醒選手，時間計算以端到評審桌上為基凖，選手必
須喊 time 或時間到，裁判才停止計時。
採用 2018WSC 世界盃虹吸大賽評分方式評分，
增設預賽 (報名人數 16 人以上)
預賽篩選
初賽篩選
決賽篩選

維持二階段賽制(報名人數 16 人以內)

成績最佳前 12 名選手進入初賽
成績最佳前 6 名選手進入決賽
選出: 冠軍、亞軍、季軍以及第四、五、六名

※※如有同分,將依綜合咖啡、創意咖啡得分高低來依序判別
【備註】：
1. 協會保留修改比賽之權利，任何變動會公告在協會網站上。

【廠商名錄】：
鼓勵選手向大會推薦的優質廠商購買符合大會規定的競賽器具與比賽用豆，廠商將會給予選手採購優惠，歡
迎多加利用。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1.優仕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6巷36弄6號2F

余道瑾協理 TEL:(02)2793-0509

產品:
設備類:
咖啡豆:

連絡方式

大會指定BONMAC三連式光爐
各國精品咖啡熟豆(COFFEE LOVER’s PLANET)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2. 百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4號3F

曾伊屏經理 TEL: (02)2504-1425

產品:
設備類:

連絡方式

單品專用磨豆機(MAZZER、MAHLKONIG、SANTOS..etc)
BWT咖啡專用淨水濾芯、葡萄牙JOPER烘豆機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3. 優遊吧斯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4鄰127-2號

劉家瑋經理 TEL: (05)256-2788

產品:
咖啡豆:

連絡方式

台灣阿里山咖啡生豆/熟豆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4. 哈利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85號5樓

林葦玲副理 TEL:(02)2501-3513

產品:
設備類:
器材類:

單品專用磨豆機(KALITA)
各式虹吸沖煮器具、配件

咖啡豆:

各國精品咖啡生豆

連絡方式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連絡方式

5. 日育德養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四段100號13樓

黃可欣副理 TEL: (02)27711856

產品:
咖啡豆:

越南精品咖啡生豆/熟豆

公司名

地址

連絡人

6. 黑金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499號

黃冠傑副董 km11250417@yahoo.com.tw

產品:
咖啡豆:

各國精品咖啡生豆

連絡方式

Taiwan Siphonist Championship 2018
世界盃虹吸咖啡大賽台灣代表選拔賽-選手報名表
參賽者姓名：

性別： 男 / 女

電話：

手機：

生日：

/

/

地址：
目前任職公司：

聯絡電話：

參賽代表: 󠄀󠄀 個人名義
 󠄀󠄀 公司/咖啡店：

聯絡人:

電話：

2年專業咖啡吧檯資歷請略述簡歷：

電子信箱(必填，請清楚填寫)：
報名費抬頭: 󠄀󠄀 個人名義參賽: 本名

 󠄀󠄀 公司代表參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簽名：

推薦人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審議結果： □通過 / □不通過

審查簽名：

◎報名表回傳截止日: 2018年5月4日（星期五）
◎審議結果通過後，會以e-mail通知報名費匯款資訊，請選手留意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台灣精緻咖啡協會 秘書孫亭芳
電話：02-25041425 傳真：02-25041428
e-mail：tasc.coffee@gmail.com 會址：台北市農安街164號3F (報名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