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第一屆臺灣產銷履歷茶 TAGs 分類分級評鑑活動
報名須知
一、 活動目的:
為形塑國產優質好茶，健全臺灣茶產業發展，茶業改良場擬定一套臺
灣茶分類分級系統(Taiwan-tea Assortment & Grading system, TAGs)，結合產
地溯源系統及農藥檢驗，達到產品安全、消費者安心及茶農直銷的三贏局
面。此系統結合本場開發之風味輪，將補足茶葉分級後之風味敘述，讓消
費者更容易了解到所購買茶葉的風味特色。
臺灣茶分類分級系統（TAGs）的價值特色包括:1.安全：生產製造過
程全部可追溯，且每點茶樣必須藥檢合格，消費者可以安心飲用。2.國產：
參加此系統之茶葉須通過產銷履歷、有機驗證或產地標章等驗證，確保為
臺灣在地生產之產品，並凸顯茶農、茶莊及茶廠自產自製自銷精品茶的概
念。3.產品分類分級：由產官學專家所組成之評審團進行評審，依據本場
建置之茶葉風味輪來描述茶葉之風味，製作評審報告書，勾勒臺灣不同地
區茶葉之特色，形成一個可供國內外愛茶人士，深入了解所購茶葉的特色
風味。
本場於 2020 年已辦理第一屆全國有機茶 TAGs 分類分級評鑑活動，
因此再進一步辦理本次評鑑活動以推廣臺灣產銷履歷茶。然本年度因無補
助經費，先以清香型球形烏龍茶為代表進行試辦。有別於其他茶葉競賽，
本活動得獎者使用自家包裝罐及禮盒，再由主辦單位提供防偽標籤做為得
獎識別，除得獎之加值外，同時可強化自有品牌形象。後續得獎產品資訊
及包裝形式，也將展示於專屬網站產品櫥窗，供消費者直接洽得獎者選購
產品。
二、 辦理單位：
指導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報名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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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內容：
(一)參賽資格
已取得茶葉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者，每一追溯號碼限報名一點。
(二)報名作業
1.報名方式︰110 年 9 月 1 日起開放線上報名及繳費。
2.截止日期：110 年 9 月 15 日，預計收茶樣上限為 200 點，額滿為止。
3.報名平台︰瑠公茶學苑 (請直接掃描 QR Code 連結報名)。
產銷履歷茶評鑑 https://tea.liukung.org.tw/TAGs.tap
4.諮詢窗口︰張妤瑄小姐

TEL︰02-2394-5029 分機 32。

5.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6.替代方案(紙本報名)︰自行下載報名表單，傳真電話︰02-2392-0974。
7.報名完畢，請自行下載列印切結書及委託書(如委託他人繳茶或領茶) 各
乙份，填妥資料及黏貼好身分證影本後，於繳茶時一併繳給大會收存，
並攜帶參賽者(或委託人)身分證、參賽者私章以供查驗身分。
(三)報名費用
每點 800 元，支應農藥檢測費用，於線上報名時繳交。
(四)參賽茶類
清香型球形烏龍茶
(五)參賽品種
1.報名時須標示品種名，限定以小葉種（單一品種）繳交，不可混合其它
品種進行併堆調配，違者將予以淘汰。
2.本次評鑑以精品茶為方向，考量為全國性質、具示範推廣性，將不分海
拔區域及機採、手採，打破以往傳統優良茶的觀念與規範，評審團會考
量各種因素將以品質來分級。
(六)繳茶重量
1. 每點繳交茶樣為 30 台斤，需要包裝成四兩真空包(袋內可放置脫氧劑或
乾燥劑)，共計 120 包。
2. 每點(120 包)茶樣請用一個 30 斤真空包裝袋包裝(如圖)，並整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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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繳交茶樣
1. 繳茶日期︰110 年 9 月 27-29 日（上午 9 點至 12 點，下午 1 點至 5 點）
計三天。
2. 繳茶地點︰(報名時勾選之繳茶地點)
(1) 茶業改良場製茶課(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 324 號)
聯絡窗口：03-4822059 轉 625 周玟成先生。
(2) 茶業改良場凍頂工作站(南投縣鹿谷鄉仁愛路 255 號)
聯絡窗口：049-753960 轉 411 林育聖先生。
(3) 茶業改良場臺東分場(臺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北二路 66 號)
聯絡窗口：089-551446 轉 217 黃校翊先生。
3. 查驗身分與切結:
繳茶時務必攜帶參賽者(或委託人)身分證、參賽者私章，並繳交切結書
及委託書(如委託他人繳茶) 各乙份存大會。
4. 繳茶時，收茶單位當場檢查每小包包裝是否有漏氣及抽查重量是否足夠，
不符合規定者請其當場更換，若不符合主辦單位規定且不配合改善者，
將取消參賽資格。
5. 收茶單位將隨機抽樣 3 小包後，餘 117 小包再重新放回 30 斤真空包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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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後，放置於專用紙箱，彌封紙箱並貼封籤，最後請繳茶人於封籤上
簽名確認，並領取繳交茶樣收據，始完成繳茶程序。
6. 備案:如疫情升溫，不適合現場繳茶，主辦單位將通知參賽者改以郵寄方
式辦理。
(八)取樣方式
由收茶單位從 120 小包中以隨機方式抽取（須將茶樣倒出，不可取上層
茶樣，抽取三包（共 450 公克)，予以登錄號碼註記，供評審、農藥檢測
(質譜快檢)及推廣教學用。
(九)評 審
1. 日期︰110 年 10 月 5-7 日計三天。
2. 地點︰茶業改良場總場。備案:如疫情升溫不適合群聚，本場將調整評審
方式，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處理，不得異議。
3. 方式︰由執行單位取樣編密碼密封後，由大會聘請產、官、學三方專家
擔任評審。
4. 評審標準：依茶葉外觀、水色、香氣、滋味認定。
項目

外觀

水色

香氣

滋味

評分

20％

20％

30％

30％

5. 茶葉必須乾燥（水分在 5 ％以下）無異味，去除紅梗及片末者。
6. 將茶樣分為特選獎、精選獎、優選獎等三個等級，不符合品質規定者則
予以淘汰。每罐茶葉(150 克)建議售價：特選者 1,500 元（6,000 元/斤）
、
精選者 1,000 元（4,000 元/斤）、優選者 500 元（2,000 元/斤）。
(十)入選名額
1. 本次評鑑係以精品茶的分級為方向，入選名額之增減視茶葉品質優劣及
參加茶樣點數多寡，由評審團調整之。
2. 本次活動包裝由得獎者自行準備自家 4 兩茶罐及茶禮盒(一盒 2 罐)，大
會將提供專用防偽標籤及封條，黏貼於茶罐及禮盒。淘汰者大會不提供
專用防偽標籤，領茶時，扣除取樣 3 包，領回 117 包茶葉。
3. 得獎者每點主辦單位均會頒給得獎證書(紙本)及評審報告書(電子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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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屬官網公告產品訊息。
(十一)成績公布
110 年 10 月 8 日於瑠公茶學苑公布評鑑分級成績與領茶通知。
(十二)報告書
110 年 10 月 15 日完成評審報告書(電子檔)寄送。
(十三)領 茶
1. 日期︰110 年 10 月 13-15 日(計 3 天)，由主辦單位安排領茶時間與通知。
2. 領茶時，請務必攜帶參賽者(或委託人)身分證、委託書(如領茶時委託人
與繳茶時委託人一樣，則毋須再繳交委託書)、參賽者私章、繳交茶樣收
據。得獎者請攜帶自家 4 兩茶罐 117 個（繳茶取樣 3 包，實際領回為 117
個)、茶禮盒(規格為半斤裝即一包裝盒可放 2 茶罐)58 個，到原繳茶處進
行現場包裝，並現場黏貼專用防偽標籤及封條後再領回，以利識別控管。
淘汰者，領回 117 包茶葉，不需攜帶茶罐與茶禮盒。
3. 得獎茶葉包裝完畢，主辦單位會拍照存證，做為在專屬網站介紹及推廣
得獎茶葉之憑據。
4. 簽署領茶文件後，即完成領茶程序。
5. 備案:如疫情升溫無法到原繳茶處進行現場包裝，主辦單位將郵寄茶樣與
專用防偽標籤至通訊地址，由得獎者自行包裝並拍照上傳相片檔案予主
辦單位。
(十四)線上宣傳
得獎茶樣之相關訊息將於臺灣茶 TAGs 風味平臺網站公告。並由主辦
單位依相關需求性規劃頒獎、品茗或展示等活動進行公告。
(十五)其他事項
1. 參賽者繳交之茶樣，如經執行單位農藥檢測(質譜快檢)或抽樣不合格者，一
律取消得獎資格，並依政府應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加者須自行負責。
2. 凡淘汰者及不符合規定者，報名費一律充作大會經費並放棄先訴抗辯
權。
3. 為確立評審團的權威性，參加者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本次因屬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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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將增設裁判長乙職，統籌評審相關事宜。
4. 因應疫情防範、配合政府政策，執行單位得視疫情發展保留調整活動異
動之權利。
5.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概由執行單位決定辦理，參加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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