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年 A W I - T A I W A N 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 

第六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菁英賽 

《 未滿十八歲者，禁止飲酒 》 

主辦單位：AWI-TAIWAN 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 

贊助單位： 

  

 

 

 

活動目的： 

  2018 年邁入第六屆的年輕侍酒師職類競賽將於台北西華飯店舉辦決賽，分成大專組與

高中職組較勁。 

  國際上常有專業侍酒師大賽，因為侍酒師是客人與廚師之間的橋樑，這是需要相當的

專業與經驗，需將基本的侍酒技術純熟到成為身體的一部份，侍酒師必須於短時間內了解

客人的喜好，穩定的台風與應對態度是競賽的重點。為促進產、學界之間技術交流、相互

觀摩學習及專業技能養成，舉辦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競賽。 

參賽資格： 

  年滿 16 歲至 26 歲之各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內

外學校之學生。 

 



競賽方式： 

  本競賽分為初賽、決賽及總決賽，每位選手需先參加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筆試初賽，

取得決賽資格。順利晉級決賽之選手以侍酒服勤競賽，決賽成績於當日公布後，下午

進行總決賽，高中職組及大專組將各選出前六名及前四名進入總決賽，以氣泡酒暨侍

酒服務競賽決選。 

選手共同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著侍酒師標準正式服裝。 

2. 可使用中文與外語應答。 

3. 侍酒刀及打火機請一律自備。 

  4. 紅葡萄酒與氣泡酒的侍酒服務：開瓶、選酒杯、醒酒、換瓶、侍酒禮儀…等。 

  5. 葡萄酒與餐點的搭配：為評審所挑選的菜餚挑選最適合的葡萄酒進行服勤。 

  6. 禮貌與儀態：為男女賓客服勤期間之衛生習慣、葡萄酒禮儀與人員儀態笑容。 

  7. 當天賽程結束後將立即舉行頒獎典禮及公告於 Facebook粉絲專頁。 

    Facebook 搜尋：侍酒師－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 Awi-Taiwan 

競賽規則： 

＊全國賽決賽以實際侍酒操演及口試問題方式進行＊ 

① 每一場次 10 位選手進場後。 

② 主持人宣佈注意事項。 

③ 1 分鐘選手確認材料與準備服務區。 

④ 正式侍酒服勤：高中組／大專組，進行紅酒侍酒服務及服勤間回應評審提問 

         （計時 5~7 分鐘）。 



＊全國賽總決賽＊ 

★ 高中組於決賽中取前六名以氣泡酒開瓶與平均倒酒。 

★ 大專組於決賽中取前四名以國際專業競賽服勤為標的，並回應評審提問。 

◎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及終止活動之權力；凡參賽者視為同意並遵守上述之規定。 

 

評審團隊： 

☆ 國際侍酒大師（Master  Sommelier） Darius Allyn MS 先生。 

☆ 新加坡侍酒師協會創會會長 林志帆先生。 

☆ 台灣侍酒師協會會長 陳定鑫先生。 

☆ 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會長洪昌維先生。 

☆ AWI-TAIWAN 全國年輕侍酒師精英賽合格裁判（已考取 AWI 侍酒師葡萄徽章資格）。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台北西華飯店（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1 號）。 

報名方式： 

  ※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6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23：59止。（逾期恕不接受）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1600元整。 

  ※將報名費用匯款至指定帳戶後，請於線上報名仔細填錄後，將匯款證明單拍照

回傳電子信箱至 cmstaiwan@gmail.com，並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以利主

辦單位確認完成報名。 

 

 



退費機制： 

   凡是成功報名後若要求退費 

   本單位在 2018 年 03 月 13日，23：59 前，收到通知：退決賽報名費 50%； 

   本單位在 2018 年 03 月 14日，00：00 後，收到通知：恕不退費。 

匯款帳戶：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代號 006 

帳號：5034-717-352947 

戶名：台灣亞洲葡萄酒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88 號 

活動聯絡人：Shannon 楊祕書 (02) 2705－0748 （週一至週五 11：00～21：00） 

獎勵方式： 

  （一）高中職組 

      冠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亞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季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殿 軍：獎牌乙面、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優勝 12 名：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二）大專組 

      冠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亞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季 軍：獎盃乙座、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殿 軍：獎牌乙面、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優勝 9 名：獎狀乙紙、精美獎品 

◎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新台幣參仟元（含)以上時，得獎者須依規定

扣繳，10%中獎所得稅額，主辦單位將依規定先行扣除，若有未竟事宜或解釋不清

之處，歡迎隨時與主辦單位連絡。 

參考影片： 

  2013 年首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精英賽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1CcCVpDUtc 

  2014 年第二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精英賽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cyB1Y4ucs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ZyQtbnPsDA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rRFMjJ4UbA 

  2015 年第三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精英賽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bI90_SK-0 

    2015 年第一屆 AWI TAIWAN全國青年侍酒師盲飲品評競賽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0DsQZzGX8 

    2016 年第二屆 AWI TAIWAN全國青年侍酒師盲飲品評競賽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u9Cmcuo0Y 

    2016 年第四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精英賽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z9uoC9oY8&t=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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