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CE 2020 國際茶咖啡品鑑⼤會 International Tea Coffee Evaluation 已於⼗⽉⼗三⽇在台中中臺科技
⼤學圓滿完成。總共有來⾃義⼤利、中國、⾹港、台灣等 84 件產品參加，其中 Espresso 39款 、沖煮
式 28 款、濾掛式 17 款。在統計分析了由品鑑師、業者與消費型愛好者所組成的 34 ⼈品鑑團隊的感

官品質與品飲經驗後，發表無排名獲獎名單，總計：⾦質⿊⾦獎章 7 款，優選⽩⾦獎章 29 款。 

————————————————————————————— 

ITCE 2020  ⾦質⿊⾦獎章    ITCE 2020 Gold Medal 

[ 沖煮式咖啡⾖  CA組 ]    [ Brewed coffee beans - CA ] 

＊衣索比亞 古吉厭氧⽇曬 草莓戀⼈  /  David’s Nose Coffee 
＊衣索比亞 古吉 ⽇曬  /  山多斯咖啡 

[ ESPRESSO 咖啡⾖  CB組 ]      [ Espresso coffee beans - CB ]    

＊Wake Cup！Espresso  /  誠品⽣活股份有限公司 
＊經典巧克⼒  /  Minimal Beat 
＊北野武  /  常州時光咖啡屋   

＊Frank  Blend  /  Frank Roaster 

[ 濾掛式咖啡包  CC組 ]  [ Filter hanging coffee filter bag -CC ] 

＊GB5 衣索比亞掛⽿包  /  GB5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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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E 2020  優選⽩⾦獎章    ITCE 2020 Platinum Medal 

[ 沖煮式咖啡⾖  CA組 ]     [ Brewed coffee beans - CA ] 

＊衣索比亞 Uraga Natural  /  Blues Brew Coffee 
＊衣索比亞 Yirgacheffe Washed  /  Blues Brew Coffee 

＊紫風鈴  /  參咖啡 
＊碧蘿雅  /  馥東咖啡烘⾖⼯作室 

＊衣索比亞 古吉 ⽇曬  /  David’s Nose Coffee 
＊芙蓉  /  D Coffee 

＊衣索比亞  南熙甜果 ⽇曬  /  飲樂 In joy Cafe 
＊GB5 衣索比亞 西達摩  /  GB5 LAB 

＊衣索比亞 西達摩 ⽇曬 /  Fetee Coffee 

[ ESPRESSO 咖啡⾖  CB組 ]    [ Espresso coffee beans - CB ]    
    

＊澄壹配⽅  /  兔⼦吐泡泡 
＊COFFEE BLEND MAXIMA  / CAFFEN SRL 

＊澄壹貳⽅ /  兔⼦吐泡泡 
＊吉野精選 Tango  / 吉野咖啡 

＊回⾳⾕  /  Wakaru 咖啡 
＊畢洛雅精選義⼤利咖啡  /  畢洛雅精選咖啡 

＊COFFEE BLEND BAR  / CAFFEN SRL 
＊Wake Cup！Classico  /  誠品⽣活股份有限公司 

＊櫻桃⿊森林  /  PangLung Coffee Roasters 
＊法⽼王 / 典凱商⾏ 

＊可可曼薇亞  /  丹曼精品咖啡 DM Cafe 
＊Real Coffee Espresso  /  臻實咖啡 

＊永恆  /  靈魂咖啡 

[ 濾掛式咖啡包  CC組 ]    [ Filter hanging coffee filter bag -CC ] 

＊⽉舞  /  典凱商⾏ 
＊禮物  /  典凱商⾏ 

＊私房咖啡掛⽿包(Only for you)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Coffee de Sense) 
＊衣索比亞 ⾕吉 ⽇曬  /  Fetee Coffee 

＊想念的記憶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Coffee de Sense) 
＊哥倫比亞 峽⾕莊園 ⾼發酵⽇曬  /  黝脈咖啡 

＊台灣之⼼咖啡⽇曬掛⽿包  /  ⽔長流⽣態農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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