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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E 2021  ⾦質獎章  Gol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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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豔夏花荔  /  阿信咖啡 
＊8910  /  典凱商⾏ Open Mind 

＊莫札特  /  Coffee Booster 
＊衣索比亞 ⽇曬 希達⾺桃⼦甜⼼/ 

桃可可 G1 21/02 批次  /  靜馨烘⾖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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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 Lab 班莎 ⽇曬  /  GB5 LAB 
＊喜悅  /  典凱商⾏ Open Mind 

ITCE 2021  ⾦質獎章  Gol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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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拉  /  采成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綜合 太空漫步  /  ⾛⾛咖啡 

＊溫暖配⽅  /  草⽉咖啡館   
＊⽇⽇  /  馥東咖啡烘⾖⼯作室 
＊⽔果花配⽅  /  樂客食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CE 2021 國際茶咖啡品鑑⼤會 International sensory evaluation of tea and coffee ，已於 11/1-11/2 在
台灣 中臺科技⼤學圓滿完成。本屆總共有來⾃義⼤利、台灣、泰國等地，112 款咖啡產品參與，其
中 ESPRESSO 53 款，沖煮式 41 款，濾袋掛⽿式 18 款，熱烈的參與度顯⾒ ITCE 提供的科學性品鑑
⽅法⽇益受到信任，⽽業界⼈⼠也期望能獲得專業者與消費者溝通的更多新想法。ITCE 2021 咖啡
品鑑⼤會由 8 位專業咖啡師，總共製作了約 1600 杯咖啡提供品鑑，由 ITCS 感官研究室品鑑員以及
消費性業者與愛好者所組成的 28 ⼈品鑑團隊，在現代感官品評科學實驗的⽅式下進⾏品鑑，最終統
計分析了感官品質與品飲經驗群組的結果後，發表以下無排名獎章名單，總計：⾦質獎章 11 款，優
選獎章 41 款，推薦獎章 30 款。獲獎產品優良的感官品質，愉悅的品飲經驗，值得您的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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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E 2021 優選獎章 Preferre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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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黎加 ⼩蜜蜂 ⿊蜜  /  山多斯咖啡 
＊衣索比亞 亞妲玫 G1 ⽇曬 / 彼得好咖啡 

＊衣索比亞 ⾕極 烏拉嘎 盛莓 80hr  
厭氧⽇曬  /  ⾛⾛咖啡 

＊異鄉情-⽔⽊之戀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紫風鈴+  /  參咖啡 

＊衣索比亞⽔洗希達⾺桃⼦甜⼼/ 
桃可可 G1 21/01 批次  /  靜馨烘⾖坊 

＊花⾒牡丹  /  ⿊沐咖啡 
＊喜悅  /  典凱商⾏ Open Mind 

＊花⾒牡丹  /  阿信咖啡 
＊台東 舞賽亞 漫波  /  茜草咖啡商⾏ 

＊衣索比亞 ⽇曬 夏依莎 /  David's nose coffee 
＊貴妃 /  典凱商⾏ Open Mind  

＊碧雅莊園 ⽇曬藝伎 /  Coffee B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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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瑰夏莊園(90+職⼈系列)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莫札特  /  Coffee Booster 

＊掬⾦  /  典凱商⾏ Open Mind 
＊遇⾒幸福 /  蹦創意x蹦咖啡 

＊衣索比亞 丹妮 單⼀⼩農 ⽇曬 /  St.1 Cafe 
＊耶加雪夫濾泡 /  山多斯咖啡 

＊異鄉情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雲袖 /  典凱商⾏ Open Mind 

＊哥倫比亞 拉⽶尼塔 模範⽣ /  彼得好咖啡 

ITCE 2021 優選獎章 Preferre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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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巧克⼒  /  Minimal Beat 
＊澄。壹 永恆配⽅  / 澄食商⾏ 

＊⽟春配⽅ /  愛倫廚坊有限公司 
＊柒號配⽅⾖  / 參咖啡 
＊暮莎莎  /  阿信咖啡 

＊性感甜甜圈(Sexy donut)  /  David's nose coffee 
＊衣索比亞 罕⾙拉 ⽇曬  / 山多斯咖啡 

＊Caffe Alberto Grand Club  /  Taurocaf s.r.l 
＊⽔果炸彈糖  /  Minimal Beat 

＊咖啡味2號⾖(Café de Sense NO.4)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吉野藍調  /  吉野咖啡 
＊Achang  /  The coffee 

＊豔陽花果  /  拉茉咖啡 
＊⽔果樹 (Fruit tree)  /  David's nose coffee 

＊潤蝶  /  馥東咖啡烘⾖⼯作室 
＊魔笛 Die Zauberflöte  

/ 柏赫國際有限公司 #Space Café 
＊GB5 Lab Espresso  /  GB5 Lab 

＊EVALUNA COFFEE BEANS MEDIUM 
ROAST  /  Caff'e CARRARO SPA 

＊蛙栽  /  Wakaru 理解咖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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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E 2021 推薦獎章 Recommen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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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之⼼蜜處理  / 雅⾕咖啡莊園 
＊耶加雪菲 愛迪朵  /  澄食商⾏ 

＊衣索比亞 ⽇曬 古吉 烏拉嘎 提波波卡 G1.  
/  靜馨烘⾖坊 

＊肯亞 加薩西 AA TOP  /  彼得好咖啡 
＊非洲之眼  /  茜草咖啡商⾏ 

＊衣索比亞 罕⾙拉 ⽇曬  /  fetee.coffee  
＊⽇常  /  時分珈琲 

＊蝶與貓  /  馥東咖啡烘⾖⼯作室 
＊草莓波波  / 阿信咖啡 

＊迷霧森林  /  法樂法拉咖啡烘焙所 
＊伊迪朵厭氧⽇曬  / GB5 Lab 

ITCE 2021 推薦獎章 Recommen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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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鄉 Misty  /  柏赫國際有限公司 #Space Café 
＊衣索比亞-謎霧  /  斯邁爾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衣索比亞 ⾕吉 ⽇曬  /  fetee.coffee 

ITCE 2021 推薦獎章 Recommen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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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者 /  ⿊沐咖啡 
＊彩虹 No.24 /  Coffee Booster 

＊義式濃縮  /  柂璋⼯作室 
＊Rocket Rush  /  Coffee Booster 

＊濃情蜜意  /  采成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ST.1 Classic Blend  /  St.1 Cafe 

＊SUPER BAR COFFEE BEANS  /  Caff'e 
CARRARO SPA 

＊Skywalker Blend  / St.1 Cafe 
＊Dwarf 配⽅  /  Around cafe 流浪咖啡 

＊⽩岳  / 燃⽊咖啡研究所 
＊彼得精選義式⾖  / 彼得好咖啡 

＊弎食典藏義式咖啡⾖  / 義成百貨⾏ 
＊澄。貳 經典配⽅  / 澄食商⾏ 

＊Wake Cup! Espresso  / 誠品⽣活股份有限公司 
＊Alpha2.0  / 喝咖烘⾖坊 

＊⾹兌論  / 黝脈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