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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咖啡學  招生簡章  
一、 課程介紹： 

咖啡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品嘗咖啡外，本次課程將全方

位帶領大家認識咖啡，進而煮出專屬自己的咖啡，從基礎、品味、進而鑑定咖啡，

理論搭配實務操作，讓喜歡咖啡的您一窺咖啡迷人美妙的風味！ 

二、 報名對象：喜歡咖啡、想學習品嘗咖啡與想知道健康咖啡知識者。 

三、 招生人數：10 人開班，最多 20 人。 

四、 上課地點： 

108306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城區部 

※上課教室，開課前簡訊及 e-mail通知。 

五、 師資介紹 

★簡子綋老師：巧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台北市南港與信義社區大學講師、台

北精品咖啡商業發展協會理事。 

專業認證： 

CQI Q Processing Professional 國際專業級後製師 

CQI Q Grade 國際咖啡品質鑑定師 

SCA Sensory skills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感官杯測大師 

SCA Coffee Roast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專業級烘豆大師 

SCA Coffee Barista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義式咖啡大師 

SCA Coffee Brew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專業級金杯沖煮大師 

SCA Green Coffee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咖啡生豆大師 

SCAA Golden cup 美國精品咖啡協會 金盃大師 

台灣大學-咖啡官能鑑定師、茶葉官能鑑定師、可可官能鑑定師 

講茶學院 日本茶認證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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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雯老師：SCA AST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授權講師與考官、台北市北投、淡

水、信義社區大學講師 

專業認證： 

SCA Sensory skills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感官杯測大師 

SCA Brew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金盃沖煮大師 

SCA Coffee Barista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義式咖啡大師 

SCA Green Coffee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生豆大師 

調酒丙級技術士 

日本富士烘焙認證合格 

★李旻芳老師：  

專業認證： 

CQI Q Grade 國際咖啡品質鑑定師 

City & Guilds 咖啡調配師 

日本富士烘焙中級認證 

★莊永仁老師：台北精品咖啡商業發展協會理事、台北市大安與松山社區大學

講師 

專業認證： 

CQI Q Grade 國際咖啡品質鑑定師 

SCAE 歐洲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研磨萃取咖啡師 

SCAE 國際精品咖啡認證咖啡感官杯測師 

SCA RGA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專業級烘豆大師 

SCA Barista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義式咖啡大師 

SCA Green Coffee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咖啡生豆大師 

SCA Brew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金盃沖煮大師 

SCA Sensory skills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認證 感官杯測師 

台灣大學咖啡官能鑑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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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 精品咖啡系統工程學認證 

中餐丙級技術士 

★黃信祥老師：台北市南港社區大學講師 

專業認證： 

SCA Brew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金盃沖煮大師 

SCA Sensory skills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感官杯測師 

SCA Roasting 國際精品咖啡協會 咖啡烘焙大師 

台灣大學咖啡官能鑑定師 

CTSSN 運動營養專業認證 

保健食品工程師 

六、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2 月 21 日止 

七、 報名費用：原價 13,800 元，第一期開班優惠 9,900 元/人，材料費 2,000 元/人(上課

當天收取)  

八、 上課日期與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11/3/5 

(六) 

09:00-

18:00 

基礎咖啡學 

★同學自我介紹、分組 
★咖啡的發現與傳遞 
★從種子到一杯咖啡 
★咖啡與健康 

咖啡後製學  

★咖啡後製導論 

★細說咖啡後製(水洗 日曬 密處理) 

★後製風味鑑賞 

111/3/12 

(六) 

09:00-

18:00 

風味感官開發 

★感官的分工 

★感官訓練~風味水實驗 

★感官訓練~重量 

★感官訓練~36 味標準香瓶校正 

咖啡鑑定學 

★咖啡杯測目的與做法 

★咖啡鑑定 ~ 每人一杯 

★三角杯測 ~ 分組實作 

★國際標準杯測 ~ 分組實作 

111/3/19 
09:00-

18:00 
咖啡烘焙 

★咖啡烘焙導論 

★烘焙過程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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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烘豆機種類與安全事項 

★各種烘焙程度咖啡品飲 

烘焙實作 

★咖啡瑕疵豆的種類 

★挑出瑕疵豆~ 3-4 位同學一組 

★上機實作 

111/3/26 

(六) 

09:00-

18:00 

金杯咖啡準則 

★金杯準則 

★影響咖啡沖煮的七大變數 

★萃取不足與萃取過度 

咖啡沖煮練習 

★咖啡沖煮器材介紹與示範 

★沖煮酸甜方式 

★咖啡沖煮練習 

 

九、 退費標準：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一)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

費用之九成。 

(二)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

各項費用之半數。 

(三)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 報名方式及洽詢專線： 

(一) 線上報名：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761 

(二) 洽詢專線：(02)2822-7101 轉分機 2812 吳柔瑾小姐 

Line 官方：@wux4881s 

FB 粉絲頁：@ntunhs.eec 或搜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十一、 繳費方式 

本中心收到報名者資料統一製作繳費單，以 e-mail 信件通知繳費。學員收到繳費單

可至四大超商繳款、第一銀行臨櫃或第一銀行學雜費網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member/index.aspx 線上繳款。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761
https://eschool.firstbank.com.tw/member/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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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請學員妥善保管個人物品，並珍惜所有本校提供設備，如有短缺、損壞時請立

即通報工作人員，如損壞或遺失器材需照價賠償。 

(二) 確保上課品質，請勿攜帶非本班學員進入課堂。 

(三) 如需請假，請提前 3 日通知課程承辦人，以利掌控學員出席狀況。 

(四) 本課程全面禁止攝影、拍照及錄音。 

(五) 需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本校防疫相關規定。 

 

【以上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份證字號、手機電話號碼、地址等）提供給承

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繕製班級名單、研習證書與上述申請業務有

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參訓學員: _______________(親自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