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安溪茶业职业技术学校 

2019年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学生学业水平考试 

技能测试方案 

 

根据《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专业技能考

试工作的通知》（泉教职成〔2019〕3号 ）文件要求，和《福建省教育

厅关于做好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闽教

职成〔2019〕3号）精神，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特制定2019年安溪茶业

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技能测试方案。具体内容如

下： 

一、考试对象：2017级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学生 

二、考试时间：12月份（具体时间待通知） 

三、考试目的：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必将是中国茶的世纪。茶文化是中国博

大精深传统文化最亮丽的符号之一，弘扬中华茶文化，将“绿色、健康、

和谐”的茶文化精神融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引导中华茶艺向科学、

健康的方向发展。重点考查中职院校学生识茶能力，冲泡绿茶、红茶、

乌龙茶三大茶类的能力，以及同学们在个人生活茶艺冲泡技法；通过水

平测试，积极推进中职院校与高职、企业深入合作，探索培养茶艺高技

能人才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指导和推动相关专业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 

四、考试方式： 

1.考试形式：技能实操 

技能操作包括规定茶艺、个人生活茶艺、茶类识别三部分。以展示

规范的操作方式、艺术地表现茶的冲泡过程、强调技能的发挥、呈现茶



的最佳品质为目的。背景音乐统一用 CD 或 U 盘播放，不设现场伴奏。

其中规定茶艺占操作成绩的 30%、茶类识别占操作成绩的 30%、个人生

活茶艺占操作成绩的 40%。项目的命题结合茶艺师、评茶员职业岗位的

技能需求，并参照《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评茶员国家职业标准》

（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相关标准制定。 

2.考试时间： 90分钟。 

五、考试内容： 

1．规定茶艺：从考场提供的绿茶、乌龙茶、红茶三种茶样抽取一

种进行冲泡；规定茶艺作为一个练“功”的项目，重点考量考生的茶艺

基本功，即举止礼仪，行为习惯，气质神韵，协调能力，审美情趣、茶

汤质量等。考核时间为 15 分钟。 

绿茶规定茶艺为玻璃杯泡绿茶技法；红茶规定茶艺为盖碗泡工夫红

茶技法；乌龙茶规定茶艺为双杯小壶泡乌龙茶技法。 

绿茶规定茶艺竞技步骤：备具—端盘上场—布具—温杯—置茶—浸

润泡—摇香—冲泡—奉茶—收具—端盘退场； 

红茶规定茶艺竞技步骤：备具—端盘上场—布具—温盖碗—置茶—

冲泡—温盅及品茗杯—分茶—奉茶—收具—端盘退场； 

乌龙茶规定茶艺竞技步骤：备具—端盘上场—布具—温壶—置茶—

冲泡—温品茗杯及闻香杯—分茶—奉茶—收具—端盘退场。 

考试统一茶样、统一器具、统一音乐。考生抽签确定茶样，然后有 

15 分钟时间提前熟悉茶样。考前 5 分钟自行备具、备水（不计入考试

时间内）。尽可能着我国传统服装，演示过程不需要解说。 

2．个人生活茶艺：个人生活茶艺着重于茶汤品质的呈现,以日常生

活中，让亲友轻松、舒适地喝上一杯高质量的茶汤为目的，考量考生冲

泡茶汤的水平、对茶叶品质的表达能力以及接待礼仪水平。考试所用的



茶样为六大茶类中的六种。考核时间为 15分钟。 

考生抽签确定茶样，然后有 15 分钟时间提前熟悉茶样，再从考场

提供的茶具中选择与所泡茶相匹配的茶具，布置茶席后进行冲泡。服装

以简洁为主，不需要设置主题、背景音乐和解说词，但可以与品茗者有

适当的语言交流。 

3．感官品质评定 

1）能根据不同茶类分样的操作规程要求进行分样，使茶样均匀、

准确。 

2）懂得运用等级术语对不同茶类不同级别的外形、内质各因子品

质特征进行描述。 

3）能根据考核样的品质情况，确定级别。 

4）作业完成后，使用的器具和场所要进行洗涤、整理、摆放整齐。 

5）考核时间：50分钟。 

六、评分标准：（总分100） 

1．规定茶艺评分标准（30%） 

序号 项目 
分值
(%) 

要求和评分标准 扣分点 扣分 得分 

1 

礼仪 

仪表 

仪容 

25分 

5 
发型、服饰与茶艺表演类型

相协调。 

发型突兀，扣2分 

服饰过短，扣2分。 

服饰明显不协调，扣1分。 

  

10 

形象自然、得体，高雅，表

演中用语得当，表情自然，

具有亲和力。 

头发散乱扣1分。 

视线不集中，或低视或仰视，扣

2分。 

表情不镇定、眼神慌乱，扣2分。 

神态木讷、平淡，无交流，扣2

分。 

妆容不当，扣2分 

其他不规范因素，酌情扣1-2分。 

  

10 
动作、手势、站立姿势端正

大方。 

未行礼扣2分。 

坐姿脚分开扣1分。 

  

2 
茶席 

布置 
5 

茶器具布置与排列有序、合

理。 

茶具配套不齐全，或有多余的茶

具，扣2分。 

  



5分 茶具排列杂乱、不整齐，扣2分。 

茶具取用后未复位，扣1分。 

3 

茶艺 

表演 

30分 

10 

冲泡程序契合茶理，投茶量

适用，冲水量及时间把握合

理。 

泡茶顺序颠倒或遗漏一处扣5

分，两处及以上扣8-10分。 

茶叶用量及水量不均衡不一致

扣1-3分。 

  

5 
操作动作适度，手法连绵、

轻柔，顺畅，过程完整。 

动作不连贯扣2分。 

操作过程中水洒出来扣3分。 

器具碰撞发出声音扣2-4分。 

  

10 
奉茶姿态及姿势自然、大方

得体。 

奉茶时未使用礼貌用语扣2分。 

未行伸掌礼扣2分。 

  

5 收具。 

收具不规范，扣2分。 

收具动作仓促，出现失误，扣2-3

分。 

  

4 

茶汤 

质量 

35分 

20 茶色、香、味、形表达充分。 

未能充分表达出茶色、香、味，

扣10分。 

仅能表达出茶色、香、味其一者，

扣8分。 

仅能表达出茶色、香、味其二者，

扣5分。 

其他不规范因素，酌情扣分。 

  

15 茶汤适量，温度适宜。 

茶汤过量或过少，扣4分。 

绿茶三杯茶水位不一致，扣4分。 

茶汤过浓或过淡，扣4分。 

其他不规范因素，酌情扣分。 

  

5 
时间 

5分 
5 

在8-12分钟内完成茶艺表

演。 

超时2分钟以上，扣5分。 

超时2分钟之内，扣3分。 

超时1分钟之内，扣1分。 

  

2．个人生活茶艺评分标准（30%） 

序号 项目 
分值
(%) 

要求和评分标准 扣分点 扣分 得分 

1 
茶席 

布置 
15 

茶具与茶叶搭配合理，器具

组合完整、协调、配合巧妙，

器具布置排列有序、合理。 

主茶具选用不当扣3-5分。茶具

配套不齐全，或有多余的茶具，

扣3-5分。 

茶具排列杂乱、不整齐，扣2

分。 

茶席布置缺乏美感，扣2-3分。 

  



2 

礼仪 

仪表 

仪容 

15 

发型、服饰与茶艺表演类型

相协调。 

形象自然、得体，高雅，表

演中用语得当，表情自然，

具有亲和力。 

动作、手势、站立姿势端正

大方。 

发型突兀，扣2分 

服饰过短，扣2分。 

服饰明显不协调，扣1分。妆容

不当，扣2分 

坐姿不雅，扣1-2分。 

表情不镇定、眼神慌乱，扣2

分。 

神态木讷、平淡，无交流，扣2

分。 

其他不规范因素，酌情扣分。 

  

3 
冲泡 

技巧 
20 

冲泡程序契合茶理，投茶量

适用，冲水量及时间把握合

理。 

操作动作适度，手法连绵、

轻柔，顺畅，过程完整。 

奉茶姿态及姿势自然、大方

得体。 

收具从容合理。 

泡茶顺序颠倒或遗漏扣3-5分。 

茶水比不合理扣2-3分。 

动作不连贯扣1-2分。 

操作过程中水洒出来扣1-2分。 

器具碰撞发出声音扣1-2分。 

奉茶时未使用礼貌用语扣2分。 

收具动作仓促，出现失误，扣

2-3分。 

  

4 
茶汤 

质量 
25 

茶色、香、味、形表达充分。 

茶汤适量，温度适宜。 

未能充分表达出茶色、香、味，

扣9分。 

仅能表达出茶色、香、味其一

者，扣6分。 

仅能表达出茶色、香、味其二

者，扣3分。 

茶汤过量或过少，扣2分。 

茶汤过浓或过淡，扣2分。 

其他不规范因素，酌情扣分。 

  

5 
茶艺知识

讲解 
20 

完整讲解冲泡茶叶所属茶

类、产地、品质特征等，内

容正确，条理清晰，口齿清

晰，能有效地与评委交流互

动，能引导和启发观众对茶

艺的理解。 

讲解内容不全面，扣4-6分，内

容有误扣3-5分。 

讲解条理不清晰，扣2-5分分。 

讲解口齿不清晰，扣2-3分。 

讲解欠艺术表达力，扣1-2分。 
 

  

6 时间 5 在10-15分钟内完成竞赛。 

超时2分钟以上，扣5分。 

超时2分钟之内，扣3分。 

超时1分钟之内，扣1分。 

  



3.感官品质评定（40%） 
序
号 

考核
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考核标准 扣分 得
分 

 
1 器具

准备 

能根据不茶类进行器
具准备  

 
 5 

1.不懂根据茶类选择相应评茶器具
的，扣 5分。 

  

 
 
2 
 
 

干看
外形 

1.根据茶叶干评操作要
求，掌握摇盘操作技能 
2.掌握干评的基本方
法 
 

 
 
 20 

1.掌握干评基本方法，不懂扣 12分，
略懂扣 8分。 
2.掌握摇盘操作技能，不懂摇盘，扣
8分，动作尚规范，扣 5分，茶叶往
外洒落，扣 3分。 
 

  

 
 
 
 
3 

湿评
内质 

1.按操作规程扦取审
评茶样 
2.掌握湿评的基本方
法 

 
 
 
 
 30 

1.掌握湿评基本方法，不懂扣 30分，
略懂扣 20分，扣完为止。 
2.严格按操作规程正确扦取茶样，错
误扣 12 分，不规范扣 8 分，取样不
均匀扣 5分，扣完为止。。 
3.严格按操作规程正确称样，不懂称
样，扣 8分，误差大于 0.5 克，扣 5
分，扣完为止。 
4.正确掌握冲泡时间、水温、茶水比
例，错误一项，扣 5分，扣完为止。 
5.掌握正确的湿评操作方法，嗅香
气、看汤色、尝滋味、看叶底，错误
一项，扣 5分，扣完为止。 
6.操作完毕后，没有清理，复位，扣
8分，扣完为止。 

  

4 
品质
记录 

1.懂得运用等级评茶
术语，对考核样的各个
因子进行描述 
2.根据品质记录，对各
品质的情况进行汇总，
正确判定品名、品类、
品质情况优劣 
 

 
 
 
 45 

1.运用等级评茶术语描述考核样的
外形和内质各因子的品质特征，缺少
一个或错误，扣 3分，扣完为止。 
2.评茶术语描述不规范，扣 5分。 
3.根据品质记录，对各品质因子情况
进行汇总，判定级别，缺少一项或错
误，扣 5分，扣完为止。 
 

  

 
5 

安全
卫生 

安全文明卫生   
  

1.操作失误，损坏器具扣 3 分； 
2.文明卫生，考完无整理扣 3分。 

  

合计  100 
   

否定项说明：1.不懂审评基本操作要求或不懂等级评语，该题 100分，记“0分”。 
      2.不懂考核样 1、2、3 的品名、品类，该题 45分，记“0 分” 
备 注：考核样 1、2、3，分别是 15 分。 



七、安全保障 

1.考场的布置，考场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考前按照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2.考试现场内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

护。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监考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3.为了使考试安全顺利地进行，保障考生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考生和工作人员必须按规程操作，同时制定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能

及时有效处理大赛期间突发安全事故。 

4.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考试内容涉及大用电量、易

发生火灾等情况，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5.考试期间，在考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建立安全管理日

志。 

 

 

福建省安溪茶业职业技术学校 

2019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