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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為提高苗栗優質大閘蟹市場品牌知名度，增進本縣各養殖業者之飼養

經驗及成果交流，建構苗栗大閘蟹產業合作的平臺；促進苗栗大閘蟹

産業發展得以領先全台灣，並提高本縣觀光發展及蟹農的經濟效益。 

二、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上海海洋大學。 

四、 邀請單位：苗栗縣優質大閘蟹產銷協會、苗栗縣一級棒大閘蟹推展協會。 

五、 評鑑競賽時間： 

109年 10月 19日 7時 30分至 13時。 

六、 評鑑競賽地點： 
苑裡區漁香園餐廳(苗栗縣苑裡鎮南興路 73號 037-857868)。 

七、 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或學者擔任。 

八、 報名時間及方式：自109年10月1日至10月18日  

苗栗地區養殖戶：逕向苗栗縣內大閘蟹協會報名參加（非苗栗縣境內養殖

戶及不符合參賽資格者不得參加評鑑比賽）。 

八、 報到時間：評鑑比賽當日（109年10月19日）上午7時30分起至9時止，逾時視同放

棄參賽資格。 

九、 報到地點：苑裡鎮漁香園港式餐廳報到櫃檯。 

十、參加對象：本縣大閘蟹養殖戶為對象，並符合參賽資格者為限。 

十一、參賽資格及審查程序： 
       (1)參加評鑑比賽以每人最多可同時報名1參賽點，每12隻蟹為1個參賽點  

(雄、雌蟹各6隻；蟹重量為：雌蟹>150克(4兩)；雄蟹>188克(5兩))。 

(2)參賽大閘蟹包裝上不得有廠商 LOGO，或其他特殊記號。 

(3)參賽者應符合以下各項基本條件： 

1. 養殖池應位於本縣境內。 

2. 放養之大閘蟹蟹苗應為上海海洋大學崇明島大閘蟹種苗繁殖中心生

產，且經由上海入境出境檢驗檢疫局檢驗合格之優質蟹苗。 

3. 飼養過程應接受本府全程養殖技術輔導。 

(4)參賽之大閘蟹必須經由本府派員抽查並送至水產品檢驗中心檢驗，且依據行

政院衛生署之規定檢驗64項藥物（詳如下表）殘留檢驗「未檢出」合格者。 

 

64項藥物殘留檢驗表列： 

項次 

分析物 

英文名 中文名 

1 azaperol   

2 azap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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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azolol   

4 ciprofloxacin 西氟沙星 

5 clopidol 氯吡啶 

6 danofloxacin 大安氟喹啉羧酸 

7 dicyclanil   

8 difloxacin 二氟喹啉羧酸 

9 enrofloxacin 恩氟喹啉羧酸 

10 eprinomectin   

11 ethopabate 衣索巴 

12 fleroxacin   

13 fluazuron   

14 flumequine 氟滅菌 

15 lomefloxacin   

16 marbofloxacin   

17 morantel 摩朗得 

18 nalidixic acid 那利得酸 

19 norfloxacin 諾氟喹啉羧酸 

20 ormetoprim 歐美德普 

21 oxolinic acid 歐索林酸 

22 pefloxacin   

23 pipemidic acid   

24 piromidic acid   

25 sarafloxacin 沙拉氟喹啉羧酸 

26 succinylsulfathiazole   

27 sulfabenzamide   

28 sulfacetamide 乙醯磺胺 

29 sulfachlorpyridazine 磺胺氯吡嗪 

30 sulfadiazine 磺胺嘧啶 

31 sulfadimethoxine 磺胺二甲氧嘧啶 

32 sulfadoxine 磺胺鄰二甲氧嘧啶 

33 sulfaethoxypyridazine 磺胺乙氧化吡嗪 

34 sulfaguanidine 磺胺胍 

35 sulfamerazine 磺胺甲基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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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ulfameter 磺胺嘧特 

37 sulfamethazine 磺胺二甲基嘧啶 

38 sulfamethizole   

39 sulfamethoxazole 磺胺甲基噁唑 

40 sulfamethoxypyridazine 磺胺甲氧化吡嗪 

41 sulfamonomethoxine 磺胺一甲氧嘧啶 

42 sulfapyridine 磺胺吡啶 

43 sulfaquinoxaline 磺胺喹啉 

44 sulfathiazole 磺胺噻唑 

45 sulfatroxazole   

46 tetramisole   

47 trichlorfon 三氯仿 

48 trimethoprim 三甲氧芐氨嘧啶 

49 氯黴素   

50 甲磺氯黴素  

51 氟甲磺氯黴素  

52 
Tetracycline 四環黴素 

53 
Chlortetracycline 氯四環黴素 

54 
Oxytetracycline 烴四環黴素 

55 
脫氧烴四環黴素  

56 
4-epimer-tetraccycline  

57 
4-epimer-

oxytetraccycline 

 

58 
4-epimer-

chlortetraccycline 

 

59 
3-amino-

morpholinomethl-3,-

oxaolidin -2-one  

(AMOZ) 

富來他頓代謝物 

60 
3-amino-2-

oxazolidinone  (AOZ) 

富來頓代謝物 

61 
Semicarbazide  (SC) 硝化富樂遜代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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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Aminohydantoin  (AH) 硝化富蘭音代謝物 

63 
孔雀綠  

64 
還原型孔雀綠  

 
  

 
  

 

 

十二、評鑑作業程序： 

（1）報到：參賽者於報到時間直接向主辦單位報到，主辦單位以報到順序編

號造冊，主辦單位不得事先分配或限制報名人數。 

（2）封裝：參賽大閘蟹由主辦單位與評審委員代表排定時間會同參賽人至大

閘蟹暫存處，統一收集後進行封裝，裝入主辦單位提供專用箱

中，並由主辦單位保管。 

十三、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 
（1）可量化評審方式及標準： 

肥滿度檢測方法： 

大閘蟹出水 30秒鐘後，按雌、雄分別稱重、測量體長，輸入電腦，採用

《中華絨螯蟹優質蟹評比軟體》統計，計算出每一隻蟹的肥滿度和總

分。占總評分標準 60%。   

計算公式如下： 

肥滿度 = 體重/體長 3（F = W / L3）     

雌、雄蟹的總分： 

＊雌蟹總分=平均肥滿度 + 0.1×平均體重- 0.1×肥滿度標準差 -0.1×

體重標準差。 

＊雄蟹總分=平均肥滿度 + 0.1×平均體重- 0.1×肥滿度標準差 -0.09×

體重標準差。 

（2）可數化評鑑方式及標準： 

               1.專家評比：比較中華絨螯蟹外形特徵，包括體色、額齒、側齒和背

部疣狀突起形狀等（詳見表 1）。占總評分標準 15%。 

2. 口感評比：比較煮熟河蟹的體色、香味、蟹膏、蟹黃與肌肉的鮮味

和甜味，占總評分標準 25%（詳見表 2）。 

（3）計分方式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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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爲進一步消除可數化評鑑産生的人爲誤差，統計人員在統計各位專家

的評分時，需扣除最高分和最低分兩項分數後，再取其平均值。 

2. 如最後總分相同者，將以肥滿度之分數為計算標準，如再同分，再以

外形特徵之分數計算。 

 

     表 1；專家評比評選標準： 

評選內容 評  選  標  准 分數 備  注 

體

色 

背 
青色、乳白色、墨綠色、青黑色

或黃色等固定色澤 
5 

青色、墨綠色

爲佳 

腹 
白色、乳白色、灰白色或淡黃

色、灰色、黃色等固定色澤 
5 

白色、乳白色

爲佳 

額  齒 4個額齒尖銳，左右兩個側缺深 2 
缺刻明顯者爲

上品 

側  齒 
4個側齒尖銳，第 4側齒小而尖

銳，清楚可見 
1  

背部疣狀

突 

6個均明顯，特別是兩個後疣突

明顯 
2  

 合     計 15  

 

     表 2 ；口感評比標準： 

評定內容 評定標準 分 數 備  註 

視

覺

評

定 

整體 顔色 4 
紅色爲佳；其他爲次;能否引起

食欲。 

鰓 顔色 2 
白色、乳白色爲佳；其他爲次；

黑者一票即為否決。 

膏、黃 
顔色、油流出

情況 
5 

膏透明狀爲佳；黃，紅色爲佳，

油多爲佳；其他爲次 

嗅

覺 

評

定 

整體 腥味、香味 3 

腥味足爲佳，無味者爲次，臭者

否決；能引起食欲者爲佳；香味

足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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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覺

評

定 

膏、黃 

膏肥滿度，鮮

度；黃肥度，

滑嫩度；質感 

4 
黃和膏肥、鮮味足爲佳，質感細

膩爲佳，其他爲次 

大螯肉 鮮度；甜度 1 鮮味足、微甜爲佳 

第二步

足肉 

鮮度；甜度；

彈性；飽滿度 
2 

富有彈性，飽滿爲佳；鮮味足、

微甜爲佳 

第三步

足肉 

鮮度；甜度；

彈性；飽滿度 
2 

富有彈性，飽滿爲佳；鮮味足、

微甜爲佳 

腹部肌

肉 

鮮度；甜度；

飽滿度 
2 

富有彈性，飽滿爲佳；鮮味足、

微甜爲佳 

合     計 25  

※註：雌>150克；雄>188克 
  

十四、成績統計及公布：評選委員當日完成評選工作後，立即統計成績並辦理成績揭

曉。 
 

十五、錄取名額：主辦單位於現場計算成績後，公佈各代號成績並揭曉各代號參賽者姓

名，相關獎項及名額如下： 

            大閘蟹評鑑：特等獎一名、頭等獎六名、優等獎六名。 

 

十六、公開表揚：評比結果於活動當日公佈並公開頒獎。 

 

十七、其他注意事項： 

（1） 參賽人應依指定時間配合主辦單位前往抽取大閘蟹檢體後，由主辦單位

送交檢驗機構辦理藥物殘留檢測，藥物殘留檢測比照FDA(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實驗室認證)檢測項目，檢測呋喃代謝物（AOZ、AMOZ、

SC、AH）、羥四環黴素(OTC)，氯黴素、孔雀綠等64項倘檢測不合格者，

喪失參加比賽資格。 

（2） 參賽者需同意參賽之大閘蟹由主辦單位規劃活動使用(有兩隻將做為味評使

用)。 

（3） 本次評鑑競賽苗栗縣養殖戶如獲得「頭等獎」以上之的養殖戶，將優先

參加今年度大陸上海河蟹大賽之參賽資格。 

（4） 抽樣及評鑑比賽過程，須由苗栗縣政府農業處相關同仁全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