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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章程涵蓋重要資料，為學員及授權培訓機構（APP）提供有關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

級證書的詳情。 

本章程最主要部份為詳細敘述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學習的成果和要素。

授權培訓機構應依據這些要素來準備課程，而學員則應該據此安排自己的學習進度，

因為資格考試內容就是測驗這些學習成果和要素。 

本章程亦包含建議品酒樣本名單、考試指南（包括課程內容比重以及試題範例）以及

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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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資格認證

WSET® 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WSET® Awards 為 Wine & Spirit Education Trust 的認證部門，提供具有品質保證的資格
認證，讓學員進一步瞭解酒精類飲料，並且培養其品酒技能。我們所採的方式為： 

• 與酒精飲料業界聯繫，從而訂定合適的章程

• 審核可提供本會資格課程的培訓機構和人員

• 訂定考試內容

• 向及格學員發出證書

說

WSET® 資格認證的設計和授予由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的認證部門WSET® 

Awards 單獨負責。 

英國政府設立了監管機構──The 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Regulation，簡稱Ofqual（資格與考試監管處），專責管理頒發認證的機構。

一些WSET認證資格如下。

全全全全稱稱稱稱：：：：WSET®葡葡葡葡萄萄萄萄酒酒酒酒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級級級級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獲 Ofqual 授予認證編號 600/1504/4

說說說明明明明：：：：    這項資格課程就葡萄酒侍酒和銷售的前線人員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主要葡萄酒風

格提供基礎介紹。資格課程的目標是傳授基本產品知識、葡萄酒保存與侍酒相

關技巧，讓有意從事葡萄酒服務和零售的人員得到充分的準備來展開在此行業

領域的第一份工作。 

全稱全稱全稱全稱：：：：WSET®侍酒第一級證書侍酒第一級證書侍酒第一級證書侍酒第一級證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資格課程以葡萄酒第一級證書課程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為基礎，並且教授

學員如何將之應用於餐廳等工作場所。這項課程最適合希望學習基本侍酒技能

的人，包括有意踏入侍酒師專業者。 

全全全全稱稱稱稱：：：：WSET®烈烈烈烈酒酒酒酒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級級級級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獲 Ofqual 授予認證編號 600/1501/9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本資格課程就烈酒侍酒和銷售的前線人員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主要烈酒種類提

供基礎介紹。資格課程的目標是傳授基本產品知識，讓有意從事款待或烈酒

相關行業者得到充分準備。 

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資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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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全全稱稱稱稱：：：：WSET®烈烈烈烈酒酒酒酒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級級級級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獲 Ofqual 授予認證編號 600/1507/X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本資格課程就烈酒和利口酒這專門範疇提供比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更淵

博、更深入的知識。課程集中講授屬烈酒中所有產品種類的知識、這些產品的

最終飲用方式以及品酒技巧理論。 

全全全全稱稱稱稱：：：：WSET®葡葡葡葡萄萄萄萄酒酒酒酒烈烈烈烈酒酒酒酒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級級級級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獲Ofqual授予認證編號 600/1508/1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本資格課程就所有屬酒精飲料的產品種類提供廣泛的知識，並且包括品試技巧

理論。課程適合過往經驗不深的學員。 

全全全全稱稱稱稱：：：：WSET®葡葡葡葡萄萄萄萄酒酒酒酒烈烈烈烈酒酒酒酒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級級級級文文文文憑憑憑憑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這是專門的資格課程，融合葡萄酒與烈酒的深入知識和商業因素，再加上完整

的專業葡萄酒烈酒評核制度。英國葡萄酒大師協會亦向有意加入為會員的學員

推薦本文憑課程。 

BS EN ISO 9001:2008    

WSET® Awards 實施品質管理制度，遵守 BS EN ISO 9001:2008 的規定。目的是管理針對

酒精飲料產品知識和品試能力方面的資格認證和考試。 

如何準備應付如何準備應付如何準備應付如何準備應付 WSET®證書考試證書考試證書考試證書考試 

WSET®證書課程只能由 WSET® Awards 核准的「授權培訓機構」（Approved Programme 

Providers，簡稱 APP）提供。有意學習以考取 WSET®資格的學員必須向授權培訓機構報

名。學員與 APP 建立直接關係，而 APP 有責任教授課程以及安排由 WSET® Awards 出題

的考試。 

參加由 APP 安排的小組研習是學習品酒的最佳途徑，不過有些 APP 亦以函授方式指

導考生應考本機構的考試。 

WSET 網站 www.WSETglobal.com 詳列出在英國以及海外授權培訓機構（APP）的名

單。請直接與授權培訓機構接洽瞭解他們提供的課程。 

若有意成為 APP，請聯絡 APP 管理組，電子郵址 appadmin@wse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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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資格認證

多多多多元元元元及及及及平平平平等等等等政政政政策策策策
WSET® Awards 全力支持多元及平等原則，並且有責任確保所有報考資格證書的考生都

受到公平及平等待遇。詳情可向 APP 管理組，電子郵址 appadmin@wset.co.uk 索取我

們的多元及平等政策資料。 

客客客客戶戶戶戶服服服服務務務務聲聲聲聲明明明明 
我們發表的客戶服務聲明內註明 WSET® Awards 客戶應享有的服務品質和範圍。有需要

者可向 APP 管理組索取，電子郵址 appadmin@wset.co.uk。 

萬一你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立即聯絡註冊的授權培訓機構。若問題仍未

獲得解決，請聯絡 APP 管理組，電子郵址 appadmin@wset.co.uk。 

獎獎獎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計計計計劃劃劃劃 
每一學年，即 8 月 1 日至翌年 7 月 31 日，本會都會頒發獎學金，考試成績傑出的考生

可能有資格申請。獎學金由 WSET® Awards 負責管理，而在學年結束、所有認證考試結

果經仔細檢查之後，WSET® Awards 將會聯絡合資格的考生。 

有多項獎學金可供申請，詳情請參閱 WSET 網站有關獎學金的網頁： 

wsetglobal.com/about-us/awards-bursaries。
請注意：這些獎學金並非以資助學習進修的形式頒授，而是對考試成績的一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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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簡介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簡介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簡介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簡介    

證書課程目標證書課程目標證書課程目標證書課程目標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的對象是對廣泛的葡萄酒和烈酒具備極少或全無背

景知識的學員。本課程適用於需要以正確基本的產品知識來鞏固工作技能的職業，例

如在招待、零售和批發行業等。而對這主題具有普遍興趣的人，本課程亦會有用。 

通過考試的學員將能夠理解及解釋世界上主要葡萄酒及烈酒標籤上的描述，並且為

適選酒和侍酒提供基礎指引，以及明瞭葡萄酒品試和評價的原則。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為達到認證目標，本課程有一項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認識影響葡萄酒種類和風格的主要因素；知道並且能夠描述已知的靜態、氣泡及強化

葡萄酒的特色；指出如何保存、選擇以及侍靜態、氣泡及強化葡萄酒；知道國際烈酒的

主要生產方式，以及描述已知烈酒的風格。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1::::    表達出對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2：：：：    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何特色，以及在世界

主要釀酒國及產酒地區以這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3::::    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的靜態葡

萄酒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描述其風格和品質。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4::::    簡要說明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並且描述世界主要釀酒國出產的氣

泡葡萄酒風格。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5::::    簡要說明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的製造方式，並且描述世界主要釀酒國所

出產這些酒的風格。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6::::    簡要說明國際主要烈酒種類的生產原理及方式，並且描述這些烈酒的

風格。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7::::    表達出對保存、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 

定的瞭解。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報讀 WSET® 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並無任何限制。若學員年紀未滿其參加考試所

在國家地區所定購買酒精飲料的最低合法年齡，在課程期間就不可品試任何酒精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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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簡介 

但這樣並不會阻礙該學員成功完成課程。同樣地，因為個人健康、宗教信仰或其他原因

而選擇不品試酒類的學員也不會因此無法完成課程。 

Total Qualification Time（TQT，認證總時數）及Guided Learning 
Hours（GLH，授課學習時數）
TQT以小時為單位計算，是學員要成功獲得資格所需的大約總時間。認證總時數是GLH
及私人學習時間的總和。其中，GLH包括導師指導時數及專業評估（考試）。 

WSET葡萄酒及烈酒第二級認證課程的TQT為28小時，包含17小時的GLH（其中涵蓋1小
時的考試時間）與11小時的私人學習時間。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進進進進階階階階途途途途徑徑徑徑 
我們建議先取得 WSET® 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或同等程度後再報名參加 WSET®葡萄酒

第三級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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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1 

表達出對表達出對表達出對表達出對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描述葡萄藤要結出健康果實所需的條件

2. 描述生長環境對葡萄造成的影響

3. 簡述為生產健康葡萄而進行的葡萄栽培措施

4. 簡述已知葡萄酒種類的釀製過程以及描述這些程序如何影響葡萄酒風格

5. 簡述已知葡萄酒種類的熟化過程以及描述這些步驟如何影響葡萄酒風格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生長條件生長條件生長條件生長條件 

生長條件生長條件生長條件生長條件 溫度、陽光、養份 、水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生長生長生長生長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氣候氣候氣候氣候 炎熱、溫和、涼爽 

天氣天氣天氣天氣 不同年份之間的分別 

土壤與山坡土壤與山坡土壤與山坡土壤與山坡 排水、養份、水、面向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葡萄葡萄葡萄葡萄栽培措施栽培措施栽培措施栽培措施 

葡萄栽培措施葡萄栽培措施葡萄栽培措施葡萄栽培措施 修剪、產量、有害動物及疾病、採收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4：：：：釀酒過程釀酒過程釀酒過程釀酒過程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擠壓、榨汁、發酵、容器種類、溫度 

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紅酒、粉（玫瑰）紅酒、白酒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5：：：：熟化過程熟化過程熟化過程熟化過程 

熟化過程熟化過程熟化過程熟化過程 容器種類、氧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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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2  

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何特色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何特色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何特色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何特色，，，，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在世界主要釀酒國及產酒在世界主要釀酒國及產酒在世界主要釀酒國及產酒在世界主要釀酒國及產酒

地區以這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地區以這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地區以這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地區以這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描述主要葡萄品種的特色 

2. 描述氣候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葡萄園的影響對於主要葡萄品種釀製的靜態葡萄

酒所可能產生的效果 

3. 認識世界各地用主要葡萄品種釀製靜態葡萄酒的地區之中最重要的釀酒國以及產酒

地區；運用 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描述這些葡萄酒的風格及品質 

4. 闡明常見於主要葡萄品種釀製的靜態葡萄酒標籤上，用以表示風格及品質、而且具

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詞彙和其他詞彙的意思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主要葡萄品種主要葡萄品種主要葡萄品種主要葡萄品種 
白葡萄白葡萄白葡萄白葡萄 莎當妮、長相思、麗絲玲 

黑葡萄黑葡萄黑葡萄黑葡萄 黑皮諾、赤霞珠、美露、希哈/希拉茲、歌海娜 /格勒納什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氣候以及葡萄園的影響氣候以及葡萄園的影響氣候以及葡萄園的影響氣候以及葡萄園的影響  
氣候氣候氣候氣候 炎熱、溫和、涼爽 

葡萄園的影響葡萄園的影響葡萄園的影響葡萄園的影響  

（（（（在適用的情況下在適用的情況下在適用的情況下在適用的情況下）））） 

蘋果酸─乳酸發酵、酒渣、橡木、熟化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最重要釀酒國家及地區最重要釀酒國家及地區最重要釀酒國家及地區最重要釀酒國家及地區 
莎當妮莎當妮莎當妮莎當妮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夏布利、蒲林尼-夢夏雪、梅素、馬崗、 

普依-赋詩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州加州加州加州：：：：索諾馬、Carneros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門多薩 

 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卡薩布蘭卡谷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雅拉河谷、阿德萊德丘、瑪格麗特河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馬伯羅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華克灣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Pays d’Oc、意大利南部、美國加州、阿根廷、中央谷地 （智利）、澳洲東南部、西開普

省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莎當妮 + 榭密雍、莎當妮 + 本地品種 

長相思長相思長相思長相思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松塞爾、普伊富美 

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白酒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州加州加州加州：：：：納帕谷 

 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卡薩布蘭卡谷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馬伯羅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埃爾金、Constantia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Pays d’Oc、羅瓦河谷、美國加州、中央谷地 （智利）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長相思+ 榭密雍 

麗絲玲麗絲玲麗絲玲麗絲玲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阿爾薩斯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摩澤爾、萊茵高、法爾茲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克萊爾谷、伊甸谷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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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諾黑皮諾黑皮諾黑皮諾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省：：：：勃根地、芝華-香貝田、尼依-聖喬治、布蒙、玻瑪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法爾茲、巴登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州加州加州加州：：：：索諾馬、Carneros、聖芭芭拉郡 

俄勒岡州俄勒岡州俄勒岡州俄勒岡州 

 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卡薩布蘭卡谷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雅拉河谷、摩寧頓半島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馬伯羅、中奧塔哥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華克灣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智利 

赤霞珠及美露赤霞珠及美露赤霞珠及美露赤霞珠及美露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梅多克、上梅多克、波爾克、瑪歌、格拉芙、 

佩薩克─里奧儂、聖艾美隆、波美侯、波爾多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州加州加州加州：：：：納帕谷、奧克維爾、羅塞福、亞歷山大谷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門多薩 

 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米波谷、哥爾查瓜谷、卡澤波亞谷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瑪格麗特河、庫納瓦拉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賀克灣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史鐵倫布什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Pays d’Oc, California、美國加州、中央谷地 （智利）、門多薩、澳洲東南部、 

西開普省、意大利北部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赤霞珠 + 美露、赤霞珠 + 希拉茲 

希哈希哈希哈希哈/希拉茲希拉茲希拉茲希拉茲 以及歌海娜以及歌海娜以及歌海娜以及歌海娜 /格勒納什格勒納什格勒納什格勒納什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北隆河北隆河北隆河北隆河：：：：克羅茲─隱士山、隱士山、羅帝丘 

南隆河南隆河南隆河南隆河：：：：隆河谷、隆河谷釀酒村（+名稱）、教皇新堡 

朗多克朗多克朗多克朗多克─魯西雍魯西雍魯西雍魯西雍：：：：米內華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里奧哈、納瓦拉、普里奧拉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巴羅莎谷、麥羅蘭谷、獵人谷 

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大眾化／／／／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澳洲東南、隆河谷、朗多克、Pays d’Oc、西班牙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歌海娜 + 希拉茲希拉茲 +赤霞珠、歌海娜 +本地品種、希拉茲/希哈 + 本地品種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4：：：：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或或或或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AOC) （原產地法定管制產區）、IGP、 

Vin de Pays (VdP)（地區葡萄酒）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Rouge（紅酒）、rosé（粉紅／玫瑰紅酒）、blanc（白酒）、sec（乾）、 

demi-sec（半乾）、moelleux（中甜）、doux（甜） 

勃根地勃根地勃根地勃根地：：：：Premier Cru（一級）、Grand Cru（特級） 

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Supérieur、Grand Vin、Cru Bourgeois、Grand Cru Classé 

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Grand Cru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Qualitätswein（優質酒）、Prädikatswein（高級優質酒）、Trocken（乾）、Halbtrocken 

（半乾）、Kabinett（可珍藏）、Spätlese（遲採）、Auslese（精選）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DOCa（法定優質產區）、DO（特許產區）、Vino de la Tierra（地區葡萄酒）、 

   tinto（紅酒）、rosado（粉紅酒）、blanco（白酒）、seco（乾）、Joven 

（新酒）、Crianza（佳釀）、Reserva（陳年）、Gran Reserva（珍藏）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Fumé Blanc（白富美／富美白酒）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    cuvée、oaked/unoaked（有/無受橡木影響）、barrel/barrique-fermented/aged 

（橡木桶／小桶發酵/陳年）、organic（有機）、unfined/unfiltered 

（未沉澱／未過濾）、 vieilles vignes/old vines（老葡萄藤）、vintage（年份）、 

   alcohol content（酒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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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3 

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的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的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的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的靜態葡萄靜態葡萄靜態葡萄靜態葡萄酒酒酒酒

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描述其風格和品質描述其風格和品質描述其風格和品質描述其風格和品質。。。。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認識世界主要釀酒國中在地區上重要的葡萄品種，並且描述這些葡萄所

釀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 

2. 認識世界主要釀酒國所出產、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有名稱葡萄酒，並且

運用 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 描述這些葡萄酒的風格及品質 

3. 闡明在地區上重要的靜態葡萄酒標籤上常用來表示風格和品質、 

而且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詞彙和其他標示詞彙的意思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 及及及及 2：：：：在在在在地區地區地區地區上重要的上重要的上重要的上重要的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白詩楠、灰皮諾、瓊瑤漿、維奧尼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佳美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 密思卡岱、武弗雷 

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 

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釀酒村、Fleurie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灰皮諾、特雷比奧羅、維蒂奇諾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內比奧羅、巴貝拉、聖祖維斯、蒙特普齊亞諾、Primitivo、Aglianico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皮埃蒙特皮埃蒙特皮埃蒙特皮埃蒙特：：：：巴羅洛、芭芭萊斯科、嘉維 

威尼托威尼托威尼托威尼托：：：：維波利、蘇維 

托斯卡納托斯卡納托斯卡納托斯卡納：：：：奇安帝、蒙達奇諾的布魯奈羅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阿爾巴尼諾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田帕尼優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Rías Baixas、里奧哈、Ribera del Duero、加塔隆尼亞    

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杜羅杜羅杜羅杜羅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金粉黛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特濃情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馬爾貝克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Cafayaté、門多薩    

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佳美娜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榭密雍 

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有名稱酒 獵人谷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白白白白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白詩楠 

黑黑黑黑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皮諾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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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或或或或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AOC) （原產地法定管制產區）、IGP、 

Vin de Pays (VdP)（地區葡萄酒）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Rouge（紅酒）、rosé（粉紅／玫瑰紅酒）、blanc（白酒）、sec（乾）、 

demi-sec（半乾）、moelleux（中甜）、doux（甜） 

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薄酒萊：：：： Nouveau（新酒） 

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羅瓦爾：：：：Sur Lie 

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阿爾薩斯：：：：Grand Cru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DOCG（保證原產地區）、DOC（法定原產地區）、IGT、rosato（粉紅酒） 

rosso（紅酒）、bianco（白酒）、secco（乾）、Classico、Riserva、Amarone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DOCa（法定優質產區）、DO（特許產區）、Vino de la Tierra（地區葡萄酒） 

   tinto（紅酒）、rosado（粉紅酒）、blanco（白酒）、seco（乾）、Joven 

 （新酒）、Crianza（佳釀）、Reserva（陳年）、Gran Reserva（珍藏）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Fumé Blanc（白富美／富美白酒）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    cuvée、oaked/unoaked（有/無受橡木影響）、barrel/barrique-fermented/aged 

（橡木桶／小桶發酵/陳年）、organic（有機）、unfined/unfiltered 

（未沉澱／未過濾）、 vieilles vignes/old vines（老葡萄藤）、vintage（年份）、 

   alcohol content（酒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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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4 

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描述描述描述描述世界主要釀酒國出產的世界主要釀酒國出產的世界主要釀酒國出產的世界主要釀酒國出產的氣泡葡氣泡葡氣泡葡氣泡葡

萄酒風格萄酒風格萄酒風格萄酒風格。。。。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簡要說明生產氣泡葡萄酒的重要製作方式 

2. 認識最主要的氣泡葡萄酒生產國家和地區；運用 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

酒技巧®描述這些葡萄酒的風格 

3. 闡明標籤上常用來表示氣泡葡萄酒風格和品質、而且具有重要地區意義

的詞彙和其他詞彙的意思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瓶中發酵（傳統方式、轉移法）、槽式發酵（乾、甜）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地區地區地區地區以及葡萄品種以及葡萄品種以及葡萄品種以及葡萄品種 

國家及國家及國家及國家及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香檳、Crémant、Saumur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塞克特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亞斯提、普羅賽柯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卡瓦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美國加州美國加州美國加州美國加州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莎當妮、黑皮諾、慕斯卡（麝香葡萄）/慕斯卡圖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或或或或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 Brut、Vintage/Non-Vintage （有/無年份）Traditional Method / 

Méthode Traditionelle（傳統方式）/Bottle-Fermented（瓶式發酵）、 

Méthode Cap Class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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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5 

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甜酒及甜酒及甜酒及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的強化葡萄酒的強化葡萄酒的強化葡萄酒的製造方式製造方式製造方式製造方式，，，，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描述描述描述描述世界主要釀酒世界主要釀酒世界主要釀酒世界主要釀酒國國國國所出產所出產所出產所出產

這些酒的風格這些酒的風格這些酒的風格這些酒的風格。。。。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簡要說明生產甜酒和強化葡萄酒的重要製作方式 

2. 認識最主要的甜酒和強化葡萄酒生產國家和地區，以及（如適用）所採

用的葡萄品種；運用 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描述這些葡萄酒的

風格 

3. 闡明標籤上常用來表示甜酒和強化葡萄酒風格和品質、而且具有重要地

區意義的詞彙和其他詞彙的意思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 

甜甜甜甜酒酒酒酒 

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生產方式 

 

過濾酵母、添加未發酵葡萄汁或濃縮汁液、乾葡萄、貴族霉、冷凍葡萄    

強化葡萄酒強化葡萄酒強化葡萄酒強化葡萄酒 

雪利酒雪利酒雪利酒雪利酒 

波特酒波特酒波特酒波特酒、、、、VdNs 

 

發酵後強化、陳年 

以強化來中斷發酵、陳年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最主要國家、、、、地區以及葡萄品種地區以及葡萄品種地區以及葡萄品種地區以及葡萄品種 

國家及國家及國家及國家及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素泰爾納、來自 Beaumes-de-Venise 的慕斯卡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雪利酒 

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 波特酒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托卡伊 

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葡萄葡萄葡萄葡萄 
 

榭密雍、慕斯卡（麝香葡萄）、麗絲玲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或或或或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Auslese、Beerenauslese、Trockenbeerenauslese、Eiswein（冰酒）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Recioto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雪利酒（Fino、Amontillado、Oloroso、PX 、Cream） 

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 波特酒（Ruby、LBV、Vintage、Tawny）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 botrytis/noble rot （貴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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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6 

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簡要說明國際主要烈酒類國際主要烈酒類國際主要烈酒類國際主要烈酒類別別別別的生產原理及方式的生產原理及方式的生產原理及方式的生產原理及方式，，，，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描述這些描述這些描述這些描述這些烈酒的風格烈酒的風格烈酒的風格烈酒的風格。。。。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簡要說明烈酒的生產原理及方式 

2. 簡要說明國際主要烈酒類別的生產方式，並且描述這些烈酒的風格 

3. 闡明標籤上常用來表示國際烈酒風格或品質、而且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

詞彙和其他詞彙的意思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生產原理及方式生產原理及方式生產原理及方式生產原理及方式 

蒸餾蒸餾蒸餾蒸餾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含酒精的液體加熱，蒸發（乙醇和水兩者沸點的差異），冷凝 

蒸餾器種類蒸餾器種類蒸餾器種類蒸餾器種類 壺式蒸餾（分批分量）、柱式蒸餾（連續蒸餾） 

蒸餾之後蒸餾之後蒸餾之後蒸餾之後 陳年、調校色澤、、、、過濾、減輕至適合裝瓶的強度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國際主要烈酒類別國際主要烈酒類別國際主要烈酒類別國際主要烈酒類別 

白蘭地白蘭地白蘭地白蘭地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 

 

葡萄 

發酵，蒸餾，橡木陳年 

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 

 

穀物（大麥、黑麥、玉米）  

轉化， 發酵，蒸餾，橡木陳年 

蘭姆酒蘭姆酒蘭姆酒蘭姆酒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 

 

甘蔗產品（糖蜜）  

發酵， 蒸餾，橡木陳年（隨意） 

龍舌蘭酒龍舌蘭酒龍舌蘭酒龍舌蘭酒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 

 

龍舌蘭草 

轉化，發酵， 蒸餾 

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生產步驟 

 

任何原料 

發酵， 蒸餾，木炭過濾（隨意） 

調味伏特加調味伏特加調味伏特加調味伏特加 /金酒金酒金酒金酒（（（（氈酒氈酒氈酒氈酒）））） 

/利口酒利口酒利口酒利口酒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調味方式調味方式調味方式調味方式 

 

 

中性或用具有風味的烈酒、植物性原料、香精、調校色澤、糖 

浸潤法、再次蒸餾、香精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用以標示風格或或或或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品質的常見詞彙 

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 （口味） 

琴酒琴酒琴酒琴酒 蒸餾、London Dry 

白蘭地白蘭地白蘭地白蘭地 干邑白蘭地、雅馬邑、VS、VSOP、XO、Napoléon 

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 單麥芽蘇格蘭威士忌、調和蘇格蘭威士忌 

愛爾蘭 

波本、田納西 

蘭姆酒蘭姆酒蘭姆酒蘭姆酒 白、金、深色、辛香 

龍舌蘭龍舌蘭龍舌蘭龍舌蘭 Silver/Blanco（銀色）、Gold/Joven/Oro（金色）、Reposado（短陳年）、 

Añejo （陳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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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7 

表達出對保存表達出對保存表達出對保存表達出對保存、、、、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定的瞭解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定的瞭解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定的瞭解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定的瞭解。。。。 

 

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評核要點 

1. 簡要說明葡萄酒保存、揀選和侍酒的正確程序 

2. 認識葡萄酒常見的缺陷 

3. 認識在建議葡萄酒與食物配搭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4. 引述與葡萄酒及烈酒飲用相關的社會、健康和安全問題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保存和侍酒保存和侍酒保存和侍酒保存和侍酒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最優良條件、保存不當的後果 

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的的的的選擇條件選擇條件選擇條件選擇條件 葡萄酒風格、葡萄酒品質、個人喜好、價格、場合 

侍酒侍酒侍酒侍酒 侍酒程序、侍酒溫度、開瓶及醒酒、酒杯及器具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2：：：：常見的缺陷常見的缺陷常見的缺陷常見的缺陷 

缺陷缺陷缺陷缺陷 沾染軟木塞怪味、氧化、變質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3：：：：葡萄酒與食物的配搭葡萄酒與食物的配搭葡萄酒與食物的配搭葡萄酒與食物的配搭 

葡萄酒考慮因素葡萄酒考慮因素葡萄酒考慮因素葡萄酒考慮因素 甜度、酸度、單寧／橡木、複雜度、果香味、酒精含量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 甜味、酸度、鮮味、鹽份、苦味、辣味、油脂、味道濃度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4：：：：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健康和安全問題健康和安全問題健康和安全問題健康和安全問題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安全地飲用酒類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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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 

 
WSET 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第二級系統化品酒技巧® 

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清澈度清澈度清澈度清澈度 清澈─混濁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淺─中─深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 白酒： 檸檬─金色─琥珀色 

 
粉紅酒： 

紅酒： 

粉紅色─橙粉紅─橙色 

紫色─寶石紅─石榴紅─茶褐色 

氣味氣味氣味氣味 
酒況酒況酒況酒況  純淨─不純淨 

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淡─中─強 

香味特徵香味特徵香味特徵香味特徵 例如：水果、花卉、辛香料、蔬菜、橡木香味、其他 

口味口味口味口味   

甜度甜度甜度甜度  乾─不完全乾─中甜─甜 

酸度酸度酸度酸度  低─中度─高   

單寧單寧單寧單寧  低─中度─高   

酒體酒體酒體酒體  輕盈─中等─濃郁 

口味特徵口味特徵口味特徵口味特徵 例如：水果、花卉、辛香料、蔬菜、橡木口味、其他 

餘韻餘韻餘韻餘韻  短─中─長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變質─劣─尚可─好─非常好─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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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品嘗酒單建議品嘗酒單建議品嘗酒單建議品嘗酒單 
 
我們建議學員在學習期間品試以下葡萄酒樣本；下列例子的排列是為了示範如何用這

些葡萄酒來配合課堂教學 

 

品酒技巧品酒技巧品酒技巧品酒技巧 

任何普通的意大利灰皮諾 

任何瓊瑤漿 

任何有橡木影響、無特殊香氣的白酒（如白里奧哈 Crianza） 

普通果香味濃的維波利 

巴羅洛 

任何貴腐甜酒（如 Tokaji、Beerenauslese） 

葡萄栽培及釀酒葡萄栽培及釀酒葡萄栽培及釀酒葡萄栽培及釀酒 

武弗雷 Demi-sec 

有橡木影響的南非詩楠（Chenin） 

任何乾的粉紅酒（如 Navarra Rosado） 

加州金粉黛白酒 

薄酒萊或薄酒萊釀酒村 

高級有橡木影響的加州金粉黛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  

莎當妮莎當妮莎當妮莎當妮 

夏布利 Premier Cru  

科爾多鄉社或 Premier Cru 

任何普通、酒精含量較高的新世界莎當妮 

任何高級新世界莎當妮 

 

長相思長相思長相思長相思 

松塞爾或普伊富美 

紐西蘭長相思 

 

麗絲玲麗絲玲麗絲玲麗絲玲 

高級的德國 Kabinett 或 Spätlese （如 Einzellage） 

克萊爾谷或 伊甸谷麗絲玲 

 

黑皮諾黑皮諾黑皮諾黑皮諾 

科爾多鄉社或 Premier Cru 

任何高級新世界黑皮諾 

 

赤霞珠赤霞珠赤霞珠赤霞珠及美露及美露及美露及美露 

任何普通的酒精含量較高、含果香味的美露 

聖艾美隆 Grand Cru 

Grand Cru Classé（如上梅多克/波爾克/瑪歌） 

任何高級新世界赤霞珠 

 

希拉茲希拉茲希拉茲希拉茲及及及及歌海娜歌海娜歌海娜歌海娜 

隆河谷或隆河谷釀酒村 

教皇新堡 

北隆河希哈 

高級巴羅莎希拉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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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地區地區地區地區上重要的上重要的上重要的上重要的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葡萄品種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及有名稱葡萄酒 

通通通通用用用用 

維奧尼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奇安帝 Classico 或奇安帝 Classico Riserva 
蘇維或嘉維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普通的西班牙紅酒（如里奧哈 Joven） 

里奧哈 Reserva 或 Gran Reserva 

Rías Baixas 阿爾巴尼諾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及及及及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高級阿根廷馬爾貝克或智利佳美娜  

阿根廷特濃情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高級南非皮諾塔奇 

氣氣氣氣泡葡萄酒泡葡萄酒泡葡萄酒泡葡萄酒 

NV 香檳 

卡瓦 

普羅賽柯或亞斯提 

任何新世界瓶式發酵的氣泡葡萄酒 

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甜酒及強化葡萄酒 

素泰爾納 

任何非貴腐甜酒（如 Vin Doux Naturel） 

LBV 波特酒 

Fino 雪利酒 

烈酒烈酒烈酒烈酒  

自然白色蘭姆酒或伏特加 

London Dry Gin 

干邑 VSOP 白蘭地 

蘇格蘭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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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指南考試指南考試指南考試指南    
 

考試管理考試管理考試管理考試管理    
考試由 WSET「授權培訓機構」（APP）執行，在行政上， APP 必須遵守《操作手冊》

中明定的條件和守則。 

 

評核方法評核方法評核方法評核方法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的頒發會透過 WSET® Awards 出題的閉卷（閉書）考試評

核。考試含 50 題多項選擇題，時間為一小時。 

 全部試題均以本機構發表的學習成果和要素為基礎，而且所建議的學習教材內已涵

蓋正確作答所需的資料。 

 及格分數為 55%。WSET® Awards 不授予免試證書，考生必須達到一切評核要求方可取

得證書。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WSET® 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試卷含 50 題多項選擇題。每題只有一項正確答案，

而且要清楚地在電腦讀取的答案卷上標明。監考員在考試當天會詳細指示如何填答題卷。

每道正確作答的題目可得一分，而錯誤作答並不會倒扣分數。 

 WSET® 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的所有試卷均經過精心編寫，以反映課程內容表

明的比重。下列表格顯示考試時每項內容的比重： 

 

    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課程要素 試卷內所佔題數試卷內所佔題數試卷內所佔題數試卷內所佔題數 

1. 表達出對影響葡萄酒風格的因素有基礎瞭解 6 

2. 描述用於生產靜態葡萄酒的主要葡萄品種各自有

何特色，以及在世界主要釀酒國及產酒地區以這

些葡萄釀製的葡萄酒風格及品質如何 

19 

3. 針對世界主要釀酒國以具有重要地區意義的葡萄品種所釀製

的靜態葡萄酒以及其他在地區上重要的有名稱酒，描述其風

格和品質 

10 

4. 簡要說明氣泡葡萄酒的製造方式，並且描述世界主要釀酒國

出產的氣泡葡萄酒風格 
4 

5. 簡要說明甜酒及強化葡萄酒的製造方式，並且描述世界主要

釀酒國所出產這些酒的風格 
4 

6. 簡要說明國際主要烈酒種類的生產原理及方式，並且描述這

些烈酒的風格 
4 

7. 表達出對保存、選擇以及侍葡萄酒的程序及其中的原理有一

定的瞭解 
3 

    合共題數合共題數合共題數合共題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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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結果考試結果考試結果考試結果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考試結果會由 Results of examinations are issued by WSET® Awards 透過以下方式通知： 

 

• WSET® Awards 會向授權培訓機構發出全部學員評級單，再由後者通知學員。這

項評級單將在 WSET® Awards 收到批改好的試卷後兩星期內發送 

• WSET® Awards 將向授權培訓機構發送學員的信函及證書，由後者負責將文件交

予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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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試試題題題題範範範範例例例例 

試試試試題題題題範範範範例例例例    

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並不發表 WSET®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過往試題。為了

讓學員大致明白題目形式和內容，本部份列舉五道例題。考試包含 50 道類似題目

。

1. 與紅葡萄酒相比，白葡萄酒的發酵溫度通常：

a) 可能較高或較低溫

b) 溫度相同

c) 溫度較高

d) 溫度較低

2. 哪個葡萄品種被認為在德國和澳洲均可釀製出高品質的白酒？

a) 美露

b) 榭密雍

c) 希拉茲

d) 麗絲玲

3. 皮諾塔奇葡萄主要用以釀製：

a) 南非的紅酒

b) 葡萄牙的強化葡萄酒

c) 澳洲的白酒

d) 美國加州的粉紅酒

4. 下列哪個字詞表示葡萄酒曾在橡木桶中陳年一段時期？

a) 白詩楠

b) Classico

c) 隆河谷

d) Crianza

5. 金褐色波特酒是：

a) 呈金色，具酵母風味

b) 單寧和酸度含量高

c) 甜味，有果仁香

d) 屬乾的氣泡葡萄酒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d、2d、3a、4d、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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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考考試試試試規規規規定定定定 

考考考考試試試試規規規規定定定定 

1 報報報報考考考考條條條條件件件件 

1.1 資資資資格格格格 

1.1.1 參加考試的考生必須年滿其參加考試的國家地區所定購買酒精飲料的最低合法年

齡，或正就讀全日制課程，而其中包括這項考試，又或已取得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 

1.1.2 因為與其他資格課程重疊、或與資格課程部份重疊而來報考 WSET® 葡萄酒烈酒第

二級證書考試並無限制。 

1.1.3 若學員年紀未滿其參加考試的國家地區所定購買酒精飲料的最低合法年齡，在課

程期間就不可品試任何酒精飲料，但這樣並不會阻礙該學員成功完成課程。同樣地，因
為個人健康、宗教信仰或其他原因而選擇不品試酒類的學員也不會因此無法完成課程。 

1.2 建建建建議議議議事事事事前前前前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知知知知識識識識 

1.2.1 考生事前不需對酒精飲料具備任何知識或經驗。 

1.2.2 參加考試所需具備的語文和算術能力為： 

語語語語文文文文：：：：於英國國家基礎能力第二級標準，或考試所用語言與此同等的語文能力 

算算算算術術術術：：：：英國國家基礎能力第二級標準，或同等程度 

2 規規規規格格格格及及及及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2.1 The WSET® 葡萄酒烈酒第二級證書考試為閉卷考試，時間為 60 分鐘，包含 50 題多

項選擇題，每題一分。 

2.2 考試結果將在我們收到批改好的試卷後兩星期內發送至授權培訓機構（APP）。 2.3 

結果及評級如下： 

分數達85%及以上 及格、優異 

分數在70%至84%之間 及格、優良 

分數在55%至69%之間 及格 

分數在45%至54%之間 不及格 

分數在 44%及以下 不及格、無評級 

3 合理調整合理調整合理調整合理調整 

3.1 有特殊考試需要、並附有獨立書面證明的考生需在報名時聯絡所屬的授權培訓機構

考試官。需在報名時通知所屬的授權培訓機構考試官。必要時 WSET®可向考試官和考生

提供進一步指引。 

3.2 WSET® Awards 的政策原則是不讓有特殊需要的考生因此而處於不利的情況。考生要

負責在報名時通知授權培訓機構任何特殊需要。 

4 重考重考重考重考 

4.1 不及格的考生可以申請重考。重考次數不限。 

4.2 已及格通過的考生不可為了獲取更高成績而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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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試條件及操守考試條件及操守考試條件及操守考試條件及操守 

5.1 考生必須同意以下特定條件方可參加此閉卷考試： 

• 在考試開始前考生必須向監考員出示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 

• 考試最長要在 60 分鐘內完成。 

• 除了考試卷和答案卷以外，不得參考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料。 

• 監考員一宣佈開始執行考試管制規定之後，考生之間就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交

流，直至考生已離開試場室或由監考員宣佈考試結束為止。 

• 在考試時考生只准許攜帶以下物品：墨水筆或原子筆、鉛筆、擦膠、飲用水

以及只裝載有個人物品的肩袋。  

• 考生不得對試場室或考試資料及材料拍攝相片。 

• 嚴禁使用任何電子器材。 

• 嚴禁使用任何字典、辭典。 

• 嚴禁使用任何時鐘和腕錶的有聲響鬧功能。 

• 考生在考試開始後十五分鐘之內不准離開試場。 

• 若已有考生離開試場，則在公定考試開始時間後才到達的考生將不准不准不准不准參加考

試。 

• 遲到的考生只能在監考員允許、而且只有在不影響其他考生的情況下方可進

入試場。在一般情況下，在公定考試開始時間已屆 30 分鐘後才到達的考生

將不不不不會獲會獲會獲會獲准准准准參加考試。 

• 考試一開始之後，考生一旦離開，就不可再返回試場室，除非在離開試場室

期間能夠有監考員全程陪同。 

• 考生若提早完成考試／評核可在不干擾其他考生的前提下離開試場，直至考

試結束前十分鐘為止。一旦離開，就不可再返回試場。 

• 監考員無權對任何試題評論、詮釋或表達意見。 

• 任何涉嫌行為不當的考生都會被要求立即離場。其試卷會呈交考試委員會以

裁定其是否有效，以及在未來是否應禁止該考生應試。 

• 試題卷不得帶出試場，考生若不將試題卷與答案卷一起交出，就可被視為行

為不檢。 

• 嚴禁考生向他人披露試卷內容，或將試卷和內容以任何形式複製。 

5.2 考生並且同意遵守監考員的指示。違者有可能會被吊銷考試結果。 

5.3 試題卷與答案卷皆屬 WSET Awards 所有，並不會發還予考生。 

 

6 考試評語考試評語考試評語考試評語、、、、質疑及上訴質疑及上訴質疑及上訴質疑及上訴 

6.1 需要評語以及／或質疑（覆核）考試的考生應聯絡所屬授權培訓機構，並索取「評

語及質疑考試結果申請表」。表格必須在考試日期後六周內填妥，連同適當費用寄送到 

WSET® Awards。在此期限後接到的要求概不受理。評語以及質疑結果將在 WSET® 

Awards 接到要求後兩星期內發出。 

 

6.2 對考試質疑的回覆未感滿意的考生應聯絡所屬授權培訓機構，並索取「就考試結果

上訴申請表」，並必須在發出質疑結果後十個工作日之內填妥，連同適當費用寄送到

WSET® Awards。在此期限後接到的上訴要求概不受理。上訴結果將在 WSET® Awards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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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求後兩星期內發出。 

 

7 學員滿意度學員滿意度學員滿意度學員滿意度 

7.1 學員若認為授權培訓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未能滿足要求、或有任何做法與既定管理、

授課或考試條款所定標準不符，應先向授權培訓機構提出。若未能達到滿意的處理結果，

請學員以電子郵件與本會 APP 管理組聯絡，郵址為：appadmin@wset.co.uk。請注意，一

切投訴將絕對保密，但 WSET® Awards 無法處理匿名投訴。 

 

8 WSET® Awards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8.1 WSET® Awards 保留一切權利，可視情況需要而增添或修改這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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