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時流傳在民間的諺語 - 府二鹿三艋舺 這個說法在清末因茶葉而改變
1869年茶商將21萬斤臺灣烏龍茶首度運至美國紐約讓烏龍茶在世界上 炮而紅

臺灣茶開始了長達 100 年外銷鼎盛時期 這期間大稻埕茶商林立 整個大稻埕因

茶葉而興起 臺北城也因此取代了臺南及鹿港而成為臺灣經濟中心

公會前身 茶郊永和興 成立於 1889 年 歷經清朝 日本 中華民國三個朝代

經過 7 次更名 到現在的名稱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茶商公會從茶郊永和

興開始就一直坐落在現址 中間經歷過茶葉外銷沒落及政策不利產業發展 公會

曾有過一段時間入不敷出幾乎面臨倒閉解散 前理事長李團居先生在 1986 年重

建茶商大樓才使得公會再度起死回生 並且能有今天這個會所 提供會員聚集交

流訊息 享受公會的福利更勝諸多公會 這些都要感謝茶人前輩的付出 也讓我

們更加珍惜這棵前人種下的大樹

今年是公會 130 歲生日 公會見證了臺灣茶業百年的發展歷史 也成為一個茶產

業文化寶庫 近十餘年來我們將保留的歷史文物逐步整理對外開放 為了讓文物

保存更長久前後兩次與國史館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進行兩次文化資產保

存數位檔案典藏計畫 未來我們計劃文化及口述歷史影像保存紀錄 讓社會大

眾更明白茶商對臺灣茶產業及經濟的影響

世界一直在改變 茶產業也是 從 1869 年 21 萬斤臺灣茶外銷紐約 臺灣茶在國

際間打響知名度 開始長達 100 年臺茶外銷輝煌史 民國 60 年到 90 年臺茶由外

銷轉內銷 這期間是臺茶內銷巔峰時期 臺灣茶館和茶行林立 而約 20 年前主要

消費市場又開始轉變到現在人手一杯手搖杯茶飲 到此時方興未艾 這不只是國

內市場的變化國際市場也是深受這股風潮影響  特刊精選了 10 篇談茶的文章

談論與分享茶產業的過去與未來 執筆者都是對產業深具影響力的人士 文章中

擁有喜悅也有沉重 文句中可以看到因為世界潮流及政策調整 在未來茶商及產

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現在提前知道讓我們可以開始準備 感謝幾位專家分享 真

心推薦大家細細品味

 公會 130 歲生日的今天 我要感謝

感謝茶農 製茶朋友做出這麼好品質的臺灣茶 也感謝所有茶商前輩篳路藍縷開

創臺灣茶的國際市場 感謝諸多會員 茶人努力經營才能讓這麼好的產業持續下

去 也謝謝歷任理事長 理監事 為茶商公會立下堅強的基石 更要謝謝現任理

監事及 130 週年籌備委員會所有成員 勞心勞力奉獻 感謝大家                

第十七屆理事長 

2019 / 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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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th  Anniversary

Best W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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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以設立於清朝時代的 茶郊永和興 為其前身 是擁有長久歷史
且引領臺灣全島茶業界的團體 今年適逢貴公會迎接成立 130 週年 謹在此表達衷心的
祝賀

日本茶樹栽培的歷史據說始於 1207 年榮西禪師將自宋朝帶回茶樹種子種於京都的寺院
靜岡縣則是以駿河之國的聖一國師於 1244 年在現今的靜岡市種下茶樹種子為起源 至
今約經歷了 800 年的歷史

靜岡縣綠茶生產量佔日本全國的 4 成 流通量佔 6 成 是日本的茶葉生產及流通據點
並且擁有成為世界農業遺產的 靜岡茶草場農法 每年於日本全國品評會榮獲農林水
產大臣獎等等 可說是不折不扣的產茶地 並於 2014 年靜岡縣制定了富士之國 茶之
都靜岡 憲章 靈活運用茶之文化 歷史 景觀等豐富多彩的資源 以推進 茶之都
的創建 2018 年 3 月份 我們開館這個 / 箇政策的推廣基地 富士之國茶之都博物館

全世界對於健康的關注大為提升 在此健康意識之下 世界各地零卡洛里 對健康有益
的茶消費量不斷增長 但願臺灣與靜岡縣一同透過茶為全世界人們的健康貢獻己力 並
持續發展

最後 敬祝貴公會以及臺灣茶業更加蓬勃發展 並衷心期望臺灣與靜岡縣的交流更加緊
密深厚                                  

欣悉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與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 會成立 130 週年
藉此機會 我謹向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與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全體會員致以熱烈
的祝賀 向廣大臺灣茶人茶友致以誠摯的問候 向辛勤努力的公會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與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是臺灣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茶行業社會
團體 是臺灣地區茶產業發展的推動者和見證人 並且始終致力履行行業服務 行業自
律和行業公正仲裁等公共職能 得到臺灣茶界的廣泛好評為臺灣茶業發展做出了功不可
沒的歷史貢獻

當前 海峽兩岸茶業合作交流日益頻繁 前程似錦 希望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與臺灣
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發揚傳統 與時俱進 繼續引領廣大臺灣茶界同仁 進一步推動兩
岸茶業經貿合作 不斷擴大兩岸茶界往來 促進兩岸涉茶企業交流 共同弘揚中華茶文
化 為海峽兩岸茶文化進步和茶產業發展開啟新的篇章

䈢⳨�䌐㝛
靜岡縣知事 

䒠㵶㑛
海峽兩岸茶業交流協會創會會長 

The International Tea Committee sends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ir
130th anniversary and we wish the Association every success for the future.

Ian Gibbs Honorary Chairman 

國際茶業委員會總會主席 

11th June, 2019

 June, 2019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130 years anniversary and your long-distinguished history.

届獮⻡
澳大利亞茶葉協會 主席  Australia Tea Association 

Rachmat Badruddin

Chair of CITS (Con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Tea 
Smallholder) of INDONESIA TEA BOARD

Dr Sharon Hall Chief Executive

United Kingdom Tea and Infusions Association

熱烈祝賀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一百三十週年大慶之禧
千年茶文化 今朝聚一堂 ; 臺北茶文化 百年美名揚 ;
翠葉雲中游 煮水潤心頭 ; 香茗敘友情 人間同歡暢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Congratulation to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on 
their 130 years anniversary!
This achievement will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tea industry!

10th June, 2019

10th June, 2019

我祝福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未來的創新不止 場帆起航 越辦越好 事事順利  
也祝福全體會員春節快樂稱心如意 祝福茶人生意興隆萬事順
Thailand tea board of committee, Thailand tea institute board of committee                              

熱烈祝賀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一百三十週年慶
幾許春秋 幾許風霜 篳路藍縷臺灣茶 多少歲月 多少人情 櫛風沐雨砥礪行

Ⱨ㕇ꙵ
泰國茶會會長 

Ⱨ⟁⩱
馬來西亞茶業商會 會長 

130th  Anniversary

Best W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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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茶郊永和興
本公會於一八八九年 ( 清 . 光緒十五年 ) 創立時 名曰 茶郊永和興 顧名思義

即希望會員能同心共濟 杜絕私利 共謀茶業之興隆 蓋當時臺灣茶業正興起發

展階段 卻發生不肖業者以唐山茶假冒本地名種 或以粗製濫造之茶 企圖魚目

混珠 來博取厚利  據說當時的臺灣巡撫劉銘傳為了防止這種弊端 維護臺灣茶

的聲譽 乃下令業者組成這個類似今日同業公會的團體 據日本時代的調查 茶

郊永和興是烏龍茶商的團體 當時另有一包種茶商的團體即 舖家金協和 又

據一八九五年 明治二十八年  與一八九七年 明治三十年 的 茶郊永和興規

約 知其主旨為  ( 一 ) 矯正秤量上的狡詐 ( 二 ) 禁止輸入粗劣茶 ( 三 ) 改良製

茶與買賣方法 ( 四 ) 仲裁業者間之糾紛並對不法業者提出訴訟 另外 對製茶職工

之疾病死亡施以救濟

1897 臺灣茶商公會 / 1898 臺北茶商公會
茶郊永和興的設立 本在促使業者和親共益 但一八九五年臺灣改隸日本統治以後 內部時常滋

生紛擾 於是在一八九七年被日本政府下令改組為 臺灣茶商公會 並改選幹部以勵行

規約 恰巧此年烏龍茶的主要銷售國美國發布禁止輸入粗劣茶的條例 致清朝的粗劣

茶頓失銷路 然卻傳出兩岸奸商將該等粗劣茶混入本地之茶 再輸出美國 日本當

局為遏止此等頻生之弊風 於一八九八年 ( 明治三十一年 ) 頒布 臺灣茶業取締規

則 ( 隔年十一月追加改正 ) 臺北縣當局乃依此規則劃定茶業組合區域 並令臺

灣茶商公會 ( 原茶郊永和興 ) 與舖家金協和合併 再加入茶箱製造業者 組織一

新團體 名為 臺北茶商公會  

組合區域依縣令第 16 號為 臺北 即大稻埕 城內與艋舺 到一九一一年 ( 明治

四十四年 ) 由於枋橋 士林 水返腳 新庄 員林 柑林坡 新店 冷水坑等地從事箱

茶的製造業者 其年製茶量已達四 五百萬公斤 為讓這

些業者能加入公會 乃在該年十二月向當局申請改正組合區域為臺

北廳管內一帶 解散舊公會 組織新公會  一九一二年 ( 明治四十五年 ) 一月

獲得認可 名稱沒有改變 仍為 臺北茶商公會 公會的性質在此次改組後確

定 依據章程 公會是以矯正製茶營業上之弊端 謀求改良其發展與拓展其銷路

為目的 公會的會員包括茶館 茶棧 茶販人 經手人 .. 等

 作者 | 許賢瑤

1915 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
一九一五年 ( 大正四年 ) 四月 臺北茶商公會依據前一年 ( 一九一四年 ) 頒

布的臺灣重要物產同業組合律令改組為 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 公會

此次的重新設立是因為同業組合法頒布所做的組織變更 新公會的母體與

內容和舊公會實際並無任何更動 舊公會的會員全部加入新公會 舊公會

的房屋 雜器 現金等財物亦悉數由新公會繼承

1937 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
一九三七年 ( 昭和十二年 ) 三月 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再度改組為 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 原因是會務的

範圍從臺北州擴大至新竹州 所以在名稱上做了改變 成為真正名符其實的全臺灣的茶業公會 但公會的宗旨並

未改變 只在原有的會務外 更加強諸如 保護改善茶葉交易 謀求提升茶葉品質 統一改善包裝容器 調查報

告海內外茶情 調停仲裁會員間的糾紛爭議 對於使用人加以保

護取締 對於政府機關之建議陳情請願 表彰對公會有功勞者等

方面之工作 並在一九四三年接辦原總督府茶檢查所的輸移出茶

檢查工作 會員的資格也限定以茶之再製造業者與輸移出業者為

對象  

1944 臺灣茶商公會
一九四四年 ( 昭和十九年 ) 由於臺灣總督府撤銷在一九一四年頒

布的臺灣重要物產同業組合法 故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於七

月再行改組為 臺灣茶商公會 撤去 同業組合 四字 回

復為任意組合型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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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is the unique product of Chinese ingenuity and also the pride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ea merchant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the entire world now drinks tea. Taiwan is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puted producer of partially oxidized “oolong” tea. Taiwan's 

original tea plants were transplanted from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province of Fujian, and Taiwan's early tea production was targeted only 

at the needs of island's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But in 1869 English 

tea merchant John Dodd exported 127 tons of oolong tea to New York, 

and Taiwan's “Formosa Oolong Tea” began its rise to prominence on the 

world tea market. Tea became Taiwan's number one source of export income, 

outpacing both of Taiwan's other top two export earners, sugar and rice. The 

common phrase in Taiwan at the time was “sugar in the south and tea in the 

north,” but from the final years of 19th century to 1960—a period which 

included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50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liberation from Japanese 

rul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move to Taiwan—tea still remained Taiwan's leading export.

The first incarnation of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n 1889 by Governor of 

Taiwan, Liu Ming-Chuan who minded to 

support, promote, and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Taiwan's tea industry.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a statue of the goddess 

Matsu known as the “Tea Trade Matsu” was 

enshrined in the association's headquarters 

to provide spiritual sustenance for the tea 

industry. The association, which was originally 

name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ontinued 

Peaceful Prosperity of the Tea Trade” has 

operated unde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names, 

adapting its identity to keep in step with 

Taiwan's tumultuous political changes as control of Taiwan moved from Qing Dynasty ruler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1915, due to its expansion 

beyond the Taipei region, the

association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Association. ” However,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organizational law enac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in 1949 the association adopted its 

current name,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1945 臺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公會
一九四五年 ( 民國三十四年 ) 八月 日本戰敗 臺灣由國民政府接管

十一月下旬 以臺灣茶商公會係日產 欲加以接收 公會乃緊急陳

情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詳細說明公會的性

質 沿革 特別強調公會自創立以來即是臺

灣人所組織之團體 會長亦幾乎均由臺灣人

擔任 得以免被接收 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

改組為 臺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公會 會務

照舊 只有茶檢查所與一九四六年由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檢驗局接收 公會不再辦

理茶葉檢查工作

1949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一九四九年 ( 民國三十八年 ) 國民政府遷臺 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的規定 省級同業公會應以縣市級同業

公會為會員 因此 原先在戰後初期組成的臺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公會奉命重新改組以縣市級的同業公會

為會員之聯合會 於是二月五日 由省公會內臺北市的會員原班人馬組成現在之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

會 並繼承省公會一切的財產與會務 而原欲組成的聯合會 後來並未成立  省公會於一九五二年一

月辦理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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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五年北部臺灣茶業興起以後 茶工都由
福建引進 每年春來秋回 橫渡黑水溝 行船
風險極高 因此 本會前身 茶郊永和興 於
一八八九年劉銘傳時期成立以來 即奉祀 茶郊
媽祖 又尊稱為 茶郊聖母 為茶商守護神
每年擲筊選出爐主 主持會務及舉行祭典 媽祖
奉祀於爐主家中 並依照慣例 爐主交替時 會
員全部集合於爐主家 在媽祖神前擲筊 以得聖
杯多者擔任新爐主 再將媽祖移至新爐主家奉祀
遇事則到爐主家決定

光復前 茶商公會
的媽祖迎爐 過爐
祭典 是大稻埕盛
事 祭典時 由公
會會長等幹部 焚
香 步 行 銅 鑼 並
奏 輪 值 爐 主 與
各 茶 行 備 樂
團 出陣頭 裝藝
閣 遊行隊伍繞
行大稻埕各茶行

綿延幾公里 沿途觀眾成千上萬 場面極其壯觀

百年來 茶郊媽祖 已成為茶界同業勤奮工作
之信仰中心與精神寄託之所在 一九二七年日據
時代 包種茶商在公會旁成立 舖家金協和俱樂
部 並設媽祖廳 此後 茶郊媽祖金身就一直
供奉在甘谷街媽祖廳 民國七十七年公會新大樓
落成後 以農曆九月二十二日 配合茶神陸羽生
日 為媽祖祭典日期 以保佑茶業生意興隆 並
象徵茶人感恩圖報之精神

臺灣從一六八四年由清朝統治 至一八六 年天
津 北京條約臺灣開放通商口埠這段期間 貿易
幾乎全以大陸為對象 於是在臺灣沿岸靠近港口
的城鎮 如臺南 北港 鹿港 臺北 以及澎湖
馬公等 便出現許多以從事兩岸貿易的進出口商
和大批發商 這些進出口商和大批發商組織的聯
合團體 一般稱為 郊 郊行 或 行郊

早期成立的郊 以貿易地作為郊名 如南郊 北
郊 泉郊 廈郊等 之後 隨著商業的發展 亦
有從事特定貨品買賣的郊逐漸成立 如糖郊 布
郊 藥郊 茶郊等 如同今日的同業公會 包括
茶郊在內 早期的行郊多和海上行船貿易相關
商業上的損益全靠海運 因此 各郊均供奉航海
守護神  媽祖祈求航海安全

茶郊媽祖典故

茶郊媽祖祭典

茶郊媽祖首次
回 湄 洲 謁 祖 祭 典 活 動

貓空茶山
遶境活動

坪林區公所每年 6 月上旬辦
理 茶郊媽祖文化慶典 為
該區 新北好茶活動 開場
活動 公會每年皆由理事長
常務理監事等會務幹部出席
慶典活動

自 2015 起每年 12 月參與貓空
封茶祭活動 - 邀請媽祖蒞臨貓
空作客並進行茶山繞境活動

2019 年 6 月霞海城隍廟邀請
茶郊媽祖參與 霞海城隍坐
龍舟 茶郊媽祖鬥陣來 大
稻埕水 陸遶境祈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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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未曾返回湄洲祖廟謁祖 2014
年 配 合 臺 灣 媽 祖 聯 誼 會 2014 萬
眾齊拜湄洲繞境 共有來自臺
灣 400 多間宮廟的萬名信眾 在同
一時間一起祭拜媽祖 場面壯觀動
容 本會約 30 位會員代表參與 團
員於 2014 年 6 月 9 日恭迎媽祖金身
搭機至厦門 展開為期 5 天 4 夜的
茶郊媽祖湄洲謁祖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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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茶產業科研發展芻議》

�	 ┞ 
�氘ꙅ嚤岞
臺灣種茶歷史 200 餘年以來 面積

最高達到 4.8 萬公頃 外銷量最盛

曾達 6.5 萬公噸 但隨著土地與勞

力成本上漲 我國茶市場已由外銷 

市場轉為滿足內需 1970 年代為我

國茶產業重要的轉變期 當時適逢 

整體產業轉型 工商業發達 勞力

成本上升 茶業乃逐漸失去外銷競

爭 力 出口量逐年下滑 至今每年

出口量未能恢復至 1 萬公噸 惟自 

2015 年起已開始回升 至 2018 年

已上升至 8,000 公噸  

目前國內市場約有 85% 需仰賴進

口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 農

業統計年報及財政部關務署進出口

貨物統計資料顯示 2017 年茶種 植

面積為 1.17 萬公頃 產量為 1.34 萬

公噸 2018 年進口量值約為 3.2 萬

公噸與近 8,000 萬美元 出口量值

約為 8 千公噸與 1 億 400 萬美元  

進口每公斤約 2.5 美元 紅茶與綠

茶合佔 8 成 出口每公斤約 12.8 美 

元 以部分發酵茶為主佔 35% 生

產方面則受到自然資源較匱乏 氣 

	 ◝ 
�긖蔣ゼ꾴蕝㞓塍
過去十年我國茶產業仍是以提升精

品茶之相關技術為首要目標  隨

著土地與勞力成本逐年增加 以及

年輕消費族群的茶飲型態轉變 商

用茶需求已快速攀升 使得國內茶

原料產量與成本無法滿足茶飲業者 

所需 故業者自國外進口成本較低

的紅茶與綠茶原料 或轉至海外投

資 從事部分發酵茶的生產再輸入

使得臺灣茶葉進口量急速上升 面

對有 如進入戰國時代的市場競爭挑

戰 惟也同時看見臺灣茶產業所發

揮出 的農業韌性 積極的導入 新

興跨域科技 及 拼配獨特風味

提升 商用茶生產與競爭力 並結合

精緻在地特色 及 多元文化魅

力 等  強化精緻茶特色與魅力

逐步建構起我國精緻茶與商用茶併

進的生產供應鏈  

臺灣獨特的拼配技術 也有著其他

國家特色茶無法取代之色香味  促

進國人茶飲料市場蓬勃發展 據經

濟部統計 我國每年賣出 10.2 億 杯

茶飲 平均每人每年喝 44 杯 營

收達 500 億元 且針對商用茶 ( 例 

如珍珠奶茶 ) 更是極具整店輸出潛

力 因此 有業者嗅到此商用茶產

業的商機 至屏東老埤地區拓展約 

500 公頃大面積茶生產專區 導入

新興跨域科技 強化滴灌系統 無

人機噴藥 乘坐式採收機等硬體升

級  以及茶業專家決策系統 以達

到茶園機械化且省工智慧的管理

有效提升商用茶產量 期減少進口

並做到進口替代 率先為商用茶產

業布局  

此外 政府積極推動的浪漫臺三線

政策 其中茶產業復興部分 結合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文化體驗

環境教育及產業發展等面向 以拓

展在地特色產業與發展茶產業六級

化 如桃園市政府之臺灣客家茶文 

化館及桔楊公司龍潭精緻茶加工觀

光工廠之興建 即期發揮精緻茶特

候變遷加劇 農業人力老化與缺乏

及環境永續生產等挑戰 故生產與

供應鏈成本也隨之日益增加 惟因

以生產精品的特色茶為主 故仍具

國際 外銷市場發展潛力之高競爭優

勢 在全球茶市場佔有特殊重要地

位

◝յ蕇挗蟬氘噺溭㺥嚤岞긖蔣ゼ꾴蕝㞓塍

色與地方創生推動 茶改場另規劃

建置特色茶風味輪及借鏡紅酒 AOC 

系統研議建立分類分級制度 期結

合臺灣茶國際形象魅力 形塑新的

茶消費型態與感動 塑造國內外消

費者共通用語 強化購買意願與建

立國際品牌

┞յ⯼阌
臺茶為世界上需求量最大的飲料之一 目前全球主要的茶生產區 由產

量 依序包含中國大陸 印度 肯亞 斯里蘭卡 土耳其 越南 印尼等地

依 據國際茶業委員會 ( International Tea Committee, ITC ) 統計資料顯示

2017 年 全球茶葉產量合計 581 萬公噸 較 2001 年的 305.8 萬公噸 16 年

來成長約 9 成 顯示茶葉市場持續快速成長 且主要生產茶葉之前十名

國家均呈現大幅成長或持平的趨勢 另依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 於 2015 年發表

的 World tea production and trad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評估消

費市場趨勢 茶作物病蟲害影響 跨國企業競爭為驅動國際茶葉價格變

化之主要因素 以及隨著消費者需求習慣瞬息萬變 使得全球茶葉產量

不斷增加 FAO 預測全球最大茶類紅茶生產量將會以每年 2.9% 的速度增

長 至 2023 年時產量將到達 417 公噸 而第二大茶類綠茶的成長量則比

紅茶高 8.2% 2023 年時將到達 297 公噸 在生產耕作與管理方面 各國

近年來均同樣面臨農業勞動力短缺 此情況對於人力需求量大的茶產業

更形嚴峻 為能有效紓緩茶園人力短缺與生產量不足的情況 建立智慧

化生產與管理體系 自動化農用機械輔具 環境友善與永續經營以及緩

和自然資源耗竭之精準農業施用等科技發展項目 由茶園生產供應鏈來

看 各國主要技術應用 主要發展包括 : 自動滴灌遠端遙控 土壤與環境

智慧監控 茶葉採摘機械化及農業數據與 AI 協力判斷等  

李紅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前場長
* 2019.06.04 調任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蘢噠佖葻㜥눴寒ꀀ鴍剚Ⱏず灇瑖涮醢⡲ⴀչ傈剢惏秋蘢괐鰶պ
㕬晚ⴀ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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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璇煝溭㺥蛶饘�
臺灣茶產業發展迄今已有久遠歷史 而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一直扮演著研發

先驅與產業推動的領頭羊角色 致力於臺灣

茶業之品種改良 產製銷技術改進 推廣教

育服務及特色茶產業輔導等事宜

為因應整體茶產業發展趨勢以規劃發展方向 201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該場廣邀產官學研界辦理 2 天的 臺灣茶產業研發論壇 針對 茶

園之永續經營 茶多元產品開發 飲料調製與應用 及 產業

創新國際化 共 4 項主題 研討產出 24 項結論 具體擘劃臺灣茶產業創

新研發藍圖 之後並接續召開 國產商用茶產製銷 與 國產精品咖啡

產業整合研發 等座談會 並藉由國際趨勢掃描 資源盤點 專利布局

專家座談會及焦點團體訪談等方式 集結茶產業與相關之產官學研各界

精英及學者專家之專業知識 逐步擬定並規劃出四項重點發展項目 期

望臺灣將已成熟的精品茶 並配合新時代的創新茶飲 另結合藉由文創

提升的藝術茶飲 採特色茶及商用茶併進之發展策略  建立臺灣茶產業

之完整產製銷體系 該四重點發展項目如下 : 

	 ┞ 
�蟭㏣冝䢙ㄍ气氘�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化急遽 農業人
力老化與缺工以及環境永續生 產之
前提下 未來茶產業之生產體系勢
必需藉由優良品種之選育 與智 慧
化田間感測器與農機輔具等人機協
作應用 同時輔以專家決策支援 系
統 積極提升茶園之精準化管理技
術 相關推動措施包括 :

�� 蟭堅㲳芎甦䪫銋䥧氠 �
因應氣候變遷 滿足市場年輕化與

商用茶冷飲需求以 及品質特殊性

等 加速新品種之育成與縮短育種

年限

�� 蟭㏣ㄍ蕞劕塎✑둑笢䐮皒 �
精進有機與友善耕作驗證機制 開

發低成本及高效率 生物防治資材

並強化土壤監控及水源保護等管理

技術 降低茶園對環 境之影響 落

實國內友善耕作之永續農作生產模

式

�� 冝䢙ⵋ蟭㏣둑笢䐮圸 �
導入 AI 人工智慧協助傳統師徒制之

專業技術轉型與提升 以科技延續

茶葉傳統職能之延續 並開發茶園

生產之省工省力機具與智慧 管理模

式 提升茶葉品質及競爭優勢

 

因此未來如何在以符合農業安全友善 循環永續之目標 並期提高進口替代以造福國內茶農的前提下 應用省工

機械化與智慧化操作 以 掌握氣候與環境狀況 並能預測產期產量及提高效率 另並加強副產物 與多元產品的

開發 以創造附加及增加價值 同時強化臺灣茶產業的國 際競爭力 以期支持建構年輕化 高產值 高競爭力且

穩定立足於全球 的綠金產業 為臺灣茶產業之永續發展持續努力 係當前重要的茶產業重要課題

	 ◝ 
�偈蕟Ⲏ䈰Ⲏ⡽䪫銋ꪛ溭�
由於年輕消費市場與健康意識之興

起 茶在特殊風味與機能性之 需

求也隨之增長 為提升整體茶產業

之國內外市場所需 透過加工加值 

技術將有助於茶產品在供應鏈體系

中 能提供更多元之商品產線 同

時 藉由具機能性茶飲與茶副產物跨

域應用之產品開發 拓展其在不同

市 場之定位 以延伸茶產業之經濟

價值 相關推動措施包括 :

�� 蕇挗杆虝蟭鏬蟭蕞Ⲏ䈰䪫跖 ��
強化臺灣特色茶 精品茶以及商用茶

之製茶工藝與省工作業技術 以提升

加工後茶葉品質 ( 香氣 風味等 ) 與

價值

�� 蟭塎茥䙎氘㝂⩧ꪛ溭 �
強 化 機 能 性 萃 取 與 成 分 驗 證 之 研

發 開發具生理調 節機能之保健食

品或植物新藥等高值化產品

�� 蟭ⰶ氘朮Ⲏ⡽⯈氠 �
開發茶葉副產物或次級品加值運用

達到提升副產物利用率與環境友善 

之目標 以創造產業經濟效益

	 ┩ 
�キ氠蟭냌ⸯ値硆槏蕞鞬鏬�
全 球 茶 飲 需 求 量 持 續 增 加 的 情 形

下 我 國 在 精 品 茶 已 具 高 競 爭 優 

勢 隨 著 快 速 的 生 活 型 態 與 需 求

的 改 變 即 飲 型 (Ready-to-drink

RTD) 茶的靈活性 使其市場快速上

升 我國茶產業應掌握趨勢進行轉

型升級  以提升我國茶飲國際品牌

之知名度 本次聚焦於茶葉 草本

茶作物以及 咖啡等飲品 進行商用

原料品質管理與配方等研究 相關

推動措施包括 : 

�� ⸯ値❵䥧蕞鮐硆槏 �
提升茶飲市場之商用茶原料之溯源

管理及產地 鑑定技術 以建立商用

茶之標準規格

�� ⸯ値ꪛ溭蕞鞬ꏖ �
新興風味之 茶飲原料配方與風味比

例之規格化訂定 並建立搭配不同

原料之拚配 技術 以穩定商品品質

與多元化飲品開發

�� 蟭㊯蟭⽠ꉭ魗包ꪛ溭 ��
針對新一代之茶飲料產品 研發符

合產品特性之儲架保存包材技術

並 開發滿足時下年輕使用者需求之

便利 簡單及時尚之飲品包裝與茶

器開發

	㎃ 
�䓺㗛㏔갿蟭氘噻兎㹀蕞倁ⵋ
隨著國內外茶產業消費市場的需求

轉變 亟需掌握未來消費型態 進

而創造茶飲時尚潮流 因此需培訓

茶葉鑑定及文創行銷之專業人才  

並經由第三方認證及透過市場回饋

機制 建立完整之品牌認證系統

透過臺灣茶品牌認證與文化創新體

驗等行銷策略 將茶產業推向國際

市場之最後一哩路 相關推動措施

包括 :

�� 氘噻☭䩜溭㺥ⱁ偈 �
建構完善之人才培訓 製茶與品級

鑑定等相關體系 強化各類茶葉從

業人員專業度

�� 偈蟭냌倁ⵋ蕞劚ⳡⲎ⡽ �
結合茶產業藝術文化 進行文創周

邊商品開發與新興市場之拓展 透

過文化與技術服務加值 形塑臺灣

新茶飲文化 結合茶文化專業展示

宣傳與文創競賽 提升精品茶之獨

特性與市場特色 促使商用茶品牌

建立更具商機與價值 以拓展年輕

消費族群與 打入國際外銷市場

�� ꠡ篚輄㷞鉿Ꙇ蕞氘Ꙇꄾ鴤 �
強化現有精品茶與商用茶之販售茶

行或展售店家與電商行銷方式 藉

助網際網路之便利 發展有效商業

模式與行銷通路 以發掘潛在客群

並將消費行為數位化以進行數據分

析 瞭解消費者市場端之需求
㎃�篚韣�
我國臺灣茶產業發展迄今已有久遠歷史 由傳統育種與穩

定生產的 茶 產業 1.0 以及精品茶與特色茶生產之 茶產業 

2.0 發展 已累積深厚的 科研能量基礎及接軌國際市場競爭之潛力

面對全球環境與市場消費需求 的改變 我國更亟需朝向精品茶與商用茶

併進的 茶產業 3.0 世代來邁進  以持續奠定茶飲科技核心技術 提升精品

茶結合文化設計之藝術茶飲 並透 過多元商品開發 鏈結飲品原料生產來帶動六

級產業化發展 健全商用茶之 生產體系與產製銷供應鏈 同時在相關部門的政策協力

下 亦從農業科技  產業文化及休閒觀光等不同角度進行茶產業的振興與升級 期能帶動

植茶 面積增加與地區休閒產業 達到茶產業永續經營體系與引領新茶飲潮流 進而創造更多茶

產業之國際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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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宗振 | 吳聲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場長 | 研究員兼秘書 

┞յ⯼阌
臺茶產業的發展 溯及從荷據時代的轉口貿易開始 到清朝時野生茶的

發現與利用 先民從沿海的省份一帶 將茶樹品種 栽植方法 製茶技

術傳承到臺灣 發展迄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 從早期的烏龍茶開始 以

烏龍茶打下臺茶的基礎 接著包種茶 紅茶 綠茶之發展都以外銷為導

向 顯示臺灣茶葉的外銷對早期國內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但

臺灣茶葉的發展也一直受世界及中國茶業產量和貿易轉變諸多因素影響

目前臺灣茶類的生產受到原料成本提高等因素影響 外銷茶已逐漸失去

競爭力 轉型為區域性特色茶為主 如不發酵茶的綠茶 龍井 碧螺春

煎茶 部分發酵茶的包種茶 烏龍茶 鐵觀音 紅烏龍 全發酵茶的紅

茶及泡沫茶飲的商用茶等 107 年臺灣茶樹種植 1.2 萬公頃 產量約為 1.4

萬公噸 而茶葉進口量約 3.2 萬公噸 出口量 8,791 公噸 綜觀我國茶樹

栽培面積雖然不多 年產量也不到世界茶葉產量的百分之一 但各種不

同發酵程度的茶類皆有產製 盱衡全世界很少有茶葉出產國擁有這種實

力與技術 臺灣是世界上唯一能產製這麼多樣化茶類的國家

臺灣在 199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 面對市場的開放與競爭

茶產業亦不能置身於外 自產自製自銷的政策 是否經得起外來臺式茶

挾著低成本優勢帶來的衝擊呢 如果我們還沉醉在優良茶比賽的風味而

孤芳自賞 倘遇到經濟不景氣時如何應變 又能否將危機化為轉機呢

再者 如何讓臺製烏龍茶重回國際舞臺 以上無疑是業者和農政單位重

要的課題 也是我輩茶人深刻檢討的時刻

《 淺論臺灣茶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1970 年 以 前 臺 茶 以 外 銷 為 主 自

1971 年以後 由於臺灣工商經濟快速

發展 十大建設陸續完成 國民平均收

入與生活水準日益提高 工資成本大幅

增加 吸引大量勞力自農村流出到工商

業發展 導致農村勞力缺乏

同時期 亦面對國外茶的競爭及國內產

製成本的提高 加上北部大量茶園轉

移到工業區 科學園和觀光遊樂區的開

發 造成茶區逐漸往南部山區移動 當

時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為了解決臺茶出

路 同時配合推動 提倡精緻農業 增

加農民所得 之農業政策 遂調整茶葉

產銷結構 於 1982 年 8 月 6 日廢除臺

灣省 製茶管理規則 鼓勵茶農自園

自產自製自銷 希望藉由外銷轉為內銷

市場 朝向區域的特色茶發展 以解決

茶農生計問題

以茶產業改以內銷市場作為推動目標

是成功的 且與半球形包種茶的推廣

有密切關係 加上縣市鄉鎮地區舉辦優

良茶 製茶技術競賽及配合展售促銷活

動 除有效提高茶葉品質及穩定茶價

也達到鼓勵國人飲茶風氣 加上國內經

濟發展及生活水準提高 更隨著茶藝文

化與生活結合的成功推展 都是將茶

葉轉為內銷成功的因素 而茶葉也躍居

最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之一

┩յ勑❔蟬氘噺溭㺥鲳⳱
既然茶葉在臺灣的農作物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 特別是在外銷史上

寫下不少光輝記錄 而今大環境的政經情勢已改變 臺茶已由出口國

變為進口國 已是事實 近年來 臺茶更受到低價外來臺式茶的大量

入侵 嚴重擠壓國產本土茶的生存空間 導致國內消費市場 品牌錯

亂 市場失序 等問題 顯示 臺茶發展已走到關鍵時刻 若不

及早圖謀對策 臺茶極有可能完全失去競爭力 如何因應臺茶未來之

發展趨勢 本文不揣淺陋 提出幾項可能之因應措施 祈求關心臺茶

之產官學研各界 共同為臺茶未來集思廣益

	 ┞ 
 䱰⺅窣蟭蕞キ氠蟭겼黈✶鉿瞬汻
臺灣號稱 烏龍茶王國 但茶葉年產量佔全世界不到 1% 以這麼微量

的數值 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生存 甚至爭取主導地位呢 很多

學者認為 優良的產製技術 先進的種植理念 良好的管理模式和優異

的品質 是臺茶的競爭優勢 更重要的是臺灣把烏龍茶的產製技術發揮

到極致 創製出 半球形包種茶 新方向與新技術 過去這些競爭優勢

的確是我們的驕傲 然而臺灣業者也把這新技術 新方向全盤外移到越

南 中國大陸 泰國 印尼等地 此不僅令人一則喜 更令人一則以憂 喜

的是臺灣人把烏龍茶加工技術發揮到極致 發揚到全世界 憂的是對臺

茶的發展造成嚴重的衝擊

目前臺灣茶業的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 高產製成本 問題 這是導致

臺茶失去競爭力的關鍵主因 過去臺茶引以為傲的競爭優勢如產製技

術 品種選育和良好的品質等 由於容易被 取代 外流 複製 在殘

酷的茶葉市場上 不僅無法阻擋低成本產茶國家的競爭優勢 甚至造就

今天臺茶的包袱

◝յ蟬氘噺侊♨⪡ꙅ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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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面對慘酷的茶葉競爭市場 臺茶未來發展的策略 應跳脫傳統以 品質 技術 品種 為重的保守思考模式

改以 精品茶與商用茶並進 著重管理與行銷及國際市場開發 的發展策略 在精品茶部分 以在地化的獨特的

口感及風味 配合在地故事及文創 走高價精品策略 在商用茶部分 特別是新興泡沫茶飲原物料的話語權與供

應鏈的掌握 加上串聯海外各茶區 使臺灣成為世界烏龍茶飲供應中心是當前重要課題 否則時機一過 臺茶將

再度喪失競爭力

	 ◝ 
�䐮皒氘㐌埉皺蕝氘ꙅ㻀婽��
埉皺▇㴘⪢㴘䖦瞬汻
近年來常有媒體報導 許多不肖商

人以低價進口臺式茶矇混臺灣高

山茶或比賽茶出售 欺騙消費者

嚴重影響臺茶之聲譽及品質 引起

相關單位高度重視 目前全臺茶葉

種植面積主要集中在南投 嘉義

臺 北 桃 園 等 縣 市 約 占 總 面 積

78 進一步分析 全臺種植面積

達 1,000 公頃以上的鄉鎮 包括名

間 竹山 鹿谷及梅山鄉四個鄉鎮

約占總面積 39 如何讓消費者從

產地到餐桌 只要選購貼有產地證

明標章與產銷履歷標章的茶葉 就

可買到 正港 的臺灣好茶  

�� 畤嚍䲀ⳛ氘㐍埊皺⯜䍳

由於產地標章兼具提升產品價值與形象 開拓國內外市場知名度與商

機 維護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等功能 更能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及提

高國際名聲與保護商譽等意義 值得中央及地方政府聯合相關團體整

合資源 積極行銷產地標章

�� 난包忈徏ꃰ鷴ꃰ忈두笡
可讓消費者對農產品從生產到製造及販售等各階段皆可查詢 資訊完

全公開透明 也就是藉由第三方驗證替消費者把關食用安全 ( 農藥殘

留檢驗 ) 及國產農產品 讓消費者買的安心 吃的放心

筆者建議可從 量與質 的管控做起 詳細調查各茶區茶農種植面積

產量 建立茶區產地標章 並輔導農民建立產銷履歷溯源系統 做法

上可由相關單位 ( 產官學組成 ) 訂定合理的年產量 茶農依其栽培面

積可每年或分季節領取包裝材料 相關單位依上列茶區 茶類名稱

及茶農流水編號 統一製作有標章的包裝材料 若是販售茶菁 批

發也是利用此方式 ( 因有標章的包裝袋是跟著批發 賣茶菁數量在移

動 ) 並向消費者宣導購買有經相關單位認證過的統一標章 才是真

正的凍頂烏龍茶或特色茶 則可讓進口臺式茶無法仿冒本土特色茶

此方法非常適合目前自產自製自銷的小農朝向精緻茶莊發展 此外

臺灣各茶區的精緻特色茶 或可參照法國葡萄酒級別 原產地命名控

制 模式 Appellation d Origine Contrôl e 簡稱 AOC 或許是茶

區走向精緻茶莊的選項模式之一

㎃յ篚�靤
在臺灣現有生產的農產品中 具有

悠久外銷歷史及文化背景 有能力

與國外競爭市場 也唯有臺製的烏

龍茶類 在評估國產紅茶 綠茶的

產製 其不管是栽培面積 產量

品質和生產成本等條件 已不再是

臺灣外銷茶類的主流 而唯有烏龍

茶的生產 是我們立足於國際茶葉

市場最大的本錢 亦是最具競爭能

力的茶類

現今臺茶發展最大的敵人 不是中

國大陸 也不是新進崛起的東南亞

諸國 更不是紅茶 綠茶 而是我

們自己 自己不知突謀發展 反而

讓國內品種 產製技術外流 造成

競爭力流失 加上進口茶逐年增加

導致種茶 製茶的人越來越少 整

個茶產業逐漸萎縮凋零

在全世界都注重食安及地產地消特

色化產品時 能夠提供消費者 安

全 安心 的食材 就是王道 我

們不能墨守於現有的國內市場 臺

茶的發展唯有內外銷並進 即利用

現有的產製設備與人力 將國內部

分茶區重新復耕新植 規劃成商用

茶飲專業區 另一方面持續推動國

內精品茶市場規模 推展多樣化的

特色性茶類和產品 將臺製烏龍茶

飲推向國際市場 未來 國產高級

茶可朝內外銷市場推展 中次級茶

則朝商用茶和泡沫茶飲市場 讓臺

灣成為國際烏龍茶及泡沫茶飲供應

中心 如此臺茶才有春天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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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前臺製烏龍茶的品質與受歡迎程度 外銷是絕對有前途的 但問

題是我們是否有多餘的茶可供外銷 產製成本是否合理 農藥殘留量

能否通過輸入國之標準 外銷的價格是否還有利潤 若答案是肯定

的 則臺製烏龍茶絕對是現有農產品最具競爭力的 因此 如何透過

完整 前瞻性的策略生產 整合全球烏龍茶產製資源 配合有計畫的

市場開拓與行銷 建構臺灣烏龍茶的新藍海策略 實為當今茶葉仍有

機會走向外銷之關鍵

雖然我們現有產量不足以外銷 但臺商至外地投資產製的臺式茶是競

爭利基 是我們爭取成為世界烏龍茶飲中心的後盾

此外 南投縣名間茶區是全臺產製烏龍茶及飲料茶原料最大生產地

依現有的產製設備與人力 只要稍加規劃與投資就足以成立商用烏龍

茶飲專業區 配合泡沫茶飲推向世界設立完整的供應鏈 未來若能整

合東南亞 大陸地區臺商投資製造的臺式茶 運用調配技術組合成產

製儲銷供應鏈 仍是大有可為

	 ㎃ 
 䧯皒蟬氘噺瞬汻臿潊❵䥧䌐蕇
  茶產業策略聯盟 即邀集茶農 茶廠 茶商等業界 從計

畫生產 加工 產品分級到行銷做好整體溝通與協調 即 農民要按

照市場需求從事生產 透過和加工業者 通路 行銷端的溝通 媒

合 農民可以預先知道自己要生產出什麼樣的產品 種多少量 銷到

哪裡 不必等到採收時才找通路 收益可以更穩固 而茶廠及茶商則

扮演好加工製造及行銷市場的本份 透過策略聯盟可使國內外大訂單

能有效完成供貨 達到穩定品質與數量的商業化需求 可協助單打獨

鬥的 茶葉 變為有競爭力的 茶業

另外 若能建立一個茶葉的供應平臺 將各種不同茶類的品項

及數量進到一個平臺上 在數量 價格及配合產銷履歷標章 產地證

明等清楚揭露 相關資訊透明的情況下將有助於通路商的採購 有效

擴大市場佔有率 達成產品差異化 提高產品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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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臺北市茶商公會成立 130 周年慶 我謹代表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全體會員表示熱忱祝賀 百三十年來 貴會 走過不同時代 不同環境

背景的道路 為臺灣茶產業的加工行銷 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與榮耀

陳振芳   
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蕇蟭氘噻岜긞
   臺灣茶產業的發展歷經清末和日治時代到國民

政府遷臺 至今約有二百餘年的歷史 在各朝

各代的統治下所制訂的茶產業政策各有不同

但多獲得相當大的成就 日統治臺灣時期

以發展農業做為主要政策 在眾多的農產品

中 茶產業列為重點輔導 擴大茶園面積

種植 全盛時期達 4 萬 8 千公頃 設置茶

業傳習所 培養茶葉專業人才 茶樹品

種的改良與引進 研發紅茶 半發酵茶

製造技術 獎勵外銷 都有各種完善

的計劃與建置 因此日殖民統治 50

年間製茶工業也榮景一時 不幸陷入

二次大戰泥沼 戰敗宣告投降 脫離臺灣殖民統治

權 經過戰爭的摧毀 此時的臺灣百業待舉 民生凋敝 茶產業也

呈現空前的停滯低迷

《臺灣茶產業的過去與現況發展分析》

蕇蟭㜾Ꙇ摿緊䱺黈
   光復後國民政府遷臺 接收了日本留下的茶產業軟

硬體設施並沿用既有的基礎建設 成立臺灣茶業公

司 後來又改組為臺灣農林公司茶業分公司 一方面

政府制訂茶產業政策 製茶管理規則 民間則有大

陸茶商引進炒菁綠茶製造技術 珠茶與珍眉 炒菁

綠茶的成功帶給製茶業者不再是過去只有紅茶 包種

茶 烏龍茶的產製 增加一項茶類製造選擇 從民國

38 年開始 1949 釜炒綠茶供應外銷非州摩洛哥與中

東等國 同時紅茶 包種茶 也有為數不少的產製外

銷歐美等市場 給當時臺灣疲困的茶產業打了一個極

為穩固經濟基礎 茶是開發中國家最具經濟價值的農

產品之一獲得珍貴的外匯 後因大陸茶產業復甦 茶

葉生產成本比臺灣低較有競爭力 漸漸地臺灣淡出北

非的綠茶市場 其間國貿局為了易於管理便宜行事

先後成立了中華 合群 臺華三家聯合出口公司 初

期只有中華公司出口成了壟斷臺茶的局面 爾後相繼

成立了合群 臺華形成了對北非市場的惡性競價 桃

竹茶區製茶廠和茶農身受其害 苗栗茶區品質較優轉

為內銷 收益尚可維持

   炒菁綠茶北非外銷市場的不穩定 製茶業者反而更

積極投入產製從日本引進的蒸菁綠茶 日本煎茶

全盛時期約有 120 家製茶廠產製供應日本市場締造佳

績 民國 62 年 1973 臺茶出口數量打破歷使新高

23 516 噸 其中蒸菁綠茶就佔了 12 081 噸 此時臺

茶產業榮景達到最高峰年代 而與 南糖 同等齊名

後因臺茶生產成本的提高 北部茶區全面採用機剪

品質遜於手摘茶 日本茶商轉向中國大陸浙江採購

現今僅存 5 家茶廠產量不多 變化如此之大令人不

勝唏噓

當蒸菁綠茶外銷市場結束 製茶同業思考著接下來

要做什麼茶 臺灣小葉種紅茶在世界紅茶市場幾乎

競爭力 烏龍茶雖是我們產製的強項也是國人喜愛

的飲品 但國內產量單靠內銷無法消化 這個時候

臺茶產業似乎陷入困境 同業們焦慮慌張 茶農怕

茶菁價格不好 茶廠擔心做好的茶沒人買 外銷市

埸不如預期的暢旺 同時政府單位研訂輔導政策促

進茶產業的發展 常言道危機就是轉機

正當我們煩惱茶葉銷不出去的同時 日本

國內受到大陸福建省廣告行銷影響 喝烏

龍茶好處能瘦身美容 以簡便的罐裝飲料

推出 因而掀起消費者捨棄綠茶喝烏龍茶

的一股風潮 此一訊息帶給臺灣茶產業非

常大的振奮 有如大旱逢甘霖來的正是時

候 況且日本茶葉市埸我們業界非常熟悉

必然把握這大好機會努力促銷並以臺灣凍

頂烏龍茶做品牌行銷全日本各大城市 烏

龍茶銷日成功 為臺茶產業注入新的契機

此番榮景約略維持了 10 來年

傈亙儘➿㢫ꌼ涸荩抓捦륌蘢秋蘢嵳㜡

荩抓蘢㢫ꌼ⚆歲ぐ㖒ⴕ⡑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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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39 年 9 月 1950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頒佈 臺

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 規定製茶業者須向農林廳

申辦製茶許可登記 以利規範管理 凡未領有製茶

許可証而在製茶者 視為私設茶廠會遭取締處分

產 製 銷分工 各司其職 井然有序 茶葉品質

衛生安全 臺茶以外銷為主 從此在世界茶葉市場

展露頭角 創造最輝煌的茶業輸出光榮紀錄 為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做了相當大的貢獻 更帶動了臺灣

工業發展

   由於大環境的轉變工業的發展臺灣進入開發中國

家 臺茶產製成本人工 土地的提升 大型工廠產

製的紅茶綠茶等大宗原料茶漸失競爭力 無法對抗

低度開發地區中國 越南 印尼等低價量產的衝擊

制式製造廠因庫存壓力過大而式微 北非綠茶市場

國際茶價不高 產製工廠茶價長期受到壓抑 茶農

茶廠 利不及費 政府於是在民國 71 年 1982

廢除製茶管理規則 還茶與農 政策 對當時的

聯合出口公司及茶商是一大衝擊 鼓勵茶農自園自

產 自製自銷 改良場改弦易轍積極發展地方特色

茶 並且以內銷為導向 推廣比賽茶 進而引起各

產茶縣市政府及各農會 爭相舉辦優良茶比賽  確

杆虝蟭溭㺥鲳Ⳳ蕞㎧㘷
   製茶管理規則廢除後 臺茶產業結構調整

產 製 銷分工轉向產製銷一元化 政策輔

導茶農產製高品質高價位的茶葉以內銷為

主 由於特色茶價位不低雖有外銷數量不

多 大部分為手提禮品但相當穩定 這些高

檔優質茶我們統稱 特色茶 臺灣地處北

迴歸線經過最適合各種茶類種植生產 產地

有臺北市 新北市 宜蘭茶區的包種茶 中

彰投雲嘉茶區的高山烏龍茶 日月潭紅茶

凍頂烏龍茶 桃竹苗的東方美人茶 臺灣茶

產量目前只有 14 000 多噸 各縣市產出的

特色茶馳名世界 臺灣名茶 揚名海內外

臺茶產製的業者有責任維持保護這得來不易

的聲譽

劕岻锺劕璭䍈�䏹岻◐骯
實提高茶農的收入 但無形中也抬高了茶價 加上

農政單位的補助 在短短的數年間全國茶農投入設

備建立製茶所 ( 場 ) 如雨後春荀般的設立 估最多

時以萬家計 政府沒做好登記列管  輔導茶農用藥

及製茶衛生安全等配套措施 形成了百家爭鳴和無

法規沒秩序的亂象 但這是進入開發中國家產業轉

型發展工業必然的過程 日後中國 日本相繼來臺

考察 臺灣是如何度過難關 !

   地方特色茶初期產量少 桃竹苗商用茶區產量未

減 臺茶庫存壓力未能改善 到了民國 84 年 (1995)

本會和貿調會 農林廳 茶改場和桃竹苗產茶縣政

府共同會勘庫存的過剩情形 為減少山上庫存壓力

由農委會訂出 臺刈 ( 深修剪 ) 方案 以受進口損害

的基金支付 ( 每公頃補助 15.8 萬元 ) 加入 WTO 政

府編列 1800 多億的受損害基金 只有本會爭取了 2

億多元補助農民 暫時解決了大產量茶區的庫存壓

力 北茶就此大量荒蕪 加上政府在全國執行了 廢

耕造林 更是雪上加霜 桃竹苗茶區耕作面積加速

流失 這是政府政策的美意 萬萬沒想到帶來北部

茶區工廠無茶可製的窘境

キ氠蟭溸溭㺥
   百年來大宗商用茶除一般飲用的袋茶 早餐茶持

續成長 外銷由原料茶出口 到近十幾年來的罐裝

飲料興起 最近幾年來的泡沫飲料茶的流行 臺茶

產製由低價原料茶到高價位飲品的食材

   罐裝或泡沫冷飲茶的創新研發成功是臺灣人的驕

傲 茶飲的方便性 口味調配多元化 風行國內及

世界各國 帶動了大宗商用茶的強大需求 國內自

產茶加上國外進口各茶類有 3 萬 2 仟噸 臺茶業者

產製出多種口味的茶飲食材 更使臺茶再度亮眼

國產原料茶嚴重短缺 農糧署也積極推動茶園復耕

計劃 並鼓勵平坦茶園做機械化自動採收 政策方

向是對的 可惜北部茶園復耕不如預期 業者臺灣

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在屏東大埤種植 500 公傾平原茶

園 為國內最具規模的茶葉專業區 全採用科技化

的茶園管理 機械化的茶菁採收 估年產 3 仟噸原

料茶 南部平原種茶成功 確實讓臺茶產業之發展

帶來相當大的振奮 相信未來農林公司將會是國內

供應原料茶的主導者

   基於如何能讓特色茶永續發展 農糧署在全國各茶區每二年一次推動評鑑 星級衛生安全茶場 亮點茶莊

給與輔導補助獎勵 績效不錯 有茶農埸的第一線就做好自主管理 保障品質衛生安全 末端業者就可以安

心做好行銷 筆者參與星級茶場評鑑工作 認為獲得四星 五星的衛生安全茶場 不論在能力 規模上 都

有一定水準 政府單位應該給予加工場的登記 就地合法納入管理 並輔導取得國際認證 以利臺灣特色茶

行銷

   臺灣發展地方特色茶的政策相當正確也是趨勢 但目前臺茶產業正面臨著重大困境 北中南特色茶區 均是

自園自耕的小農制 產製管銷成本高 農殘問題又一直面臨考驗 如何讓消費者飲茶喝得安全安心 ! 外銷拓展

成績平平幾乎成了手提禮品 茶園管理工作人員及採茶工嚴重不足 高山茶園機械化採摘不易 年輕人對吃

重的製茶工作不願投入 製茶技術面臨傳承難題 多數烏龍茶製造過程不夠嚴謹 發酵過輕也影響品質 失

去臺茶應有特色 加上受臺式烏龍茶的進口威脅 世界最好的臺灣手工特色茶的發展 必須重新調整行銷策

略 應 因地制宜 以小而美的特色持續發展

   有關開放大陸薰芬綠茶直接進口 臺灣區製茶工

業同業公會多年來一再的建議農委會 農糧署 基

於保護臺灣自產茶的原則和把握罐飲 泡沫茶市場

發展的契機 臺灣適度進口三公斤以上花茶的原料

茶以應業者之需 遺憾 意見皆未被重視 鄭重要

求農政首長拋開意識型態 開放國內幾無生產的薰

芬茶進口決策

   依據海關統計出口茶葉數量屢創佳績 2018 年外

銷共有 8 千 7 百噸 總出口值再創新高達臺幣 34

億元之譜 這些都是國內特色茶與飲料茶業者努力

開拓海外市場的成果 榮耀茶人共享 更是臺灣的

驕傲 期盼同業先進再接再勵 2019 再創佳績 政

府持續輔導國內外茶展 臺茶發展是永續的無論是

大宗商用茶或持色茶 地區不分南向 北走 東行

西進 皆要全方位出擊 世界各產茶國對茶飲相繼

投入研發爭食這塊大餅 農業技術單位更要指導業

者開發創新產品多元化 輔導臺茶產業轉型與永續

經營

新北市文山茶區 (坪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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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行銷專案處

《茶飲料的新藍海》

   臺灣茶茗文化淵源悠久 品茶層次及喝法不斷創新 近幾年來臺灣手搖

飲蓬勃發展 年輕族群對於茶的聯想與珍珠奶茶化為等號 多變化的飲

品 成為流行時尚人士不可或缺的裝配 在茶原料 人工及生產成本的

提高 低價的國外進口茶取代價格較高 工較精緻的國產茶作為加工品

的原料 作為一個有著百年歷史的飲茶巨擘 該如何讓喝茶的感動迎接

下一個的挑戰 ? 異業結盟能否突破臺灣茶業成熟期的僵局 ? 創造 - 手搖飲

料新藍海

   外貿協會率領業者到世界打拼 帶著臺灣茶飲廠商東征西討 有感於適

闖瞬息萬變 已於海外拓銷多年的廠商 要持續不斷地向下扎根 踩穩

踩實 有潛力想在海外拚搏的新興廠商如何面對外來的雄獅鷹虎 走的

越深 更是要步步為營 如遇到的問題彷彿中美貿易大戰 非一朝一夕

可解決 各家業者登山各自努力 無一整體形象觸及國際  有感於此

去年外貿協會成立珍珠奶茶行銷聯盟將茶業納入珍珠奶茶上中游產業鏈

以國家級規格打造珍奶專業形象 整合團隊進行海外拓銷 積極參加形

象展 食品展等活動 以臺灣地緣之外東南亞地區為首要推廣目標 越

南 新加坡 泰國 印尼 汶萊等地區皆有珍奶的足跡 己不再是只有

華人的熱愛 穆斯林等其他民族深深受到吸引

   珍奶業者對於市場敏感度相當敏

銳 不 斷 變 化 口 味 特 色 包 裝 及

技 術 研 發 等 在 面 對 潛 在 新 競 爭

者 及 替 代 品 時 游 刃 有 餘 並 且 透

過 聯 盟 打 團 體 戰 方 式 布 局 全 球

手搖飲已成為臺灣軟實力代名詞

根 據 國 外 市 調 機 構 Allied Market 

Research 一份 手搖茶 市場的報

告 顯 示 2016 年 全 球 手 搖 茶 商 機

為 19.57 億 美 元 預 計 到 2023 年

將 達 到 32.14 億 美 元 從 2017 年

至 2023 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7.40  

以 2016 年為例 珍奶就占全球手搖

茶市場 42 以上

   珍珠奶茶不僅是一杯飲料 更是涵蓋珍珠 鮮奶跟茶等多方產業供應以及文化底蘊結醞釀而成的精華茶飲 俗話

說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臺灣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展現 在此發揮地淋漓盡致 從挑選飲料到入喉 消費者先是被店

家裝潢設計吸引 挑選喜愛茶飲 等待時候聽到雪克杯搖晃飲料及冰塊互相撞擊的聲音 茶葉與奶香的結合 並

且接取店員提供滿懷誠意及設計感的飲料杯 雀躍大口地飲入 滿滿幸福瞬間湧入內心 尤其在海外求學的莘莘學

子 商旅人士一看到 聞到 喝到珍奶立即排解濃濃鄉愁 調解思鄉情緒 讓其他國家的人們也能感受 Bubble Tea, 

Bubble Up Your Life!

今日珍奶旋風席捲全球 珍奶產業是臺灣唯一自製

力最高的產業 在茶業及原物料 ( 珍珠 蒟蒻 QQ

果 果汁 黑糖 等 ) 口味多元 按照消費者口味

不同調整及客製化 容器造型也富含設計感 紅極

一時小鮮肉杯 潮流趨勢環保玻璃吸管 手提袋等

均為時尚指標 連鎖品牌業者一站式服務 提供珍

奶手搖飲教育訓練 產品代理及管理傳授諮詢 一

條龍式上中下游產業鏈完備無缺 各家品牌在市場

上皆是世界翹楚 全球珍奶專家都源自臺灣 以泡

沫手搖飲形式共同推廣茶飲至世界 方式雖與傳統

泡茶文化不同 但另闢新藍海 佔據青少年及新興

族群味蕾 以異業結盟的方式告訴世人 這 就是

臺灣

橇⥃㺂㐼⿻梯槵盘

荩抓䩛䴸궬⫃鋕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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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十國人口超過 6 億 為全球第三大僅次於中國大

陸及印度 東南亞天氣普遍炎熱 多數民眾喜好冷飲

人口普遍年輕化 捨得消費在飲品 馬來西亞統計

20% 為華人 對臺灣來的珍奶接受度非常高 千禧年

左右進入的臺灣珍奶 至今就算有新品牌加入 仍在

當地造成轟動 如我國品牌幸福堂今年初以黑糖珍奶

初登馬來西亞 門市旋即大排長龍 接獲上百封加盟

申請 然而當地 60% 為馬來族群 如何讓珍奶產品符

合清真認證 獲得馬來人的喜愛 是貿協及業者未來

可努力的方向

越南統計顯示 有 70% 的人口在 35 歲以下 加上近

年亮麗的經濟成長 年輕人敢於消費 當地雖長期為

咖啡消費重地 然 2012 年臺灣珍奶仍以新奇時尚之姿

進入越南市場 臺灣業者看準越南年輕消費族群喜愛

高尚獨特打卡裝潢 紛紛打造旗艦店提供空間及時尚

飲品 讓消費者一坐即成熟客 胡志明市的吳德繼街

成為當地著名的 珍奶一條街 即可顯示臺灣珍珠

奶茶的火紅程度 胡志明市的成功是複製其他城市的

範本 因此貿協今年選定河內 帶領業者持續開發新

市場

印尼情況與越南類似 珍奶主要消費族群為年輕人

雖然超過 86% 的人口為穆斯林 但年輕的穆斯林對於

珍奶的要求 以口味新奇為主 其次是休閒空間及門

市裝潢 臺灣業者顛覆印尼傳奶茶飲料 重新刷出珍

奶的新鮮存在感 對印尼年輕人來說 是非常吸睛的

持續保有產品的創新 提供久留休息空間是我業者一

直以來在印尼保有領先的策略運用 在菲律賓也是東

協中具人口紅利的國家 與其他東協國家相比 菲律

賓受美國文化 陶的程度較高 習慣悠閒生活 讓每

個來菲律賓的珍奶業者有發展空間 擴大市佔

荩抓棇棟㥘蘢긭➃惐窄糋

ぐ珏蘢衞莅宐卓锅ꂂ괐궬ㅷ

   珍奶產業鏈涵蓋領域甚廣 調查不易 但以珍珠 粉

圓 的出口可嗅出珍奶在全球的火熱程度 以 102 年為

出發點 珍珠的出口年年正成長 104 年後更是以 2 位數

的成長率跳躍 107 年 1-10 月的出口金額 16 億 已超過

106 年一整年的出口金額 顯示珍奶產業爆發力十足

綜合以上東協各國市場 尚有一個不變的策略 即針對

在地年輕人喜愛的行銷手法 ( 如明星代言 裝潢 產品

故事化等 ) 及數位媒體與技術運用 如 KOL 線上訂餐

IG 等

   現今 世界各地每天上演著瞬息萬變的風暴 貿協的

工作就是整合上中下游資源打好每一場國際賽 率領業

者走上正確的道路 披荊斬棘拓銷新市場 讓臺灣的珍

奶可媲美 Coca-Cola 成為世界級常勝飲品 讓 Taiwan 

Bubble Tea 享譽國際 棇棟㥘蘢欴噠ꕖ♳⚥♴康爚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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勏吁蟬氘ⶣ�
    木柵貓空的茶產業發展經歷四個時

期 1970 年代以傳統農業種茶為主

山頭遍佈茶園生產茶葉以供外銷 貓

空特有的 鐵觀音茶 品質佳 口味

特殊 再加上政府政策輔導與技術支

援 貓空的茶葉具有高品質 高產量

的優勢 因此早期鐵觀音茶是貓空當

地茶農賴以為生的作物

    1980 年代貓空茶園面臨丘陵地形的

限制 採收不易人力成本高 茶園勞

動力老化 產量縮減 因此貓空的鐵

觀音茶轉內銷 茶農生計因而遭遇困

境 為了挽救貓空當地的茶產業與茶

農 政府於 1980 年輔導成立了全臺第

一座觀光茶園 推廣休閒農業

蕇ⵌ勏吁յⷂ蟬氘ⶣ悎ꅽ
    1985 年臺北市政府委託木柵區農會

經營的 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

廣中心 成立 也改變了貓空茶產業

的發展形態 茶藝館經營模式開始興

起 茶農除了種茶之外也經營茶藝館

吸引遊客上山喝茶品茗 貓空茶產業

發展也由傳統農業轉為休閒農業

    後期因強調地方環境保護與水土保

持 貓空的茶園大部分位處臺北市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範圍內 因此

貓空地區得以保存許多珍貴天然文物

資源及原鄉外貌 貓空茶文化產業經

營多年 結合自然生態 休閒遊憩以

及獨特的鐵觀音茶特色 是臺灣珍貴

的茶文化產業 每逢假日來自全臺各

地的遊客上貓空喝茶品茗 享受自然

美景以及茶香迷人的風味

《予茶以靈魂》
  臺北茶挺進創新加值新未來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ⷂ蟬氘ⶣ�
   臺灣的包種茶興於南港 南港是臺灣

包種茶的發源地 包種茶在南港 已享

譽一百多年的歷史 早期南港產業發展是

由清領安溪人引進茶葉種植 以包種茶來

帶動南港一帶的經濟發展 南港在光復之

前 是以第一級產業為主的鄉村 由於地

理環境適合 移民於現今舊莊里與新北市

汐止區山區發展茶業 日治後期 因 棄

茶種稻 政策 加上二次世界大戰後 南

港發現煤礦 導致茶業沒落 漸由煤礦業

與磚瓦業開始蓬勃出現

   南港包種茶最興盛時 栽種面積曾達

三百多公頃 後因戰亂及住民大量外流

今僅餘十五公頃 目前茶園多分佈在舊庄

街二段沿線山區 茶區栽種 茶 樹 品 種 以

青 心 烏 龍 茶 為 主 每年皆舉辦春 冬季

優良包種茶比賽 一方面可互相交流茶農

間之製茶技藝 一方面可提高茶葉品質

   迄今包種茶仍是南港區最主要的產業

目前茶園主要分佈在舊庄街二段的山坡地 栽種的茶樹以青心烏

龍為主要品種 是製造包種茶品質最優良的品種 南港的桂花

曾經只因薰茶而存在 每逢初春伴隨包種茶烘製而成桂花茶 包

種茶在南港大坑產銷至今己有 120 年歷史 遊茶山除可品茶休憩

外 沿線還可尋幽覓古 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旁即有環山步道

煤層景觀 鹿窟事件紀念碑 光明禪寺 余姓傳統古厝 桂花步

道 畚箕拱谷景觀 畚箕湖山賞落霞等多處景點 適合半日或一

日遊程

蕇ⵌ蟬䯆ꅽⱂ假Ⲏ⡽✑掿
    為活化臺北市傳統地方茶產業及因應未來競爭加劇的發展趨

勢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致力於靈活運用茶匠師 ( 茶農 製茶

師及評茶師等 ) 用身體記憶學會的傳統茶工藝技術以及有限的素

材 導入新的科技及現代設計 創作成符合現代生活並同時考量

使用者與製作者的新茶藝生活文化 進而賦予臺北市傳統茶產業

新生命及形象

   經由創新介入 設計翻轉概念及提倡茶山農家能以永續型的農

家簡樸生活為基礎 於農務獲取自己生活所需收入外 再從事能

夠發揮天賦特長的工作 換取固定收入 去建立個人與社會的連

結 自 2016 年起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於木柵 南港兩茶產區分

年推動 北茶山地方創新 X 我在茶山享生活 設計翻轉 X 地

方創生 及 用設計作為茶產業地方傳承與創新模式推動策略

等價值創新策略發展計劃

ꫭ䗱捦륌

���� 荩⻍䋑欴噠⭆⧩ⶾ倞冸涮㾝瘼殜鎙ⷔ㽵剪呪䧭卓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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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ꪧꀹ噺Ⲏ⡽勏吁蟬氘ⶣꮩⲎ侞漩
   貓空纜車於 2007 年通車 貓空成為

臺北市民輕鬆就能到達的休閒勝地

初期貓空地區一直未作整體規劃 觀

光茶園及泡茶餐廳隨意開設 由農業

轉型為觀光業雖帶來大量的遊客 但

快速消費人潮對此地產業歷史或文化

沒有興趣深入瞭解 反而造成貓空地

區原有的地方特色逐漸流失 大量人

潮隨意流動對此地的生態及環境亦為

一大衝擊

   因而自 2016 年起與當地農民及社區

發展組織以貓空地區指南里為範圍進

行規劃 並從中適合設置休閒農業區

場所 做為主要休閒農業發展之地區

使指南里之人文與自然資源能有系統

的利用 讓貓空地區茶產業與歷史文

化重新被重視 同時也保護當地環境

生態進而達成永續經營的理想與目標

並發展成為都市居民假日慢活休閒的

優良場所

勏吁蟬氘ⶣ䲀ꅽ✑掿
   2016 年從老茶師製茶技術傳承與新茶世代的投入 透過在地青年組

織之在地聯絡網建立 木柵老茶師製茶過程與製茶機具資料影像紀

錄以及木柵茶區三示範店家等進行茶產業價值創新設計 並鼓勵青

農以茶為主題 新創具差異性的微型創業 創造地方的茶產業多元

性 佐以 半茶半 X 計畫 整合茶山的業者茶園 製茶空間及茶產

業資源 以促進地方業者之間彼此友善互動以及製茶技術交流 產

業需求互助之鍵結關係

   2017 年藉由辦理木柵二處示範農戶茶茶產業輔導 強化在地業者

新創意引入 品牌價值提昇 連結 木柵地區青農組織 及 在

地老茶師 兩大面向進行木柵二處示範農戶輔導 透過地方二代組

織的鏈結 強化在地茶產業文化的認同 並將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

研發推廣中心提供業者作為產業發展交流中心 辦理相關工作坊及

課程 作為茶二代青年創業育成空間 以輔導連結木柵老中青三代

茶農共同規劃辦理木柵茶市集或茶山小旅行 以活絡在地茶產業

   2018 年起續以 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 作為茶產業活化核心價值的

發展策略 以 創意 + 創新 + 創業 = 創生 為目標願景 透過地方

青農團隊培力 老中青三代共同建置地方產業發展平臺 以 半茶

半 概念作為木柵茶山基地製茶文化與技術傳承的復興 以土地

人 物結合創新與美學 透過人文產業與故事的創生能量 作為設

計翻轉地方推動策略 進一步提出以新茶食尚 風土美學的概念

透過 一家一慢食茶餐 創新茶點茶飲  秘境茶席 山

藝宴食農教育遊程 移動品茶車計畫 在地茶食堂 等企劃

導入新的技術及現代設計 以製作成符合現代生活並同時考量使用

者與製作者的 前衛與傳統 交融的新茶藝文化生活

荩⻍䋑錚갉⺫珏蘢灇涮䲀䑞⚥䗱

ⷂ蟬氘ⶣ䲀ꅽ✑掿
   2016 年從在地歷史 地方文化與茶產業特色出發 透過在地地域

品牌形象塑造 南港茶山小旅行點點串連成線規劃 將茶席融入茶

遊旅程內 經由遊客實際走訪茶園與體驗深入瞭解茶文化 以及將

製茶師專注製茶的眼神透過影像與手繪臉譜運用在南港茶山包裝茶

罐上 作為茶歷史結合生活的新茶文化呈現

   2017 年透過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定點輔導 以南港茶葉製造示範

場為核心作為南港茶山再發展的創意基地 運用場館環境特具的生

態 品茗 教育 體驗及奉茶等機能 結合當地團體輔導茶農駐點

教育解說茗茶藝術 免費茶品供應訪客 及不定期舉辦活動等推廣

茶產業文化

   2018 年起延續以茶歷史結合生活之新茶文化 擴大推廣地域品牌

形象 茶山小旅行 茶師個人形象 LOGO 以及茶師茶罐設計品牌

新規劃茶農家微型改造 茶製場周邊秘境微型地景裝置 並以 茶

走入生活 以及 共學 為核心 以 在地傳承 產業復興 生活創意 美學教育 四大發展主軸作為文化行銷推

廣活動 以茶為主題 透過有關 茶 藝術美感的手作課程 玩茶 食茶 品茶 學茶以及茶工藝 讓茶慢慢走進

生活 帶領遊客透過 共同創造 吸引對共學共創有興趣的民眾 共同來思考下一階段的茶產業發展的機會

勑❔㺥劵
��傳統茶業在臺北 有著一種獨特的身分角色與歷史意義 但隨著臺灣創造經濟奇蹟的歷程 已被其他新興產業卡

位商機漸趨式微 正面臨內需市場規模小 又有難以開拓國際市場的窘境

   為突破現況開創臺北茶新商機模式 企望透過創新做法提供臺北茶新的價值 使臺北茶可以透過創新來塑造自己

未來的營運情境 而不是被動地因應環境 進而跳脫現有的競爭框架走出另一片藍天 以增加未來的 機會佔有率

及建立臺北茶競爭者難以模仿的優勢

荩⻍⽂度蘢衞醢鸤爚眕㜥��Ύ蘢欴噠俒⻋䲀䑞崞�Ώ�⽂度⺫珏蘢䕎韍ΐ⽂度蘢㿋㼭假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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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智君
北京市大碗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 董事長 總經理 
北京老舍茶館有限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 
工商管理博士 國家級評茶師
中國茶葉流通協會茶館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全國三八紅旗手

我對茶的瞭解和認知 是從奶奶開始的  

誰曾想 這緣分一結就是四十年

兒時 每天清晨的睡眼朦朧 我都看見奶奶在沖大碗茶 她收拾完屋子

整理好蜂窩煤爐 然後 拿起搪瓷缸 放一把 " 高末兒 " 碎的茉莉花茶

端起大鐵壺開水高沖

茶沖好 是不急著喝的 要靠在爐臺上悶著 小時候的我 在胡同裡瘋跑

玩累了跑回家 端起奶奶的搪瓷缸子猛喝 咕嘟咕嘟一飲而盡 那叫一

個解渴 一個爽快

真正開始注意茉莉花茶 是上了小學 那時 父親為了幫助沒有工作的

返城知青 扔掉辦事處的鐵飯碗 在前門大街開辦了青年茶社 賣起了

二分錢一碗的大碗茶

那是 1979 年 改革開放第二年

大碗茶的茶葉 就是小時候喝的 高末兒 滾開的水一沖 濃郁的茉

莉花茶四面飄香 也解決了過往行人喝水的問題 可那時的我 覺得這

是一件 " 丟人 " 的事兒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 青年茶社發展成了大碗茶商貿集團公司

1988 年 父親更是舉大碗茶公司之力開辦了老舍茶館

後來的我長大了 在大學學習酒店管理 畢業後也一直想到大酒店展一

番宏圖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被父親叫回老舍茶館 在他身邊學習茶館的經營管理

《我與大碗茶四十年的情緣》

剛到茶館工作 我特別不理解父親對傳統文化的那

份堅守 總是覺得這裡土 缺少科學的管理制度

直到有一天 我在茶館裡碰上一個老外 他說 要

找北京最地道的茶館 我說 這裡就是北京城裡比

較有名的茶館啊 他說 不對啊 我聽說 地道的

北京茶館裡要有鳥籠子 有提籠架鳥的老人 我很

驚詫 頓時想起父親經常強調的那些話 於是 我

找了個鳥籠子放到了茶館

父親抬頭說了一句 嗯 你做茶館剛有點兒感

覺 這句話 是和父親一起工作的二十年裡 他

唯一表揚過我的一句話

2003 年父親去世 我被員工一致推選為大碗茶公司

和老舍茶館掌門人 有責任在身 再喝起茶來就不

那樣輕鬆 但喝茶的意義也因此不同 上任後 我

開始對員工進行茶文化培訓 成立茶藝表演隊 後

來 我帶領員工走訪全國各大產茶區 深入茶園學

習 建立了茉莉花茶和綠茶茶葉基地 客人眼中的

老舍茶館 漸漸有了變化 不僅能買茶喝茶 還可

以體驗 學習茶文化

在老舍茶館二樓 我建起了北京第一座樓宇四合茶

院 既有北京文化的大氣 又有南方庭院的雅致

每位走進去的客人都讚歎不已 有了成績 我反而

感覺更如履薄冰 夜深人靜 我想起了父親創辦老

舍茶館的初衷 正是老舍茶館舞臺兩側的那副對聯

振興古國茶文化 扶持民族藝術花 老舍先生

夫人胡絜青女士曾說 老舍茶館除了它的經濟效

益之外 更重要的在於它的文化性質 傳統色彩

地方風格 精神文化效益 我再次開始思考 老

舍茶館在首都北京 人們來最想體驗的就是京味兒

文化 那 什麼能代表京味兒的茶文化呢

老北京人認為 能禁得起不斷續水的茶才是好茶

還認為茶越釅才越能提神 茉莉花茶香氣濃郁 味

道持久 完全符合老北京人的口味 對了 就是它

這陪伴了北京多少代人的茉莉花茶 這浸潤著我長

大的茉莉花茶 就是最京味兒的茶文化 於是 老

舍茶館除了普及中國傳統六大茶類之外 開啟了對

茉莉花茶文化的深度打造

我們保留 老二分 大碗茶攤 40 年 始終恪守 大

碗茶廣交九洲賓客老二分奉獻一片丹心 的樸素精

神 不忘初心 恪守承諾 不管茶葉價格怎麼漲

茶葉品質始終如一 無論嚴寒酷暑員工始終堅守戶

外茶攤售賣 " 二分錢 " 大碗茶 正是因為這一碗濃

濃的茉莉花茶代表著北京文化 而老舍茶館恰是以

茶為載體的茶 戲 餐 禮文化體驗空間 這些濃

郁的老北京經典文化讓我們迎來了 170 余位外國元

首政要和 600 多萬中外賓客 大家來這裡品一杯茶

聽一段京戲 再嘗上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小吃 這才

是老北京人的生活

一個人 在自己的領域攀得再高 也高不過自己的

味蕾 高不過骨子裡沉澱著的兒時記憶 很多身在

海外的遊子 他思念的可能就是兒時的一頓飯 一

杯茶 要傳承京味兒茶文化 自然也要從年輕人的

味蕾抓起

2014 年 8 月 我們推出了以 聚焦茶會 融合資

源 宣導中國式生活為主題的 小飲茶會 舉

辦至今 230 餘場小飲茶會將琴棋書畫詩酒茶 老

字型大小文化及現代藝術等中外文化融會貫通 年

輕的 90 00 後 通過茶會開始樂享雅致生活 通

過聆聽一堂主題分享 開始認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

化理念 我們還為大中小學生及幼稚園的孩子們開

辦京味兒大課堂 孩子們通過賞京戲 嘗京點 喝

京茶 全方位體驗著京味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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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 一個茶館若想立足一座城市發展壯大 就要研究城市的功能定位和歷史文

脈 研究它的建築 語言 文學 戲劇 非物質文化遺產 24 節氣的生活和美食文

化等 因為這些生活方式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品格 精神和人文情懷 北京是全國政

治中心 文化中心 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 茶館是城市文明會客廳 圍繞

北京市 " 四個中心 " 建設和 " 四個服務 " 要求 老舍茶館打造了 " 國家茶館 " " 外

交茶館 " " 科技教育茶館 " 和 " 百姓茶館 " 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服務

茶是中國式美好生活的代表 品茶能讓人心靜 靜而生定 靜而思志 只有靜下來

才不會因為走的太快而忘掉初心 我們要把這一碗茶很好的傳承下去 變為聯結海

峽兩岸人民友誼好的平臺和載體

因為茶 2005 年 4 月 28 日 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率領中國國民黨大陸訪

問團成員光臨老舍茶館 並欣然寫下 振興茶文化 祥和兩岸 情 同樣因為茶

2014 年 11 月 21 日 在老舍茶館第 23 期小飲茶會現場 臺灣資深音樂製作人林文炫

先生與北京茶友暢談了自己的人生心路和創作經歷

因為茶 我們曾先後接待有臺灣名作家瓊瑤夫婦 演藝界明星蘇芮 臺灣海基會秘

書長陳昌文 臺灣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 臺灣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先生 臺灣前

行政院院長李煥等臺灣各界知名人士 據統計 自 1989 年到 2017 年老舍茶館共接

待臺灣 香港同胞近 20 萬多人次

如今的我 在老舍茶館已工作二十餘年 茶於我 是一門藝術 一種文化 更是一腔情懷和一份使命 回顧我

與大碗茶四十年的情緣 它見證了我的成長 見證了老舍茶館的變化 也見證了老北京人如何堅守著不變的精

氣神兒 我想 無論父親 我 還是未來新一代茶館人 都會用這一碗醇厚的茉莉花茶來承載中國傳統文化的

生命力 並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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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南
紫藤文化企業集團 創辦人 / 董事長
網藤事業 董事長
雲手文創基金會 董事長
馬來西亞國際茶文化協會 會長
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 榮譽理事

「 産業」生起，如作文章， 

也有「起、承、轉、合」。

 
馬來西亞本土茶文化產業興起之前 百年歲月 市井有茶

尋常百姓日常喝 稀鬆也平常

飲茶上粵式茶樓 來個一盅兩件 叫上一壺廣西六堡是喝

喊來一泡武夷水仙也是喝 很是生活

用餐則到街頭茶餐室 一杯 雪茶 或是一杯熱茶

佐餐漱口 用意單純 五毛已是嫌貴

友聚聊天 挑個印度拉茶檔 奶茶粗飲 心不在奶 情不在拉

志更不在茶 純粹打發時間

晨啖肉骨 夜宵炒麵 廣東炒 福建炒 來壺獨樹香 千里香 四季香

烏龍茶水滾茶靚 化油解膩 快意是腸胃

此般日夜飲茶 早晚皆可 悉無禁忌

為生活茶文化產業之 起 積了一層厚厚底氣

《且嘆茶》
時間来到一九八七 茶坊勃興於馬來半島西

岸 中有 < 紫藤 > 為首 南有 < 随園 > 北

有 < 紫竹 > 甲有 < 蘭亭 > 各自精彩 爾

後全國同業如春筍冒現 < 人長久 > < 逸

渺軒 > < 羡陽 > < 茶缘 > 怡保 < 喜樂 >

居鑾 < 老井 > 安順 < 八方 > 梹城 < 清歡 >

双溪大年 < 清涼茶坊 > 等等等 由城入鎮

百家上下 空間皆簡樸 業者多青澀 都在

推廣藝文與品茶 茶由大杯到小杯 由牛飲

到细品 人文氣息 一時成風 茶文化傳承

亦因此景觀蔚然

又爾後品茶跨空間發展 走出了茶坊 轉入

家居與商辦 品味升級 再經過中期普洱茶

與各類老茶投資風潮推波助瀾 炒家藏家資

金灌注 茶既可品也可藏 老茶變得矜貴了

茶市變得活络了 市場份額迅猛增長

茶風流轉 如斯如此 如此如斯 老茶莊與

新茶行攜手 中社與英社互融 新茶與老茶

無縫連接 從此茶界無分左右與階級 這片

天地 就叫做茶藝

時間來到一九九七 紫藤受時任吉隆坡華人

大會堂領導之邀 於百年會所後座落腳 開

設飯館子 竟敢首創以茶入菜 大膽料理

大馬著名詩人遊川試菜後說 茶本源於

其性入情入理 其味入腸入胃 可名之為 

< 茶原 >

紫藤茶原 遂由一家到四五家 輾轉逾

二十年 力圖迎合世紀健康養生與樂活風尚

入葷也入素 倡揚清而不淡 油而不膩的口

感 企成茶系 竟至今未倒 未來尚可期

人說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寶島茶藝西

進 適逢大國崛起 竟道陽明 以圖维新

領導傲說 茶為國飲

學者闡说 茶和天下

統計數字說 每個中國人年消費一公斤茶

中國即成茶葉净入口國

解構全球飲料產業 穆斯林不能喝酒 星巴

克也得賣茶 我們没有理由不相信 茶產業

此去一路寬廣 有泡的 没泡的 要奶的

免奶的 必也貫穿西東 通透南北 跨域跨

族 再無國界

簡而言之 竊以為茶文化起於飲 承於品

轉入 此去茶文化的偉大復興 必將合於

嘆

小杯啜飲 好茶一聲嘆

海碗豪飲 茶好嘆一聲

世事無常 人間總多事 與其常嘆氣 莫如

嘆茶去

粵人說 嘆茶 正 合 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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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志民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茶業處處長

臺灣茶業的百年發展 從大量出口導向 轉而以內銷為主 甚至進口茶

的數量凌駕於臺灣自產茶的近三倍 臺灣自產茶脫離國際茶原料行情價

格已有相當時日 其原因不外乎臺灣茶業的一代風華 曾經建立在廉價

的勞動力上 隨著經濟發展 國民所得不斷提高 這個價格上的優勢已

不復存在

在探討臺灣未來茶業發展趨勢之前 我們必需先了解臺灣茶業的優勢與

劣勢 未來的市場又在哪裡 國際茶業的供需變動將會是如何

依照統計數據預估 國際茶業生產 ( 消費 ) 量 將於 2019 年達到年產量

600 萬噸之譜 再創新高 最大的生產國排序為中國 印度 斯里蘭卡

肯亞 看似大量的生產國 也因為經濟發展的緣故 其內外銷的比例

也已悄悄的質變 中國與印度的茶葉外銷比例逐年降低至三成 大部分

以內需為主 因為消費板塊移動 估計國際茶葉原料價格將穩定上揚

年輕消費族群茶葉消費主要以快速沖泡的袋茶及即飲型態為主 瓶裝飲

料及咖啡 / 茶飲料店商品是該族群消費茶品最大量的途徑 另外 臺灣

茶葉生產量僅占全球生產量不到千分之三 平均成本高於國際行情甚多

主要以內銷為主 不過 臺灣的茶葉品種多樣性 產地海拔分布 部分

發酵茶製作技術等 在國際市場上還是有其特殊性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

些特性加以發揮運用

《臺灣茶葉未來發展趨勢》
臺灣農林公司的歷史可以回溯至 1899 年 日治時代

就已投入大量紅茶製作外銷 數十年來種植及製作

的茶葉數量已大為降低 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 近

年 我們不斷嘗試研究出符合時代趨勢及適合公司

型態操作的茶商業模式 我們將茶葉生產分成兩種

型態 一是傳統工藝製茶 這需要極具經驗的師傅

來進行選料 萎凋 浪菁 殺菁 揉捻 乾燥 烘

焙等流程 追求製茶品質的極致表現 產量較低

價格較高為此類茶品的特性 我們也稱之為類藝術

製茶 二是自動化生產製茶 以具有豐富製茶經驗

的師傅輔助建立生產控制參數 設計自動化生產線

完成傳統工藝製茶的所有動作流程 追求的是穩定

的製茶品質及產量 產量較大 價格較低廉為此類

茶品的特性 我們也稱之為類工藝製茶

2016 年 臺灣農林公司購得屏東內埔鄉老埤農場

717 公頃平坦農地 我們終於可以將多年研究所得

加以實踐 利用臺灣多樣化的茶樹品種 優勢的部

分發酵茶技術等 推動茶樹種植及製茶加工機械化

自動化 數位化 最終期待可以達成智慧化的終極

目標 以下分成茶樹種植撫育 粗製茶加工 精製

茶加工等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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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蟭堅甦嗙乥芎方面 我們將育苗的方法加以改良

促進茶苗根系養成 希望在小苗期就可以提高移植

後成活率 同時避免盤根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配

合特定規格茶苗設計專用的移植機 提高移植速度

及成功率 對於成本降低及擴增面積亦有極大助益

茶園的規畫除了考慮等高 水流 日照以外 運輸

及農用機械運行順暢度也是進行機械化需要特別注

意的要點 有助於農區工作效率提高 在茶樹灌溉

方面 為考慮節約與環保 我們採用以色列滴灌系

統取代傳統的噴灌系統 除了可以有效節省 70% 的

灌溉用水外 系統可以同時肩負肥料灌溉的功能

大幅省去施肥的工作量 整套系統採用全自動控制

以最少的人力介入即可順利運行

在穘鏬蟭Ⲏ䈰方面 自動化機械設備採模組配置

既可達成流暢生產作業 也可以保留個別製程最大

的彈性調整空間 對於不同品級茶菁和生產不同萎

凋 發酵程度的部分發酵茶類有其助益 生產設備

參數透過電腦管理系統精準紀錄 有助於分析出最

佳的加工生產條件

在窣鏬蟭Ⲏ䈰方面 長期以來 精製茶的併堆 烘

焙技術傳承極其不易 必需仰賴具備充足經驗的師

傅才能確保每一批次的茶品質量一致 我們研發茶

葉品評併堆數位化系統 以數位系統輔助感官品評

作業 累積茶葉品評及併堆大數據以輔助後續併堆作

業 這樣一來就可以減低人腦記憶及經驗值產生的錯

誤機率 穩定品質

臺灣農林嘗試以機械化 自動化 數位化輔助傳統茶葉產製作業 希望可以朝降低

生產成本 穩定生產品質 提升產量的方向邁進 用以解決現今農業缺工及人工成

本過高的問題 最終可以達到國際接軌 這是從生產大宗商用茶原料的角度下去思

考茶產業的未來發展 一個可以兼具量與質的較大市場

另一方面 臺灣茶評鑑比賽也是各山頭競逐成績的年度盛事 取得好成績的茶農及

茶廠同時也得到市場消費者高價購茶的回報 這些活動除了直接鼓勵了茶農外 無

形中也進行了技術的世代傳承 更是極好的結果 雖然本文大部分陳述以科技取代

人力 不過 傳統的技術才是機械化 自動化 數位化的根本 臺灣農林一邊推動

科技製茶 同時也保留了許多個粗製廠繼續傳統製茶 其中原因不外乎是希望在傳

統製茶的工序中持續取得經驗及養分

我們認為 臺灣茶業未來的發展 一方面是保留傳統 精進藝術 追求卓越 一方

面是導入科技 加強工藝 行銷全球 兩者同時發展 讓臺灣茶業更閃耀光芒

50
̸

51  



林志城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 所 ) | 茶陶創意研究所教授兼校長
臺灣茶協會 榮譽理事長 | 臺灣健康管理學會 理事長
第一屆亞太茶博 (Asia-Pacific Tea Expo) 主席 | 臺灣農業化學學會 理事
社團法人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理事 | 桃園市茶商公會 顧問

廖裕文 
茶陶所研究生

┞蕇蟭溭㺥槁岞
茶是世界上流行飲料之一 依國際茶葉委員會 ITC 資料統計 全球茶葉

產量已由 1963 年 102 萬噸至 2010 年已高達 416 萬噸 在 2009 年茶葉已

供過於需達 17.6 萬噸 茶是臺灣旗艦級農產品 茶產業近年更躍昇成為

臺灣高產值產業之一 臺灣茶葉因種植限縮雖然產量萎縮 但產值提升

產值在 1989 年為 13 億元 至 2015 年已達 68 億元 臺茶在 2014 年外銷

市場方面 大多進口一些低價茶葉 再加工以 7-16 倍單價出口茶葉 過

去出口茶葉種類主要是紅茶 在 2002 年佔總出口量約 80% 烏龍茶 ( 部

分發酵茶 ) 幾乎沒有出口 但到 2015 年時 烏龍茶出口量已達 1300 公噸

佔總出口量 28% 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 因此就國際茶葉生產過剩問

題 對於高品質的臺灣烏龍茶衝擊較小

《臺灣茶葉未來發展方向》

◝蕇蟭긖蔣溸ゼ꾴
臺茶產業面臨耕地面積限制 以茶葉 飲料茶 商用茶之外 臺茶產業

應有更多創新發展 日本的綠茶 英國的紅茶 大陸普洱茶 現階段臺

灣在國際上最有競爭力應該是較高發酵度的烏龍茶 以外國人對臺灣茶

認知 將所有部份發酵茶均通稱為烏龍茶 其實臺灣具有特色的部份發

酵茶包括文山包種 臺灣烏龍 高山茶和白毫烏龍等 在推動臺灣烏龍

茶國際化有必要掌握穩定的品質與風味 以高山茶為例 引領臺灣部分

發酵茶由半發酵往輕發酵發展而有綠茶化現象 導致有較高胃腸不適性

也失去臺灣部分發酵茶特有的濃郁花果香氣及甘醇茶韻 更重要的問題

是輕發酵茶在運送或貯存品質不安定 對國際交易不利

臺灣茶產業面臨人力短缺 茶園面積小及工資上漲等諸多挑戰 加上大

陸 越南等其他茶區競爭力逐年提高 往高單價 高品質市場發展臺灣

特色茶應是臺灣茶產業重點發展方向 但是以自種自製自銷的小農為主

體的行銷模式易造成品質不穩定 產量不足等國際競爭力低弱現象

以往製茶焙茶多由老師傅憑經驗進

行 這有傳承困難問題 不但沒有

SOP 而且在品評等方面容易有主觀

的誤判 再加上臺灣嚴重少子化問

題 工作繁重年輕人不願投入茶產

業 已逐漸出現人才斷層問題 臺

灣在沒有茶專業教育系統下 如何

培育茶業人才與引導青年接班是茶

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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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蕇蟭溸 �J 溭㺥
以創客觀點探討近 3 年發展軌跡 並使用創新三法可知 茶 此一

有形元素可與許多如文化 藝術與科技等無形元素作組合 即可產生

許多創新產品或商業模式 在 2013 年接任臺灣茶協會時曾提出 以

學術加值茶產業 以文創活動推展茶產業 與 多元利用茶並開

發新產品創造新價值 來快速擴大發展臺灣茶產業 目前看起來仍然

適用 但現階段臺茶應運用創新 (innovation) 整合 (integration) 和智

慧 (intelligence) 的 3i 精神發展茶產業 也就是局勢已經在改變 不能

只用傳統模式和觀念 要以創新的精神勇於開發品質和產品 臺灣什

麼都很小 一定要縱向整合人物力與產量 更要橫向跨域整合 將臺

灣的強項如文創藝術或健康醫療整合進來 現在已經是工業 4.0 一

定要利用物聯網 ICT AI 機器人等智慧科技在種茶 製茶 品管

物流 銷售與行銷 個人覺得近期可推動的建議如下

國際產茶國家眾多 臺灣烏龍茶

極具競爭力 應該可以努力取得烏

龍茶話語權 以產官學三元螺旋概

念的不斷創新臺灣茶知識 讓全世

界知道烏龍茶的各種知識就是要找

臺灣 由政府找個具代表性的法人

或機構 每年舉辦研討會或論壇與

茶展 茶遊 茶賽使臺灣成為烏龍

茶的知識中心

茶除供製成茶葉供一般泡茶飲用

外 尚可利用其資源開發成各種產

品 不同茶種或不同發酵程度茶具

有不同機能活性 可以開發成各種

茶飲和其他非飲用茶產品 因此必

須考量的製茶加工條件 品質管制

手段與傳統製茶方式也不盡相同

臺灣的醫療享國際盛名 可以多元

開發平地茶 低價茶或口味不佳的

茶成為保健茶或產品 其中烏龍茶

有高於綠茶和紅茶的一些保健活

性 若能以烏龍茶為主的保健保養

品應有其國際地位

臺灣除製茶技術聞名外 焙茶

也是頂尖 焙茶也除有穩定風味

品質效果外 也能安定茶多酚

這樣在國際物流上也能有 喔

這就是臺灣茶 的印象

以地方創生的方式發展智慧農

業與茶業 讓年輕人回到農村投

入茶產業

創新
Innovation

智慧
Intelligence

整合 
Integration

一個不輸單項電子產業產值的茶

產業 竟沒有專業正規人才教育單

位 產官學應共同合作積極培育茶

業人才 在茶改場與民間各方推動

製茶士 評茶師與多項茶藝師等證

照後 政府也應整合各團體討論建

置更多認可之專業證照 大學也能

以學分學程和推廣教育方式導入人

才培育 在必要實習操作外 應有

效利用數位教學和磨課師方式

有規模茶廠一定要朝 GMP 化邁

進 超越國際食品品質 這樣離

不種茶 但是產茶大國 的目標

就會越來越近

㎃玖琀
欣逢臺灣茶輸出業臺北市茶商業

同業公會 130 週年 見證臺茶發展

超過二甲子 是臺茶最具代表性

的龍頭 後學在此以最景仰的心

情祝福臺灣茶輸出業同業公會生

日快樂 並期許貴會能繼續擔負

火車頭的角色與責任 引領臺茶

蓬勃發展

臺灣是水果王國 除珍珠外 亦

可開發以水果為搭配主體的茶飲

以美國為例開發鳳梨茶飲應是熱門

飲料

世界步入高齡化社會時代 養生

成為大熱門 茶本就有養生的概

念 若再結合如陶藝以藝術養生行

銷模式發展臺茶 透過茶與陶的五

官感受可雙贏提昇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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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 Clausen/ Dethlefsen  Balk GmbH 董事總經理
DETHLEFSEN & BALK 德國百年老茶商 D&B

《臺灣茶葉未來發展方向》

We at Dethlefsen and Balk GmbH, Hamburg, founded 1836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TMA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on its 130th anniversary!

What a wonderful achievement to be able to look back on so many years of hard and successful work, 

the exemplary resilience that the TTMA has demonstrated throughout its existence, withstanding many 

turbulent times and changes in government and building up a thriving export business with highly 

unique and enchanting Formosa teas.

personally,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you for enabling the many 

wonderful visits to Formosa tea gardens, trips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Taiwanese landscape and 

the wonderful hospitality of the TTMA as well as the Taiwanese people. For many years now, we at 

Dethlefsen & Balk were given so many outstanding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Taiwan, the Taiwanese 

tea business and were able to learn very interesting new things about tea cultivation and production 

methods on-site. Not only our tea tasters and purchasers but also our colleagues in the sales team 

received invaluable knowledge that they now pass on enthusiastically to our customers.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dive into your culture and experience the Taiwanese tea culture hands-on!

When speaking of Oolong teas anyone in the European tea business will immediately think of 

Taiwan and the exceptional quality which one can expect of Taiwanese Oolongs. This is a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than can only persevere thanks to reliably producing continuously excellent tea qualities on 

this beautiful island. The Formosa Oolongs form a vital part of our trade history. They were and still are 

highly valued by us and our customers alike.

However, thinking of Taiwan teas, a particularly striking example that springs to my mind is the 

»grasshopper tea“, the Honey Black. Even though it is not a classic Oolong tea, the flavour of this tea is 

just as unique as its method of creation, making it a memorable story that is loved to be passed on to any 

customer by our sales team.

Taking a look ahead into the future, we are sure that Taiwan teas will continue to form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uropean tea business when it comes to premium or speciality teas. We believe that the excellent 

reputation of Formosa Oolongs can and should also be transfered to other tea varieties such as green tea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aiwanese teas available on the European market.

In our opinion, a future focus for the tea business as a whole and Taiwan tea exporters in particular must 

definitely be on organic cultivation. Thi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very much focused on organic products, sustainability and fair 

trade. A trend that is receiving ever more upwind thanks to the climate protection movement that is 

pushed very much by the new generation. We at Dethlefsen & Balk would very much welcome being able 

to add organic Formosa teas to our assortment.

Thank you again for sharing your exceptional tea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orld of tea would 

be missing a significant part if it were not for Formosa Oolongs!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successful relationship for the years to come.

With only the best wishes for your future,

Sincerely,

Marcus Clausen/Managing Director Dethlefsen & Balk GmbH

 

Dethlefsen & Balk 公司 (1836 年成立於德國漢堡 ) 全體

人員謹向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TTMA) 成立 130 週年

致以最熱烈的慶賀 回顧如此多年下來 TTMA 的艱苦奮

鬥與功成名就 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的拔群韌性 歷經許多

動盪時期與政局變革 並為極為獨特且令人著迷的臺灣

茶建立起蓬勃發展的出口商機 實是一件完美的成就

就個人而言 本人想以此機會向您們表達謝意 感謝您

們讓我們多次參觀臺灣的茶園 進行非凡的臺灣觀光之

旅 並感受 TTMA 與臺灣人民的熱情款待 多年以來  

Dethlefsen  Balk 獲得了許多了解臺灣以及臺灣茶業的

絕佳機會 並且能夠實地學習關於茶葉種植及生產方法

的新奇事物 我們的品茶師和採購員 還有我們銷售團隊

的同仁們現正都熱情地將他們獲得的寶貴知識傳遞給我

們的客戶 感謝您們讓我們能夠深入了解在地的文化 並

親身體驗臺灣茶文化

談到烏龍茶 歐洲茶業的任何從業者都會立即想到臺灣

以及臺灣烏龍茶的特殊品質 這項偉大成就要歸功於這

座美麗寶島能持續且穩定地產出優質的茶葉

臺灣烏龍茶是我們貿易歷史的重要一環 它們在過往以

及現在都受到我們與我們客戶的高度重視

然而 想到臺灣茶 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個特別例子就是

東方美人茶 (Grasshopper tea)  臺灣蜜紅茶 (Honey 

Black) 雖然它不是正統的烏龍茶 但這種茶的滋味跟它

的製作方式一樣獨特 使它成為一則令人難忘的回憶 而

我們的銷售團隊很樂意將這份回憶傳遞給所有客戶

展望未來 我們相信臺灣茶在高級茶或特種茶的領域中

將持續成為歐洲茶業的重要部分 我們相信臺灣烏龍茶

的良好聲譽能夠且應當複製到其他茶葉品種  如 綠茶

以便能夠進一步增加歐洲市場上可購買的臺灣茶數量

我們認為 整體茶業以及 ( 尤其是 ) 臺灣茶出口商的未來

焦點 應當是有機栽種的茶葉 有機茶在歐洲市場日益受

到重視 特別是年輕一代 相當注重有機產品 永續性

及公平貿易 由於氣候保護運動受到新生世代的大力推

動 此一趨勢正受到空前的推崇 Dethlefsen  Balk 在

此非常樂意能為我們的茶類產品中加入有機臺灣茶

謹再次感謝您們向世界其他地方分享您們特別的茶品

沒有臺灣烏龍茶的話 那麼茶界將會失去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非常期待在未來幾年內 能持續維持雙方成功的合

作關係

56
̸

57  





劋〉♣銩㝕劋 �槏潑◜舀䊛劋饘

偈儤㏬䬴

公會定時召開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

公會每年春節皆舉辦新春團拜 邀請來賓 顧問及會員共賀新春 並舉行春酒聯誼

蕇ⵍ䉗蟭キ噻⻎噻⪬劋ⶥ䌑㝕◜第  2010 - 2019 ㏔㜾陨舀鞥嵛ⳛ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5/23~05/28  江南六日遊上海茶葉展覽會 上海世界博覽會
10/11~10/16  日本福崗九州鹿兒島
09/26~09/30  月泰國曼谷芭達雅五日遊
11/21~11/25  東莞廣州深圳五日遊
10/26~10/30  東京 靜岡五日參訪之旅
09/25~09/29  日本京都 大阪 神戶五日參訪之旅
09/05~09/12  雲南昆明 大理 麗江八日參訪考察之旅
09/27~10/01  北越五日參訪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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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宜蘭 北橫 明池 棲蘭
06/20~06/22  深入金門戰地三日遊
05/09~05/10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及茶鄉之旅
11/12~11/13  南投縣名間鄉松柏嶺有機茶廠及週邊風景名勝區
06/19~06/20  美麗花蓮瑞穗舞鶴觀光茶園暨海上藍色公路二天一夜之旅
05/20~05/21  臺南奇美博物館 & 關西臺紅茶業文化館二天一夜之旅
05/26~05/28  馬祖紅茶三天二夜參訪之旅
10/26~10/27  北部茶區參訪
06/06~06/08  澎湖及離島三日遊
06/24~06/26  國內花蓮 臺東三日參訪暨教育訓練 ( 花蓮臺東茶園業者及茶業改良場臺東分場 )

㝕甿㔆䪨蟭يض

٬㝕甿㔆䪨蟭يض嵛ⳛ 每月第 2 4 週 週六上午辦理大稻埕找茶趣活動 ( 預約制 - 持續辦理中 )

6 月 26 日召開大稻埕找茶趣會議 重新規劃活動路線
自辦及配合大同區公所活動共計舉辦 7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5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5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7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5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5 梯次找茶趣活動
共計舉辦 2 梯次找茶趣活動

2012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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劋〉侷芎阴絋鞐
02/01 專題演講 : 2012 臺茶未來發展趨勢及願景
03/14 專題演講 : 從大陸茶業發展談臺灣茶業前景及方向
04/17 專題演講 : 泰北茶葉報導
06/19 專題演講 : 普洱茶之百山千寨

07/30  深入坪林鄉見習會導覽 
08/03 陶 瓷的認識與製造茶器之美 - 如何運用茶器 陶 瓷 與茶葉泡好
                茶 茶器塔配及茶席佈置概念
08/05 嗅覺復建 味覺復建
11/19 認識木柵鐵觀音
12/02 老牛的春天 ( 淺談古樹青餅 )

02/15  專題演講 : 臺灣茶葉外銷現況及輔導措施暨綜合討論
04/26 農藥殘留風險評估食品標示須知
05/10  專題演講 : 當西方碰到東方 : 德國東菲士蘭茶文化
11/29 日本茶講座

01/15  專題演講 : 以科學分析探索臺灣烏龍老茶 及 老茶研究現況介紹
02/19  專題演講 : 101 年茶業生產概況暨 102 年之展望
07/23  專題演講 : 永續茶經營管理模式
09/17  專題演講 : 茶產業發展及清境東眼山茶葉產銷營運商機分享

2012

2013

2010

2011

01/05  會議實務和國內外展覽實戰分享
02/27  由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茶輸
出業同業公會 日本茶 INSTRUCTOR 協會 臺
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共同於公會會所舉辦 日
本綠茶辦理會員教育訓練課程講座
03/26~03/27  南部茶區參訪
11/26  運用整合行銷拓展珍珠奶茶到全世界
11/26  談烏龍茶的形色香味韻氣與選購技巧

04/22 以茶會友 - 如何辦好一場茶會
05/13 行動商務時代的品牌電商經營
06/27~07/01  
105 年茶葉感官品評初級能力鑑定課程及驗
05/18~05/20  2016 茶業經理班
08/08  半發酵茶賞析活動
09/07  北臺茶區參訪
10/06~10/07  2016 茶業經理進階班
10/26  永康街茶業名店參訪

01/14   專題演講 : 兩岸電子商務平臺與茶葉商品線上供應
09/23   專題演講 : 茶敘 (1. 茶產業的挑戰與機會 我們該何去何從 2. 全球茶產業的總趨勢  
3. 臺灣茶與中國茶 看臺灣茶的優勢 臺灣茶的缺點 4. 你的潛力在那裡 ?
10/30  專題演講 : 臺茶產製介紹與評鑑及淺談臺灣比賽茶
11/04  專題演講 : 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說明會
11/18  專題演講 : 日本茶說明會
11/28  專題演講 : 說說茶業品牌之路
12/04  專題演講 : 各種茶況介紹與品質鑑定
03/03  茶業改良場近年來研發成果
04/21  歲月的痕跡 : 陳年老茶
07/17  臺灣烏龍茶世界第一的科學觀
08/20  茶葉之食品標示與營養標示
09/30  綠葉變黃金 -- 品牌創新思考
10/01  臺灣紅茶業的產製現況與展望

03/16  品牌新零售力量
03/23  猶太 KOSHER 認證說明會
06/13~06/14  中部茶區參訪
07/18  勞動條件及勞資關係促進
08/24  大稻埕百年茶店深度之旅
08/28~09/1  
106 年茶葉感官品評中級能力鑑定課程

2016

2017

2018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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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公會自 93 年起向國貿局及農委會申請國外參展協助會員參與展出 加強臺灣茶國際化行銷

計參加上海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波灣 紐約 莫斯科等國際食品展 日本超市貿易展 日本東

京禮品展及美國亞特蘭大 北京 日本靜岡 上海 香港等專業茶業博覽會 並於 97 及 98 年度

在北京 上海 香港辦理 臺灣名茶發表會

04/24~04/26  參加中國寧波國際茶文化節暨第五屆世界禪茶文化交流會參展
5 月  會員參展 2010 中國 ( 上海 ) 國際茶業博覽會
7 月  參展組團 -2010 中國 ( 大連 ) 國際茶業博覽會
8 月  2010 香港國際茶業博覽會並舉辦臺灣名茶發表會
9 月  2010 中國 ( 北京 ) 國際茶業博覽會暨舉辦臺灣名茶發表會

6 月  2012 中國 ( 北京 ) 世界茶業大展
10 月  中國 ( 北京 ) 國際茶業博覽會暨舉辦臺灣名茶發表會
12 月  2012 中國 ( 深圳 ) 秋季國際茶業茶文化博覽

5 月  會員參與 2011 中國 ( 上海 ) 國際茶業博覽會
10 月  中國 ( 北京 ) 國際茶業博覽會暨舉辦臺灣名茶發表會
12 月  中國 ( 深圳 ) 秋季國際茶業茶文化博覽

2010

2012

2011

7 月 (7/10~7/14)  2014 中國 ( 太原 ) 國際茶業博覽會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0 月 (10/17~10/21)  2014 中國 ( 青島 ) 國際茶業博覽會暨紫砂 陶瓷 茶具用品展
11 月 (11/ 16~11/ 18)  第八屆海峽兩岸茶業博覽會暨武夷山茶節

5 月 (5/8~5/11)  2015 第四屆中國 四川 春季國際茶業博覽會
6 月 (6/12~6/15)  2015 年第 9 屆中國 ( 青島 ) 國際茶文化博覽會暨紫砂藝術展
11 月 (11/16~11/18)  第九屆海峽兩岸茶業博覽會

3 月 (3/3~3/5)  新加坡國際咖啡及茶展 甜食及烘焙展
11 月 (11/14~11/18)  第十屆海峽兩岸茶業博覽會

5 月 (5/26~5/29) 第十一屆中國 濟南 國際茶產業博覽會
7 月 (7/6~7/9)  2017 天津 . 臺灣商品博覽會
8 月 (8/9~8/11)  2017 馬來西亞食品展
10 月 (10/7~10/11)  2017 AUNGA 德國科隆國際食品展
11 月 (11/15~11/18)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茶業博覽會

3 月 (3/22~3/24)  2018 新加坡國際茶與咖啡展
6 月 (6/30~7/02)  2018 美國紐約食品展
8 月 (8/9~8/11)  2018 香港茶業展
11 月 (11/5~11/10)  2018 中國國際進口商品博覽會
11 月 (11/16~11/18) 第 12 屆海峽兩岸茶業博覽會

2017

2014

2018

2019

2015

2016

6 月 (6/12~6/16)  參與菲律賓食品飲料展
                                   共 5 家會員參與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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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5

2016

2018

2019

 1  月  參加漳州天福茶學院課程 2 月配合臺北市民政局 臺北
 4  月  臺藝大暨科羅拉多州交換學生來訪
 8  月  韓國成均禮節茶文化研究所蒞會交流
12 月  中國茶葉流通協會蒞會交流
 1  月  廣西壯族來訪
10 月  美國 2016TOST 研習團於參訪本會
 3  月  由本會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共同推動 
             臺灣茶業暨商業經營管理專班 上課
 1 月 22 日  香港貿發局來訪
 4 月 23 日  廣西梧州市訪問團座談會
 5 月  建國中學與新加坡姐妹校來會參觀
 1 月  日本靜岡茶商組織 TEA SEVEN 蒞會交流
 4 月  拜會農委會國際處

㝂⩧嵛ⳛ
  8 月  臺北好茶優遊趣
  2 月  配合臺北市民政局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在圓山花博爭艷館
               舉辦 2013 臺北燈節 - 來大同 鬧元宵 拜月老 求幸福系列活動
  8 月 16 日   2014FU 大同踩街嘉年華活動
10 月 16 日  獲頒年度自由職業社團法人評鑑甲等獎狀
  5 月 24 日  不滅之光 - 李春生先生傳記首映會

2010

2012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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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蕇ⵍ㝕甿㔆劕阿⻐蟭艨⚍劕ꮺ⪬⺶ TAIPEI WANGTEA ENtERPRISE CO., LTD. 

百年製茶藝術 細緻焙火風韻
創立於 1890 年 早期扮演著茶外銷重要的推手 嚴選毛茶 安全檢驗 誠信專業分級 達到去
蕪存菁 再用傳統炭焙技藝 焙出一窟窟迷人的茶韻 淳淨甘美 此外傳遞茶葉正確的觀念與知
識為有記的志業 以教育為本 開拓茶葉市場 至今不遺餘力 品質的保證 不二價的價格 不論
初學者或饕客 都能輕鬆入手

電話  02-2555-9164 傳真  02-2555-2584 Email — Service@wangtea.com.tw
網站  www.wangtea.com.tw shop.wangtea.com.tw FB IG Twitter — Wang Tea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64 巷 26 號  No. 26, Ln. 64, Sec. 2, Chongqing N.Rd., Taipei City 103

04僻㻘蟭噻劕ꮺ⪬⺶ MING SAN TEA CO., LTD. 

傳承百年的製茶經驗 明山茶業創立於 1975 年 於自有工廠內拼配 烘焙 分級 並提供 OEM
ODM 研發 將臺灣茶精製外銷日本 美國等 並進口印度 斯里蘭卡 印尼 越南等各國紅茶 綠
茶 茉莉花茶 普洱茶等原物料 多年來始終堅持質高價平的各式茶品 讓愛茶人幸福喝好茶

電話  02-2558-5739 傳真  02-2555-1085 Email — mingsantea@gmail.com
網站  www.mingsantea.com.tw
臺北市重慶北路二段 70 巷 3 號   No.3, Ln. 70, Sec. 2, Chongking N. Rd., Taipei City 103

05蕇挗ꀺ卲艨⚍劕ꮺ⪬⺶ TAIWAN TEA CORPORATION

創立於 1899 年的臺灣農林前身為 日本三井合名會社 是百年老字號的製茶廠 擁有多處自營
茶園茶廠 並於 2016 年購入總面積 717 公頃的屏東老埤農場 運用新時代農業科技 成為全臺
最大茶葉栽種基地 生產優質臺灣在地茶取代進口茶 提升國人喝茶的品質

電話  02-2655-7799 傳真  02-2655-7761 Email — StevenTeng@ttch.com.tw
網站  www.ttch.com.tw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15 樓 ( 南港軟體園區 F 棟 )

     15F., No3, Yuan-Qu St. Nan Kang Dist., Taipei City 115

06⻔㴥蟭噻劕ꮺ⪬⺶ HSIANG'S TEA LTD.

本公司於 1950∼1960 年間為英商怡和洋行茶葉部 1989 年 11 月因怡和洋行欲結束出口貿易
業 故成立本公司繼續推廣臺灣之外銷業務 目前已傳承第三代 公司主要外銷歐美市場 因客
戶均為國外大廠商 經銷商對於各項產品品質及農藥檢驗都有嚴格的要求

電話  02-2595-5863 傳真  02-2593-0873
Email — hsiatea@ms26.hinet.net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165-1 號 6 樓之 6  
    6F-6, No. 165-1, Chengde Road, Sec. 3, Taipei City 103

01䐮鎒劕ꮺ⪬⺶ KIEN YU & CO., LTD. 

建裕有限公司 KYNC 由李焰藤老先生 ( 茶界廣稱 " 國泰李 ") 辛勤創立 草創之初 勤儉不懈 透
過外商的公證行關係 戮力夙夜 得以熟習全球茶產業歷史悠久大客戶們的需求與要求標準 精
通流利的日語英語 與茶界好友 如穆道朗等協力取得歐洲百年國際公司信任 為臺茶爭取絕大
外銷機會 並進而衍伸到如南亞巴基斯坦及北非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等大宗國際客戶 寫下除
烏龍茶外銷 綠茶出口新歷史

電話  02-2557-7496 傳真  02-2562-3043 Email — kienyu@ms26.hinet.net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4 號 4 樓 

    4th Floor, No. 114, Section 2, Zhongshan North Road, Taipei

03ꓭꄾ氠魉儅劕ꮺ⪬⺶ FINER TEA OF CHINA LTD.

本公司前身錦泰茶行由第三代 前顧問 ( 蔡阿田 ) 創立於西元 1953 年 其承襲第一 第二代 在
林口蔡公堂種茶 粗製 精緻 努力經營茶業至目前第四代 ( 蔡三奇 ) 以嶄新的思維 巧妙地融合
傳統烘焙及精緻拚堆法 提升臺茶品質 拓展外銷 並賺取大量外匯 奠定了臺灣了臺灣早期繁
榮的經濟 至今 66 年的光景 也深獲外商讚譽   

電話  02-2872-6498 傳真  02-2871-9409
Email — finertea@ms17.hinet.net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 49 號 4 樓  4F., No. 49, Tianmu N.Rd., Taipei City 11157

茶商 + 輸出雙會籍           單輸出會籍          單茶商會籍

07 卲襬峪蟭鉿劕ꮺ⪬⺶ LIN HUA TAITEA CO., LTD. 

林華泰茶行 — 百年茶香代代相傳 林大村與林秀峰父子併肩攜手創業 信譽品牌給予茶業界良
好評價 1883 年創業 擁有百年歷史的臺灣茶經典老店 代代相傳的製茶工廠 名物的巨大茶桶
以及簡樸的店內裝潢 提供顧客最實在的服務 願以物美價廉 公道無欺的信念 與顧客一起走
入下一個一百年 近日更會求新求變 由林秀峰先生親自以 60 多年茶葉經驗 提昇更好的茶葉
品質與水準 期望各界多加批評指教

電話  02-2557-3506 傳真  02-2553-2320 Email — lht193@gmail.com
網址  http://linhuatai.okgo.tw/ 
臺北市重慶北路二段 193 號  No.193, Sec. 2,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08䖎蛤蟭噻艨⚍劕ꮺ⪬⺶�TEH HONG TEA CO.,LTD

創業逾 70 個年頭的 德芳茶業 SINCE 1947 佇立在見證臺北歷史演變的大稻埕裡 始終秉
持真誠款待的心意與對茶葉品質的堅持 從未倦怠地提供給新朋老友們 在忙碌中停下腳步 一
方能沏茶品飲茶中香氣韻味的空間 為每位不同需求的朋友誠心分享最適切的茗茶
  

電話  02-2553-2716 傳真  02-2553-9304 Email — moda@seed.net.tw
網址  www.tht.com.tw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 22 號  No.22, Ganjhou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09㝕⻎蟭噻艨⚍劕ꮺ⪬⺶ TA TUNG TEA CO., LTD. 

大同茶業現址位於新北市土城工業區 設有粗製分場及規模化契作茶園位於南投縣名間鄉 為
最早通過 ISO 認證公司 現已升級認證 FSSC22000 產製銷一貫 嚴格監控食品安全 專營各級
快銷品工業原料及現調業原料之批發 出口 設備完整 經驗豐富 品管嚴格 大同茶業為能貫
徹生產追溯 與時並進的知名大型專業茶業公司

電話  02-2268-4145 傳真  02-2268-4147
Email — tatung13@ms18.hinet.net

新北市土城區自強街 22 號 No. 22, Ziqiang St.,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36  

11㝙☵蟭噻艨⚍劕ꮺ⪬⺶ TEN REN TEA CO., LTD.  
天仁茗茶創立於 1953 以天然 健康 人情味為企業核心精神 並致力於茶業及茶文化推廣 歷
經超過 60 的深耕 旗下擁有眾多茶葉品牌及茶文化推廣機構 肩負起茶藝生活的傳承與創新及
發揚中華茶藝文化的責任 更是首間上市之茶業公司 全球超過 200 間以上門市據點 是臺灣代
表性茶葉品牌

電話 02-2776-5580 傳真 02-2772-7742 Email — service@tenren.com.tw
網站 www.tenren.com.tw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07 號 6 樓   6F, No.107,Sec.4, Chung-Hsiao East Road, Taipei City 106

12䆜갅蟭鉿魉儅劕ꮺ⪬⺶ GEOW YONG TEA HONG TRADING, CO., LTD.

緣始 1842 年彰化鹿港的嶢陽茶行 已有 170 多年歷史 第六代負責人王端鎧秉承百年製茶工序
堅持嚴選臺灣好茶 清香甘醇滋味 深獲評價 近年來更以 繽紛 多彩 時尚 的包裝 顛覆傳
統中國茶的想像 在茶藝中融入新潮的品茗時尚

電話 02-2502-0506 傳真 02-2503-8945 Email — service@geowyongtea.com.tw
網站 www.geowyongtea.com.tw 臉書   www.facebook.com/GeowYongTea/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286 巷 20 號 1 樓

    1F., No. 20, Ln. 286, Longjiang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10玨蟭袍艨⚍劕ꮺ⪬⺶ CHUAN HSIANG EXPORT CO ,LTD.

全祥茶莊創立於 1949 年 時任第九茶區廠長的全祥第二代傳人林火樹先生建立了臺北全祥茶
莊股份有限公司 是 最早 經營兩岸茶葉貿易的茶莊
作為臺灣製茶界的標竿 蔣氏家族就是全祥茶的愛好者 隨著時代的變遷 全祥茶莊仍保持著
高品質產地及傳統的製茶工藝 。

電話  02-2311-8405 傳真  02-2311-4021
Email — a23310984@gmail.com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8 號 No. 58, Hengyang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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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襬鎒蟭袍 HUA YU TEA CO.  

電話  02-2311-4918  傳真  02-2389-8666
Email — neolee236@gmail.com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96 號   
    No.96 , Sec. 1, Kaifong St.,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16玨漩蟭噻劕ꮺ⪬⺶ XIANG YE TEA CO., LTD.

翁祥益深耕經營茶業 50 餘年 專營各種高山茶產地精製 品質純真 韻味獨創 現由二代翁
瑞成接棒以交朋友好鄰居心態在永續經營 儘使每位顧客都能喝到自己喜愛的茶為宗旨  

電話  02-2556-1336 傳真  02-2550-3818
Email — xiangyetea@yahoo.com.tw xiangyetea@gmail.com

臺北市赤峰街 12 巷 3-1 號 1 樓
    1F., No. 3-1, Lane 12, Chifeng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17峪蟭袍 CHUAN-TAI TEA STORE

全泰茶莊位於捷運西門站 1 號出口 直行約 200 公尺 走路約 2 分鐘
本茶莊在此地歷經 1 甲子 專營臺灣本土生產的各種茗茶 崇尚天然原味 價格平實

電話 02-2331-4307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 36 號  

    No.36,Chengdu Rd.,Wanhua District,Taipei City 108

22蕇눦キ䍕 TAIXHING STORE

商店登記於 1949 年 創業人吳秩勇先生親自至各茶葉產區評茶 採購乃至烘培 陳售 均秉持
誠信理念 建立口碑 1993 年商店交由其子吳立文經營 秉持創業人 貨真價實 顧客至上 物
美價廉 童叟無欺 並精選各式茗茶 精心焙製品質自然純真 茶香濃郁甘美 猶如置身大自然中
值得您細細品味 … 更於 1998 年榮獲臺北市政府老店授證

電話 02-2541-0735 傳真 02-2563-5119 Email — teawjw@gmail.com
網站 www.taixhing.taipei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 50 號 2 樓  50, Min Shen W Rd., Taipei City 104

23䟩肱匆蟭噻劕ꮺ⪬⺶ E SHYAN TSUN CO., LTD. 

電話  02-2703-0394 傳真  02-2701-7265
Email — teadetaiwan@gmail.com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61 巷 6 之 2 號  
    No.6-2, Lane 161, Sec. 1, Sinsheng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

24╽꽄蟭噻艨⚍劕ꮺ⪬⺶ JO SHUN TEA CO.,LTD.

久順茗茶積極尋找 用心開發 提供多樣化產品來滿足顧客需求 我們提供客製化服務 可依顧客的需
求將茶葉精緻化 例如焙火的程度 薰花的種類 併堆的方式 包裝的類型 只要是客戶的要求 我們一
定盡全力配合 另外久順茗茶提供穩定且充足的原料 與臺灣數十間製茶廠合作 擁有充足的貨源 無
論何時 我們的客戶都可以得到穩定的品質貨源供應 還有為了讓大地保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我們選
擇施有機肥料 減少農藥使用 並長期與 SGS 和其他檢驗公司所配合 定期農藥的自主性檢驗 我們如
此堅持每項細節 只為了讓久順茗茶的茶產業得以永續經營

連絡人 — 彭寶桂 彭威智 電話  02-2553-1173 傳真  02- 2553-5300
Email —  jstea1983@gmail.com 網站  www.joshuntea.com.tw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 54 號  No.54, Bao-an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18며驟蟭噻劕ꮺ⪬⺶ LUX TEA CO., LTD.

鹿谷臺灣茶的原鄉 聞名全世界 鹿谷茶業有限公司創立於 1979 年 以批發零售臺灣茶為主
本著對茶葉的熱愛與執著和 以茶會友 為宗旨 而堅守本業 四十年如一日 公司以專賣大禹
嶺高冷茶 梨山茶 阿里山茶 凍頂烏龍茶及各地高山茶 品質精純 絕不摻雜或以進口茶欺瞞
客戶 品質第一 信用第一 價格公道 敬請安心並多多光臨

電話  02-2561-5382 傳真 02-2521-6579
Email — peacelee@ms16.hinet.net

臺北市錦州街 179 號 1 樓  1F., No.179, Jinjhou St.,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4

13襬峪蟭袍劕ꮺ⪬⺶ HUA TAI TEA CO., LTD. 

華泰茶莊成立於 1969 年 是由百年批發老店 ( 林華泰茶行 ) 所創立的臺灣茶精品店 專營 現
貨零秤 送禮包裝多元化 ( 以工廠直營批發價回饋客戶 ) 物美價廉 公道無欺 深受國內及海
外顧客的好評

電話  02-2311-4081 傳真  02-2311-4091 Email — chinatea@seed.net.tw
網站 www.chatea.com.tw
臺北市博中正區博愛路 69 號  No.69, Po-ai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14⾕價蟭袍 HO CHANG TEA CO.   
電話  02-  2771-3652 傳真  02- 2751-3774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90 巷 46 號 1 樓 

    1F., No.46, Lane 190, Sec. 1, Dunhua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

19 ꓭ䖎潂蟭噻劕ꮺ⪬⺶ CHIN TO SHENG TEA CO.,LTD.
  
養生好烏龍茶湯 精緻烘焙後茶湯才能溫實無生寒之氣 天天喝才能更健康 傳統才能精緻 烘
焙才是好烏龍茶 烏龍茶重要的最後一道程序就是傳統精緻烘焙技藝 完成這程序才能算是成
品

電話  02-2881-9415 傳真 02-2883-2227
Email — king1937555@yahoo.com.tw

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 56 號
    No.56 , Hualing St., Shihli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1 

20볨㛶蟭噻劕ꮺ⪬⺶ DRAGONMAN TEA TRADERS

創辦人李錫源先生 創立於 1966 年 購建關西粗兼精製茶廠 專營紅茶及綠茶之大宗出口外銷
及內需飲料茶原料供應 第二代李勝進前理事長 促成臺茶輸銷利比亞綠茶 3,300 公噸及經土
耳其中轉輸銷阿爾及利亞綠茶 4,000 公噸 1993 年 10 月組團促成兩岸茶人 250 人首屆兩岸茶
業交流研討會

電話 02-2361-1666 傳真 02-2361-1668 Email — expoleco@ms8.hinet.net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1 號 12 樓 16-17 室

    12F.16-17, No.41,Sec 1, ZhongXiao W.Rd, Taipei City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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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䮶⟥蟭噻艨⚍劕ꮺ⪬⺶ DOCTOR TEA CO.,LTD. 
1982 年振信茗茶於南投茶區設立製茶廠 是臺灣第一家具有產銷履歷認證制度的茶業公司
2007 年更榮獲行政院頒發臺灣 十大經典名茶 獎章 除了擁有最高品質的製作技術之外 更
提供消費者最安全嚴謹的把關

電話 02-2871-2643 傳真 02-2871-2473 Email — Doctor.tea@msa.hinet.net
網址 www.doctor-tea.com.tw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 119 號  No119, Sec.7 , Zhong Shan North Rd., Taipei City 111

26臋堈㷞噻劕ꮺ⪬⺶ SCENT FAR ENTERPRISE CO,LTD.

聖樺已邁入第三十五個年度 一路走來所堅持的是做好茶賣好茶 甚至將臺灣的茶葉行銷到日
本、 美國、南非等國家 並且每年遠赴雲南尋找優質的野生古樹茶壓製成餅 不論是品嚐或收藏
都有良好的口碑 今年更於高海拔茶區成立聖 製茶廠  生產高品質的高山茶 希望能產銷一
體永續經營

電話  02-2557-9441·02-2557-9300 傳真  02-2557-3143
Email —  sf.tea@msa.hinet.net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139 號
    No.139, Sec.2, Yanping  N. 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27 ⨋價蟭鉿劕ꮺ⪬⺶ ZU CHANG TEA FACTORY CO., LTD.

唐山過臺灣 源自福建安溪的製茶血脈 清嘉慶年間 西元 1845 年 落腳簪纓 即深坑舊稱 扎
根下全臺茗茶的樹頭 王氏家族世代相傳 儒昌茶行 深坑最老字號 茶香清幽 文山居冠 茶湯
甘醇 寰宇揚名 1945 年設立儒昌商號 將祖先傳承下來的茶葉生產農家轉型成為茶葉批發商 並
以文山包種茶 燻花包種茶 武夷老茶為店內經典佳茗 大量提供市場之所需 1980 年代隨著內銷
市場成長 以儒昌茶行之名開拓全臺茶葉內銷市場 讓正值經濟起飛的臺灣人也能享用揚名國際的臺
灣好茶 因應全球化的國際趨勢 更於 1995 年起與日商合作拓展綠茶業務 並積極建立臺茶外銷基
礎 將過去專營臺灣茶的傳統茶行 提升為國際茶業行銷的企業

電話  02-2662-1112 傳真  02-2664-6888 Email — ochanocotea@gmail.com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二段 51 號 No.51, Sec.2, Beishen Rd, Shenk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2243

28ꓭ㷞噻劕ꮺ⪬⺶ KING PING TEA INCORPORATED LTD.

金品茗茶自民國 67 年 ( 西元 1978 年 ) 成立以來 秉持誠信精神 創新理念 為臺灣茶業發展貢
獻心力 金品茗茶顛覆臺灣茶葉傳統銷售方式 率先採用茶葉品質分級包裝制度 讓茶葉交易合
理化 使消費者拾回對茶葉的信心 樹立茶葉界優良信譽典範

電話  02-2871-7811 傳真  02-2873-8763 Email — kpservice@kingping.com.tw
網址  www.kingping.com.tw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 124 巷 2 號 No.2, Lane124, Sec.7, Chung Shan N. Rd., Taipei City 111

29 䕒肱キ輏 DALE SHIAN TEA CO.

本號先祖為福建產茶世家 歷代以種茶為業 祖先來臺後 
便於桃園大溪以產茶 種茶之事業 本德翔茶行曾於桃園縣 
茶葉比賽獲特等獎之榮譽 茶葉品質優異深受老饕喜愛  
如今茶行主要是以批發販售高級茶葉為主 諸如高山烏龍茶 東方美人茶 炭香烏龍茶 陳年老茶 蒸
菁綠茶粉等等 均是由本茶行專業烘焙技術所研發出獨特風味之口感 本茶行堅持販售高品質茶的理
念服務大眾 歡迎各人團體致電訂購或直接前來本店鑑賞選購

電話  02-2768-5839 手機  0912-203-167 傳真 02-3765-2679
Email — dershiantea@yahoo.com.tw 郵政劃撥 0543212-7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3 巷 1 弄 6 號 2 樓
    2F., No. 6, Aly. 1, Ln. 123, Sec. 5,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31곸㻘蟭訬煝鏬劕ꮺ⪬⺶ INSUN TEA CO.,LTD.

本公司成立於 1982 年 擁有自己的凍頂茶園 製茶廠 倉儲和臺北店面 我們是一家完全零負債
講信用 重服務 既敬業又專業的上游廠家 玉臨春 凍頂烏龍茶是鎮店之寶 也專精於各種
袋泡茶 各級特色茶 冷萃取茶精之製造及內外銷

電話 02-2762-2569·02-2760-3374~5 傳真 02-2760-0184 
Email — insuntea@ms76.hinet.net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50 巷 18 弄 15 號 1 樓 
    1F., No.15 , Alley 18, Lane 250, Sec. 5,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5 

32눼螨㕔艨⚍劕ꮺ⪬⺶ FULL MEANS TOWN CO.,LTD.

馥茗堂於 1981 年由有記名茶與已故耆宿林馥泉先生共同創立 有記名茶為福建安溪製茶世家
來臺後設精製廠於大稻程 由於焙火獨到 茶質優異 暢銷東南亞多年 成立門市後 除秉持一
貫誠信的態度 評價供茶外 並獨自研發 自動控溫電子壺 — 隨手泡 解決後代人的煮水問題
目前隨手泡已開發至第五代 並通過國內外各項驗證 本公司除各類茗茶外 並有袋茶 茶具等
相關產品 行銷國內外

電話  02-2541-6493 傳真  02-2581-1495 Email — tino@ms3.hinet.net
臺北市長春路 89 之 3 號 1 樓   

   1F., No.89-3, Changchun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4

33蕇臋魉儅劕ꮺ⪬⺶ TAI SUN TEA TRADING CO., LTD.

臺聖貿易有限公司 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 前身為 錦興茶業有限公司 在業界已有 60 年歷史
專營花茶 各式紅 綠茶類 為專業飲料茶品製造供應商 在臺北設有聯絡處 且南越及北越等四
處均設有專業製作 拼配工廠   

電話��02-2555-0757
Email — angelegg1027@gmail.com

臺北市甘谷街 50 號  NO.50, Kanku St., Taipei City 10343 

35ꓭⷂ價⚕噻劕ꮺ⪬⺶ KING NAN CHAN ENTERPRISE CO. 

金南昌企業有限公司在董事長高良財先生 ( 製茶業第三代 ) 的領導之下 多年來以專業的製茶
技術為基礎 以專營出口為導向 透過傳承百年的精製 烘焙 拼堆茶技術 秉持著茶為國飲
好茶傳承的精神將臺灣烏龍茶銷至世界也與多家國際廠商有著深厚優良的合作關係 深受外國
商喜愛   

電話  02-2934-2788 傳真  02-8663-6318
Email — knc.tea@msa.hinet.net

臺北市羅斯福路 5 段 130 號 5 樓 5F. No.130, Sec.5, Roosevelt Rd. Taipei City 11677 

34椝ꖟ蟭噻劕ꮺ⪬⺶ BELL TEA INC.

民國七十年 : 創立玉鉉茶莊於臺北市北投區專賣臺灣各產區之精選好茶 民國八十二年 : 成立製
茶所從事高山茶之製作 民國八十三年 : 參加南投縣茶葉比賽獲特等獎 民國八十五年 : 參加臺
灣茶葉大賽獲頭等獎 民國八十八年 : 玉鉉茶業有限公司設立 民國八十八年 : 參加中國杭州舉
辦國際名茶評比獲烏龍茶組 金獎
  

電話  02-2598-2425 傳真 02-2592-5378
Email — belltea@ms34.hinet.net

臺北市重慶北路 3 段 26 號 No.26, Sec.3,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36寏㴙蟭噻劕ꮺ⪬⺶ YUNG-AN TEA CO.,LTD.

本公司成立於一九八五年 稟持誠信服務 拓展茶品市場 堅持品質 踏實經營 以獲得客戶信
賴為理念 專營臺灣高級茶葉出口及進口世界各地優良茶品 外銷地區遍佈歐美 非洲 中東
俄羅斯和日本

電話  02-2768-6938 傳真 02-2765-2486 Email — service@yung-an-tea.com.tw
網址  www.yung-an-tea.com.tw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 65 巷 9 號 1 樓  

    1F., No. 9, Ln. 65, Xindong St.,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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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㸅㕔 	阿 
 蟭鉿劕ꮺ⪬⺶�	 㸅㕔郡稍
�BOTON  TEA  CO.,LTD.

原名 寶記茶行 於 1961 年南投縣名間鄉起家 擁有阿里山生態茶園與三代的製茶經驗 完全
依靠製茶工藝與烘焙的技術 達到茶湯的自然的甘甜 95 年轉形的契機 更名 寶堂蝶米 取臺
語 茶米 之諧音 茶園到茶桌的直飛旅行 傳達種茶製茶銷售一條龍 與家鄉茶園的蝶舞之境

電話  02-2552-8166 傳真 02-2553-6342 Email — batontea@yahoo.com.tw
網址  www.botontea.tw 臉書 — 寶堂蝶米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03 號  No. 203, Sec. 2, Yanping N. 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42椟䖎蕟蟭噻艨⚍劕ꮺ⪬⺶ 	椟䖎⥝蟭袍
�WANG DE XING TEA COMPANY

清同治元年 公元 1862 年 王德傳茶莊創立於臺南府城 迄今已傳承至第五代 一百五十餘年
王德傳秉持 以德傳人 以茶會友 的品牌初心 尊重大地友善耕種 再由德傳茶師獨家工藝烘焙
忠實呈現各茶品產區風情與特有香氣滋味 王德傳全茶品皆自主送 SGS 檢驗通過農藥殘留標準
並將茶品履歷上傳雲端 提供愛茶人純淨天然的安心好茶

電話  02-2561-8738 傳真  02-2581-8434 Email — customer@dechuantea.com
網址  www.dechuantea.com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 95 號  No.95, Sec 1, ZhongShan N Rd.,Taipei City 104

37薆☵蟭袍劕ꮺ⪬⺶ SHUH JEN TEA CO.,LTD.

舜仁茶莊創立於 1979 年 創辦人 — 戴舜仁先生 前身為世逢有限公司 是臺灣早期少有銷售古
普洱茶和大陸紫砂壺的茶行之一 四十年來累積豐富的經驗 自 2012 年起擔任德國知名品牌

顧問 將臺灣茶與普洱茶推廣至歐洲市場

電話  0933-819-318 Email — starform0910211117@gmail.com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 84 號

    No. 84, Sec. 2, Guiyang St., Wanhua Dist., Taipei City 108

38僰玨蟭鉿�SHENG SHANG TEA

昇祥茶行 創立於 1981 年 老闆林日昇先生及鄭秀貞女士堅持穩健經營 專注於品質的提升
及人員的管理 品質的提升著重天然的產品 茶葉品質的嚴格把關 以尊重他人健康為最高原則
的良心事業 人員的管理面上 除了親切的服務外 更要以茶會友 建立深厚的情誼

電話  02-2542-7205 傳真  02-2581-6629
Email — sstea@seed.net.tw

臺北市長春路 52 號 1 樓 
    1F., No.52, Changchu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47

39䏼做㏤螨蟭�KUNG FUNG YUNG TEA MERCHANTS  

自在 好喝茶 你喜歡的 就是好茶 廣方圓是有堅持 有個性的茶商 好茶需要 天地人 條件
的配合 可遇而不可求 廣方圓挑選海拔 土壤 雨水適宜的產地 每年走訪不同茶區 了解氣候
與製茶職人合作 親眼見證茶葉健康狀況 與師傅一起鑽研製作工法 為了做出自己滿意的好茶
因為我們的嚴謹把關 讓顧客在這裡可以輕鬆挑選 只要你喝得自在 都是好茶

電話  02-2563-2851 傳真  02-2563-2811 Email — kfytea@gmail.com
網址  www.kfytea.com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72 巷 7 號 No.7, Lane 72, Sec.2, Zhong Shan N. Rd., Taipei 10446 

43卅峪蟭鉿 SUNG TAI TEA CO.

創始人胡明通先生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設立經營 憑著苦幹實幹 踏實及謙卑的心 又於民國
九十三年七月在越南 保祿 地區 初試臺灣茶種的發展與品質上的精研 期望能在業界有貢獻
一己之力的機會

電話  02-2303-3172 傳真  02-2305-9507 Email — k23033172@yahoo.com.tw
網址  www.suntea.tw
臺北市萬大路 329 巷 1 之 1 號 1 樓  

    1F., No.1, Lane 329, Wanda Rd., Wanhua District, Taipei City 108

48恍恍눦⚕噻劕ꮺ⪬⺶ DI DI SHIANG LTD. 
滴滴香最早於西元 1951 年 ( 民國 40 年 )  以堅持最好的味道製作 嚴守自然 健康 好滋味的
原則 在臺灣走過一甲子的悠悠歲月 從早年大稻埕的出口外銷 到近年來知名茶飲 冰 麵包
店的指定茶品牌 60 年來 滴滴香的堅持與創新 象徵著對顧客的誠信及用心 目前也積極參加
各國展覽 讓臺灣茶的風味飄香國際

電話 02-2665-6769 傳真  02-2665-6257 Email — t26658111@hotmail.com
網址  www.teagardem.com 臉書  www.facebook.com/teagardem
臺北市坪林區坪林街 34 號 No.34 Pinglin Street,Pinglin Dist,New Taipei City 232

47 ꑉ겎겑殱䈰✑㵎 CHUN PING TEA WARE 
醇品雅集自 1991 年成立以來 一直秉持著嚴謹細心的堅持製作屬於 醇品 式風格的茶器及其
它器物 也以最認真的態度 燒製漂亮的東西與大家分享與收藏 我們也將這樣的精神用在茶
葉的挑選上 如 嚴選逐漸失傳的臺灣傳統炭焙凍頂烏龍茶 由優秀資深的老師傅以龍眼木精製
而成 精挑木柵地區鐵觀音 日月潭紅茶 ⋯ 等 期盼將傳統的好口味流傳下來

電話  02-2392-6858 傳真  02-2392-2985
Email — chunpingteaware@gmail.com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 114 巷 1 之 1 號 1 樓 
    1F., No.1-1, Ln. 114, Sec. 2, Xinyi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40긂䖦劕ꮺ⪬⺶ CHING HSIN CO.,LTD.

電話  02-2325-4665 傳真  02-2325-7194
Email — pooh10311982@hotmail.com

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91 巷 18 號
    No.18,Lane291,Sec.1,Jian guo S.Rd,Da-an District,Taipei City 106

46尿㏣劕ꮺ⪬⺶�CHIN YUAN CO.,LTD.�
沁園成立於 1985 年專營凍頂烏龍茶 普洱茶及茶具 另也提供其他臺灣代表性的茶 如東方美
人 鐵觀音 高山茶等 二十四年來能屹立至今 實因本著良知 堅持理念 做應該做的事

電話  02-2395-7567· 02-2321-8975 傳真 02-2321-8975 
Email — inyuan999@yahoo.com.tw  網址  sinyuan-tea.myweb.hinet.net

臺北市永康街 10-1 號 1 樓
    1F., No. 10-1, Yongkang St.,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44樣㈇蟭噻劕ꮺ⪬⺶ LIN CHIA TEA CO.,LTD.

電話 02-2778-7727 傳真 02-778-7727
Email — lin.jia@msa.hinet.net

臺北市錦州街 363 號 1 樓
   1F., No. 363, Jinzhou St.,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45묚䖎⳨蟭噻�HWANG DE SHENG TEA WHOLESALE

黃德勝茶業秉持 誠信 原則 專營包種茶 白毫烏龍 鐵觀音 … 等臺灣好茶批發 外銷 今已傳
承至第四代 承接先人的豐富經驗與技術 致力研究高品質的茶葉管理與製作 讓百年老店更深
獲業界肯定

電話  02-2665-7975 傳真  02-2665-6816
Email — dstwholesale@gmail.com

臺北市羅斯福路六段 298 號 3 樓   
    3F., No. 298, Sec. 6, Roosevelt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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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偈㝙玨㏔갿劕ꮺ⪬⺶ NEW TIEN HSIANG COMPANY LIMITED

新天祥國際公司專業代理進口斯里蘭卡著名廠商 STASSEN 及 MILFORD 自產自製的純錫蘭茶
已有三十餘年歷史 其中以茉莉綠茶 有珠形 條形兩種 伯爵紅茶 錫蘭紅茶 紅茶角 袋茶
主要原料 因品質優異 價錢公道 頗受業界好評

電話  02-2522-1082 傳真  02-2522-4011
Email —newthco@yahoo.com.tw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 53 巷 20 號 9F-8
   9F-8, No.20, Lane 53, Sec. 1, Jhongshan N. Rd., Taipei City 10441

54ㄼ㕔蟭噻艨⚍劕ꮺ⪬⺶ CHATEI LIMITED COMPANY

創辦人翁朝亮以傳統茶葉找到核心價值 透過創意包裝與自然共生共存 環保概念為創意設計
元素 主題更以文化 時尚 健康為發展重心
近年喜堂品牌逐漸在茶業市場與禮盒市場獲得消費好評 讓刻板印象的茶葉 注入一股年輕創
意新茶文化

電話  02-8661-5299 傳真  02-8661-5758 Email — chatei@chatei.com.tw
網址  www.chatei.com.tw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228 號  

    No. 228,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49㎃嶯蟭袍 SZU HAI TEA SHOP

於東區明 商圈巷內的本店成立於 1991 年  經營項目包括臺灣高山茶 各級普洱茶 壺具與茶
藝精品等 多年來秉持誠信服務 堅持品質嚴選 要求專業提昇 推廣茶的養生保健與茶道之美
客戶的口碑與信賴是我們不絕的動力 歡迎蒞臨品味鑑賞

電話  02-2711-6363 傳真  02-2773-7515
Email — szuhaite@gmail.com

臺北市大安區建倫里 14 鄰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45 號
    No. 45, Ln. 233, Sec. 1, Dunhua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58耙➶⚕噻劕ꮺ⪬⺶�
本公司從事茶葉種植 生產 進口業務 金萱茶及大葉烏龍茶 紅茶 綠茶 茶山在印尼西爪哇島
的茂物 Bogor 附近 目前已開發的種植面積約有 500 公頃 負責人在印尼當地經營 63 連鎖
茶行約有 30 家

電話  02-2332-8617 傳真  02-2339-6157
Email — sumaco63@yahoo.com.tw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1 之 3 號 10 樓   
    10F., No.1-3, Sec.5, Zhongxiao E. Rd.,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

59 㿴㏆蟭袍 FONG PUU

峰圃茶莊 自 1883 年從廈門碼頭創業至今超過百年歷史 四代堅守誠信原則 秉持著 貨真
價實 童叟無欺 的經營理念 未來仍將堅持傳統與不斷創新 讓老店的風華在厚實基礎上 努
力邁向另一個百年大業 想喝好茶就來百年茶葉鋪 — 峰圃茶莊品茗

電話 02-2311-7217 ·02-2382-2922 傳真  02-2381-7423
Email —fongpuu@gmail.com 網址  www.fongpuu.com.tw

臺北市漢口街一段 86 號
    No. 86, Sec. 1, Hankou St.,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60ꃽ⯒㵶劕ꮺ⪬⺶ HOME DELIVERY COMPANY 

因應現代年輕人生活忙碌 沒空泡茶 我們除了銷售茶葉外 並增加了現泡冰 ( 熱 茶的外
帶服務 不論是四季春 凍頂烏龍 鐵觀音 等 只要 2 分鐘就有一杯冰涼的現泡好茶

電話  02-2931-3131 傳真  02-2931-3131
Email — a29313131@yahoo.com.tw

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 234 號  No.234, Sec.5 , Roosevelt Rd., Taipei City 116
  

50 偈筚눦蟭噻劕ꮺ⪬⺶ HSIN TSUN SHIANG TEA CO., LTD.

新純香款茶舖 --- 純心款香 情味先嚐
1981 年創立至今 先後留日的母女兩代茶人 以日式款待哲學融合臺灣溫馨的奉茶文化 用純心
款待來客 縷縷茶香串連起一份份的跨海情誼 新純香款茶舖在介紹臺灣茶之餘 更促進文化
交流 而交流的不只是臺灣好茶 還有那個始終如茶湯般澄澈的真心誠意

電話  02-2543-2932 傳真  02-2564-2272 Email — service@taiwangoodtea.com.tw
網址  www.taiwangoodtea.com.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newpuretea/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105 巷 13 之 1 號 1 樓 

    1F, No 13-1, Lane 105, Sec. 1, Jungshan N. Rd., Taipei City 104

51椟劕阿蟭噻艨⚍劕ꮺ⪬⺶ WANGS' TEA ENTERPRISE CO., LTD.

有記名茶 since1890 世居福建安溪名產茶區 以獨到的焙火工藝 爐火存菁 生產香醇穩
定的好茶 暢銷海外多年 民國 64 年於 濟南路 成立第一家門市 發行 識茶小集 以 推
廣識茶 平價供應 為宗旨 高貴不貴 至今仍廣受行家好評 96 年 12 月老店新妝 高敞明亮
嚴選茶食 複合經營 是一家國內少見 時尚 進化 自在的茶專門店

電話  02-2393-9392 傳真  02-2321-7773 Email — wang.two@msa.hinet.net
網址  www.wangstea.com.tw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67 號  67, Jinan Rd. Sec.2,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59

52눼㷞噻劕ꮺ⪬⺶螨瘌蟭袍 ) CAOLY(TEA) IND. CO., LTD. ( CAOLY TEA SHOP ) 

精選臺灣高山海拔優良茶區 畢生製茶 回執於純 清靜 甘醇 溫厚 暉人的茶香 移植百年來
臺灣先民對茶的厚愛 敦厚摯愛 評取茶中自然的唯美 細細茗品 窖中珍藏極品

電話  02-2567-7456 Line ID·微信 — caolytea Email — caoly.tea@gmail.com
網址  www.teacaoly.tw
中山一店 — 臺北市林森北路 154 號  No. 154 Lin-Sen N. Rd. Chungshan Dist. , Taipei 104

    西門店 —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3 號  No.13 Kunming St, Wanhua Dist., Taipei 108

55脛⻊㲳蟭鉿
老吉子自小生長在包種製茶世家 耳濡目染傳承家父鄭迪吉先生之優良質茶技藝 並於 1980 年
春自行立業 承製文山包種茶 阿里山 杉林溪 高山烏龍茶 高山包種茶 岩式烏龍茶 高山紅茶
自創大葉綠茶及親赴雲南西雙版納遵古法製作日曬生態喬木 古樹青餅 古樹紅茶 古樹白禪茶
屢獲國內外比賽大獎 願作最好的茶與愛茶的朋友分享

電話  02-2702-8512 Email — laojizi@gmail.com 
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 13 鄰瑞安街 180 巷 5 號

    No. 5, Ln. 180, Rui’an St.,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56匯曊⚕噻劕ꮺ⪬⺶ DONG JYUE CO., LTD.

創立於 1989 年的東爵 主要從事茶葉進口 加工製造的專業製茶企業 茶品種類涵蓋紅茶 綠茶
花草茶與其他東方茶品 本公司在新北市樹林區擁有佔地 1100 坪 建坪超過 3000 坪的生產工廠
並投入巨資購建先進的製茶設備 東爵企業秉持著 責任 效率 榮譽 創新 的經營理念 致力提
供國內外顧客與消費者品質優良穩定的精緻 東爵好茶 與顧客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理念

電話  02-2542-2770 傳真 02- 2581-5502 Email — dong-jyue@dongjyue.com.tw
網址  www.dongjyue.com.tw
臺北市吉林路 218 巷 10 號 1 樓 1F., No.10, Ln. 218, Jilin Rd., Taipei City 104

⺶⪭㟳㏔갿艨⚍劕ꮺمي57 NUMBER ONE LAND CO., LTD.

本公司曾為總統府績優設計工程廠商 負責歷任總統 副總統及總統府重大室內設計工程 為總
統府第一個獲頒獎牌以資鼓勵的民間廠商 由於對於茶葉的喜好 嚴選世界好茶 以健康 安全
安心 好喝 作為臺灣品牌經營宗旨

電話 02-2369-3658 傳真�02-2369-3657 Email — super66@ms28.hinet.net
網址  www.yamam-life.com.tw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81 號 8 樓

   8F., No. 181, Sec. 2, Jianguo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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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蕟襬蟭噻劕ꮺ⪬⺶ SHING HWA TEA CO., LTD.

誠信經營四代 自家焙煎的好茶來自好的茶園 秉持對臺灣茶的熱愛 堅持臺灣小農並嚴守每一
道耕植工法用心灌溉無汙染茶園 100% 臺灣原產地茶 無添加 無調味 並使用傳統的製茶工法
產生自然的花香 我們對茶的品質要求非常的高 價格實惠 每種茶都是以做給自己家人喝的心
態來經營

電話  02- 2394-7701 傳真  02-2351-1718 Email — tea@verytea.com
網址  www.verytea.com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150 號  No.150, Sec.2, Sinyi Rd., Taipei City 106

66둛☵キ䍕
괐霁�02-2827-8483 ⥝澶��02-2827-8458
Email — fl960013@yahoo.com.tw 
臺北市石牌路一段 166 巷 100 號
    No. 100, Ln. 166, Sec. 1, Shipai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  

61耙⚢ꊙ㝂艨⚍劕ꮺ⪬⺶�MENARD COSMETICS.INC.

在臺創立 33 年 董事長詹建勳先生曾任 第四屆北市化 品公會理事長 臺灣 MENARD 主要
業務為進口銷售日本 MENARD 化 品 保健食品等 早年透過臺北茶葉公司輸出茶葉為產品原
料 在日本製造優質茶品 2008 年起由美伊娜多公司自行輸出
遵循日本總社創業 60 年 誠心尋求真美 的企業理念 MENARD 產品以有效性 安全性著稱
行銷世界 30 餘國 更榮登日本第六大 世界第四十大品牌

電話  02-2786-5886 傳真  02-2788-7478 Email —  jsc@menard.com.tw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 768 巷 7 號 5 樓之 1  

    5F.-1, No. 7, Ln. 768, Sec. 4, Pateh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

62橱峪蟭噻劕ꮺ⪬⺶  
瑞泰茶莊成立迄今逾 40 年 臺灣各地好茶及中國普洱在瑞泰都喝得到 老闆陳獻忠親自烘培
的黑烏龍特別推薦給喜愛喝茶的朋友 本店亦有展示臺灣名家各式茶具 讓品茶多一份視覺饗宴
老茶友尋茶 新茶友習茶 都歡迎到瑞泰茶莊來覓茶

電話  02-2541-0809 傳真  02-2571-5447
Email — rueytay@yahoo.com.tw 微信  rueytay

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62 巷 34-1 號
    No.34-1,Ln. 62, Sec. 2, Xinsheng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63겜耙✲劕ꮺ⪬⺶ JEMMY TEA COMPANY   

民國 75 年時 創始人魏先生因本身對茶的喜愛 從茶葉的源頭到茶的專業 無一不敢鬆懈 本
著堅持最好的品質 物超所值的產品以及誠信且服務第一的待客經營這個茶葉世界 從試茶
篩選 烘培 真空包裝 冷藏保存不假他人之手 不斷調整烘培方式 嘗試新做法 但品質 香味
口感 濃郁度都能達到穩定的水平 讓喝過的客人讚不絕口 進而口耳相傳不斷推薦

電話  02-2701-7608 傳真  02-2703-2448 Email —  yunjitea@ms48.hinet.net
網址  www.jemmytea.com.tw 臉書  www.facebook.com/jemmytea.tw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93 號 No. 193, Sec. 2,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65椟橱楻蟭噻劕ꮺ⪬⺶ WANG RUEY JEN TEA CO.,LTD.

堅持好態度 王瑞珍茶業秉持先祖匠心烘焙 慢工帶細 代代世傳 成就客人滿足的味蕾 王瑞
珍茶業感謝國內外愛茶的朋友 情義相挺訂購 為此更加努力嚴選高質量茶品 歡迎大家光臨共
享臺灣好茶

電話  02-2557-8713 傳真  02-2553-2711 Email — chu0238@gmail.com
臺北市大同區歸綏街 301 號 1 樓 1F., No.301, GueiSuei St., Taipei City 103

67 卅㏣蟭噻鉿劕ꮺ⪬⺶
電話  02-2835-8528 傳真  02-2836-7569
臺北市福國路 19 號 1 樓

    1F., No. 19, Fuguo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68㝕匯蟭噻劕ꮺ⪬⺶匯蟭蜚
大東茶業有限公司 前身為順興製茶廠 / 瑞峰茶行 最早成立於 1954 年 早期主要從事茶葉
製造的工作 銷售至當時以出口貿易為主的臺北大稻埕 隨著國際市場的轉變及國內經濟起飛
逐漸由外銷而轉成內銷為主 逐漸轉型成以銷售東方美人茶 臺灣高山烏龍茶 紅茶 ... 等臺灣
各區特色茶葉為主 2012 年建立 東茶苑 自有品牌 期望以更高的品質提供消費者 本公司秉
持著誠信服務 堅持品質 選擇性廣的模式經營 近幾年也廣受歐美 日本 中國大陸人士的喜愛

電話  02-2567-3033 傳真  02-2567-3032 Email — chc730@yahoo.com.tw 
網站  www.dadong.com.tw
臺北市四平街 23 號 1 樓 1F., No. 23, Siping St.,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69곸驟蟭袍
雲谷茶莊成立 1990 年 茶莊主要以新 舊普洱茶交易為主 並收藏古董普洱茶 同時經常往
返中國大陸與臺灣 熟悉二岸普洱茶市場交易

電話  0919-383-182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 80 號

    No. 80, Sec. 2, Guiyang St., Wanhua Dist., Taipei City 108 

70溯䧯㏔갿艨⚍劕ꮺ⪬⺶ 	㸅蟭蔦播ꀺ岻蟭訬
�H2 INTERNATIONAL CO., LTD.       

寶茶 的焙茶師為第四代茶人 至今已有超過百年的種茶經驗 從茶樹種植開始 到茶葉採摘
發酵 萎凋 殺菁 揉捻 乾燥 烘焙等各項製茶手續皆遵循古法 嚴守每一道製茶工序 我們
堅持提供乾淨 香醇之茶品 希望透過一杯好茶 重新與自然本我連結

電話  02-2778-9930 Email — service@baochatea.com
網址  www.baochatea.com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7 巷 32號

    No. 32, Ln. 27, Sec. 4, Ren’ai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71꽄潂蟭鉿
本號自九零年代開始 專業批發 零售烏龍茶 普洱茶 鐵觀音 歡迎大家選購

電話  02-2585-4118 傳真  02-2585-4245
Email — Jeefwang2005@yahoo.com.tw

臺北市庫倫街 29 號 1 樓
   1F., No. 29, Kulun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72卲螄喗蟭鉿劕ꮺ⪬⺶ LINMAOSEN TEA CO.

出身於石碇 林茂森茶行從第一代林萬興 第二代林家成 第三代林大村 第四代林茂森到目前
已由第五代傳人接手 累積了百年品牌的厚度與深度 秉持著從爺爺到父親所傳承下來的祖訓

把每個來客當成專業 一分錢一分貨的實在經營 正是林茂森茶行從老店傳承下來的精神
與堅持

電話  02-2557-9887 傳真 02-2557-7387 Email — service@linmaosen.com
網址  www.linmaosen.com
臺北市重慶北路二段 195-3 號 No.195-3, Sec. 2, Chongqing N. Rd., Taipei City 1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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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嶯䀂ⳛⲇ劕ꮺ⪬⺶
電話  02-2362-9098 傳真  02-2362-7098
Email — Yui321@hotmail.com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8 號 6 樓之 13 
    6F.-13, No. 68, Sec.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77 갅螨㏔갿劕ꮺ⪬⺶ 
電話  02-8797-6111 傳真  02-8799-7362
Email — ziv07282001@yahoo.com.tw

臺北市環山路二段 125 號 3 樓
    3F., No. 125, Sec. 2, Huanshan Rd., Neihu Dist., Taipei City 114
    
 

78ꆺ㻘蟭陨 	蕇ⵌ㝕㴗귱氭劋䨾 
�TAIPEI YOSHANTEA QINGTIAN CLUB

是近七十年的日式房子 細心修復後成為分享臺灣茶的宅院 隨時推門而入 選個茶 或小憩 為
匆忙的行旅點一個逗點

電話  02-2395-2919 傳真  02-2395-2955 Email — Taipei@yoshantea.com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遊山茶訪臺北青年會所 -334248730019073/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7 弄 2 號 
    No. 2, Aly. 7, Ln. 183, Sec. 1,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73蟭羯⩾劕ꮺ⪬⺶ CHA GUAN ER CO., LTD.

秉承百年製茶工序 堅持嚴選臺灣好茶 清香甘醇滋味 深獲好評  
近年來更以 繽紛 多彩 時尚 的包裝 顛覆傳統中國茶的想像 在茶藝中融入新潮的品茗時尚

電話  02-2562-1999 傳真  02-2567-0555 Email — service@geowyongtea.com.tw
網站  www.geowyongtea.com.tw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GeowYongTea/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4 號  No. 14, Changchu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74䒠ⶾ蕟蟭鉿 CHANG HSIE SHING TEA SHOP   

1949 年張協興茶行由第一代老闆張丁頂先生創立 數十年來秉持著永續經營的理念不斷精進
永遠不變的是對茶專業的執著與獨門的烘焙技術 傳統與創新並俱 張協興茶行給您最優質的
茶葉響宴

電話  02-2939-4866 Email — tea29394866@yahoo.com.tw
網站  www.teamarket.com.tw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93 號

    No. 93,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75㶡㴔蟭鉿劕ꮺ⪬⺶ FUYUTEA CO.,LTD.

本公司成立於民國 74 年 西元 1985 年 原批發及零售臺灣全省高山茶起家 現特以梨山及大
禹嶺烏龍為大宗 近 10 年更跨足手搖茶飲進口業務 提供客戶各國品質優良紅 綠茶飲之原料
期許能為臺灣茶業盡一份心力 誠摯歡迎同業 各界來訪品茗賜教 !

電話 02-2586-4312 傳真 02-2585-1579 Email — fuyutea@gmail.com
臺北市中山區撫順街 35-6 號 No. 35-6, Fushun St.,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52

79 ⻊眰蟭噻劕ꮺ⪬⺶ 	㝙玨螨蟭 
�TEN SHANG'S TEA CO.

創立迄今四十年 堅持臺灣原茶販售以及傳統製烘技術 深受在地茶客們信賴 1996 及 2008
年日本 NHK 節目兩度來臺採訪 受歐美旅遊雜誌權威 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 自 2005 年
介紹再版至今 海內外旅客慕名而來 天祥茗茶仍一秉初心 堅持做好茶 乎恁飲好茶

電話  02-2542-6542 Email — tenshang.taiwan@gmail.com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enShangTea  ( 天祥茗茶 Ten Shang's Tea Co., )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56 號  No. 156, Jili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80嵚潂ꀺ㖪艨⚍劕ꮺ⪬⺶
盛有機茶園場主陳 浚 南投名間鄉八代農業傳承 把最好的留給原味

營業項目 有機茶葉批發 有機飲料用商用茶批發 茶葉通過慈心有機驗證

電話  02-2758-6111 傳真  02-2758-0111
Email — jentenna@yahoo.com.tw 

臺北市光復南路 495 號 20 樓之 12
    20F.-12, No. 495, Guangfu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81⪮⻉눦蟭訬劕ꮺ⪬⺶�LIUHEXIANG TEA CO .,LTD  

1932 年 臺灣還在日治時代 王水柳先生和弟弟王添灯經營的 文山茶行 就已經外銷到東北亞
及東南亞 然而政局遷徙 228 事件讓王水柳先生失去了親愛的弟弟 1982 年廢止茶業管理條
例 更終止了茶葉進出口貿易 身為王水柳先生的後人 我們仍守護著前人製茶技術的累積 在
21 世紀重新推出的六合香 融合傳統的製茶工法及現代科技

電話  02-2552-1971#18 傳真   02-2552-2994
Email —teagarden@emac.com.tw 網址 www.twliuhexiang.com

臺北市大同區甘谷街 29 號 1 樓 1F., No. 29, Gangu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82☓潂㴔槁♣낝蟭艨⚍劕ꮺ⪬⺶  JING SHENG YU 

京盛宇存在的目的 就是為了讓臺灣茶的美好 更貼近每一個人的生活
秉持對臺灣茶的高度熱情與專業 簡化與糅合傳統與現代中的各種元素 以 100% 臺灣產茶葉

紫砂壺手沖 原創冰鎮技術 獨家設計隨身瓶 打造了 獨特而完美的臺灣茶體驗

電話  02-8712-0019 傳真  02-8712-0035 Email — customer@prot.com.tw
網站  jsy-tea.com.tw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7 號 4 樓

    4F., No. 17, Sec. 4,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83郜郡⩰气谚溯嶃气䡤倁ⱁ跖銋녕劕ꮺ⪬⺶ PURPLE BUTTERFLY  TEA CO.,LTD.  

專業拍攝蝴蝶生態記錄 30 年之後 以 品茶香 賞蝶趣 提倡休閒品茗 找回清靜之心
蝴蝶夫人大稻埕茶文化教室營業內容
(1) 祈福封茶體驗 (2) 學童奉茶傳承 (3) 茶藝五感課程 (4) 安排茶園參訪 (5) 以茶入菜研發 
(6) 文創品牌建立

電話  0910-191-033·02-2555-2670 Email — s0988085316@ gmail.com
臺北市甘谷街 22 號 4 樓

    4F., No. 22, Gangu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84�⳨ꇸꪛ溭劕ꮺ⪬⺶	㸅蟭㕔
�TRI POWER JEWELRY & TEA INTERNATIONAL.

電話  02-2713-7191 傳真  02-2713-7340
Email —tpblue.amba@msa.hinet.net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22 巷 7 號 1 樓
    1F., No. 7, Ln. 222, Dunhua N.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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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汮氭蟭噻劕ꮺ⪬⺶ I MU TIAN CO., LTD.

一畝田茶葉是以多元性茶產業為主軸 採用古法的農耕栽種 製茶工藝 並以茶葉養生食補的文
化觀 重現於 21 世紀的綠色環保年代 因有鑒於現代人過於忙碌 作息顛倒 容易心浮氣躁 再
加上環境生態因科技的快速發展 嚴重的破壞土壤 水質 空氣 造成許多的文明病 這些文明
病除了藥醫外 我們可藉由茶飲來放鬆及釋放身體上的負荷 另在心靈層次上也可將茶融入生
活中達到怡情定心之境

電話  02-2557-0078 · 0919-269-297 傳真  02-2553-5300
Email — imutian@gmail.com 網站  www.imt.com.tw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 14 號 1 樓 1F., No. 14, Ganzhou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88蟭㵊蟭噻劕ꮺ⪬⺶ 	㿴㏆蟭㵊 
�FENG PU TEA SUPPLY CO., LTD.  

後站商圈的峰圃茶莊 創業 1883 年 於 1982 年轉型為專業供應餐飲通路批發及外銷市場 獨
立經營 自有精製茶廠及生產線 第五代為了與家族品牌做市場區隔 更名為峰圃茶客 獨家供
應爭鮮清茶包及晶華 國賓 福華 六福 老爺 麗緻等五星級飯店集團連鎖

電話 02-2556-4716 傳真 02-2558-8710 Email — originaltea1883@gmail.com
網站  www.fongpuu.com.tw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 15 巷 6 號

    No. 6, Ln. 15, Sec. 1, Chongqing N. 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89蕇玨蟭噻劕ꮺ⪬⺶ TAI SHIANG TEA CO., LTD.

臺祥茶業創立於 1966 年是專業的臺灣茶外銷出口公司 臺祥傳承至今已第五代 擁有傳承百年
的精製 烘焙 拼堆茶技術 秉持著茶為國飲 好茶傳承的精神將臺灣烏龍茶銷至世界 也與多
家國際廠商有著深厚優良的合作關係 深受外國商喜愛

電話  02-2934-2788 傳真  02-8663-6318
Email — info@taishiangtea.com

深坑辦公室 —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17 號 2 樓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 130 號 5 樓 5F. No.130, Sec.5, Roosevelt Rd. Taipei City, 11677    

90㽓꼰册嵋蟭䍕  

電話��0932-313-796
Email — wang1972110251972@gmail.com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 68 號
    No. 68, Bao’an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85囐徏蟭㐴寏䎚鉿�  
  

電話  02-2249-8595 傳真  02-2245-0393
Email —winnie-sheep@hotmail.com

臺北市金華街 199 巷 1 弄 6 號
    No. 6, Aly. 1, Ln. 199, Jinhua St.,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86蔦皒蟭訬劕ꮺ⪬⺶
自立茶行 1980 創立 雖然不是百年歷史名店 但也經歷了臺灣繁榮時代 見證了該年代至此的
盛衰 創立至今也因品質與信用累積百餘客戶 圖中的九龍茶盤於庚申桂月製成 跟自立一樣已
經 36 歲 我們努力滿足客戶的口味 用我們的經驗製作 挑選最優秀及最適合您口味的茶 讓您
獲得符合您需求及費用的茶葉 信用和品質是讓我們經營下去的根本

- 電話  02- 2767-0990 傳真  02-2761-5284 Email — zilitea@gmail.com
網站  www.ziliteatw.com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50 巷 6 號 1 樓 1F., No. 6, Ln. 250, Sec. 5, Nanjing E. Rd., Taipei City 105

91䕤㞆⚕噻艨⚍劕ꮺ⪬⺶ EMPEROR LOVE ENTERPRISE CO.,LTD.

御奉品牌成立於 2005 年 以烏龍 複方和普洱三大茶系 從健康 時尚 簡約 樂活的角度切入
將茶品結合當代時尚包裝 讓消費者輕鬆喝到健康好茶 御奉秉持對土地與自然的熱愛 嚴選臺
灣及世界各地優質茶原料 不含人工添加劑 每批茶品都經過四百多項農藥殘留檢測 確保安全
無虞 融合東方與西方 傳統與現代 御奉邀您徜徉於茶宇宙 感受喝好茶的幸福喜悅

電話  02-2509-1376 傳真  02-2377-2361 Email — cashman@emperorlove.com
網站 https://shop.emperorlove.com/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110 號 9 樓 9F., No. 110, Sec. 2, Keelung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92溯䌑㿴襬⻐꿩ゼ劕ꮺ⪬⺶ CENTURY FONGHUA  CORP.  

百年峰華 源於 賽峰茶行 獲選參展 臺北市政府主題館 百年茶葉商行 我們以熱誠專業
的態度堅持傳統商譽 製作優良健康的臺灣好茶 賽峰家樂茶行臺北店 創立於 1976 年 有歲
月精 的陳年老茶和南投國姓自家茶園 融合自然生態的高山茶葉森林

電話  02-2767-1449 Email — service@toptea168.com LINE — @cvc9712z 
網址  www.toptea168.com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55 號 No. 255, Songshan Rd.,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

93뤮艨⚍劕ꮺ⪬⺶ HOOPIN TRADING CO.,LTD.

本公司於 2016 年創立 冀望以茶養生 提供刺激性較低 適合各年齡層飲用的茶品 目前著墨
在臺灣紅茶 部份發酵焙火烏龍茶及安化黑茶 安化黑茶中的茯磚茶 正是游牧民族 " 寧可三日
無糧 不可一日無茶 '" 的生命之飲

電話  02-2537-3985 傳真  02-2537-3985 Email —  hooping105@gmail.com
網址  www.hoopin.com.tw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95 號

     No.95,Sec.2,Minsheng East Rd.,Zhonghan Dist.,Taipei City 104

96匕讛㏔갿ꪛ溭艨⚍劕ꮺ⪬⺶ 	눦縩䍳 
�CHRISTEA

海霸王集團 CHRISTEA 茶飲空間 新穎的茶飲空間致力於東方茶品 藝術與社會回饋的分享
擘劃展演 時尚餐飲 高端宴會場域 以創新當代思維延續儒雅東方文化 喜歡茶文化的陳香樺
把中式茶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 相較於純粹的歐式下午茶 更多了一分儒雅的文人之風
造詣符應當代品味的覺茶空間 更虔誠人與人生相知惜的美好 在時代之上飲一杯時尚

電話  02-2556-3777 傳真  02-2552-7694 Email —  christea062@gmail.com
網站  www.christea.com.tw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 62 號 1F., No. 62, Xining N. 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94蟭꼰跖銋劕ꮺ⪬⺶ TEA-LAND ART CO.,LTD.

茶韻普洱茶事業成立於 2007 年 始終堅持專業經營普洱茶 及日本京都老鐵壺銀壺茶道具 出
版過三本著作 鐵壺之最》、《鐵壺之最之金工世界》、《銀壺之雅之金工世界》 至今 仍為追
求更美好的茶生活而努力

電話  02-2876-8855 傳真  02-2876-8877 LINE — @ tea-land
Email —  rup3h3@gmail.com 網站  www.tea-land.com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 50 巷 20-10 號 

     No. 20-10, Ln. 50, Tianmu E.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95參㏣蟭嵥キ鉿�
堅持給客人好品質 好味道的茶葉 2018 年 9 月開幕 同時秉持著傳統和創新的風格 希望客人
能夠帶著滿足的心情離開店家

電話  02-2552-3391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77 號 1 樓

   1F., No. 77, Sec. 2, Chongqing N. Rd.,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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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屧㑂艨⚍劕ꮺ⪬⺶ SHAKENG TEA MANUFACTORY

香傳多年惠美壽最堪細品臺灣茶 茶屋 選    - /ABC TEA 臺灣特色
茶有包種茶 東方美人茶 凍頂烏龍茶 高山茶 紅茶 臺東紅烏龍茶 陳年茶 薰花茶行銷 專
營精製加工篩選分級乾燥炭焙包裝內外銷 TEA BAG 袋茶生產 OEM ODM 代工 舉辦沙坑茶會
交流活動歡迎預約參觀

電話  03-5811-292 傳真 03-5811-254 Email —  skttea@gmail.com
網址 www.skttea.com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中豐路三段 68 號 

   No. 68 , Sec. 3 , Zhongfeng Rd. , Hengshan Township , Hsinchu County 31243 

99ꆺ㻘蟭陨蟭噻劕ꮺ⪬⺶ YOSHANTEA TEA CO., LTD.

遊山茶訪與臺灣凍頂烏龍茶的發展史偕行 也以傳承烏龍茶精湛的製茶工藝為志 遊山茶訪提
供原物料批發與品牌代工服務 所有茶葉經過 SGS 農藥殘留檢測 皆符合國家標準 工廠通過
FSSC22000 ISO22000 與 HACCP 國際認證 除了生產與製造 遊山茶訪於南投縣竹山鎮建立
了茶文化館 在這裡除了一覽臺灣茶的發展簡史 更可以了解臺灣茶的製程和種類 體驗臺灣茶
生活

電話 049-2643-919 傳真 049-2659-437 Email — service@yoshantea.com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路 19 號 19, Yanping Road, Zhush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7

100ⵍ㔅蟭䈰䏴 PEIPU TEA FACTORY

本廠前身為 北埔茶葉組合 之下的北埔茶場 創建於 1933 年 並於 1946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
由姜阿新老先生改造 取名為永光茶葉股份有限公司 後於 1975 年由我父親接手改名為北埔茶
工廠 經父親與我的努力經營 轉型為精緻茶葉 才造就今日北埔茶工廠的光景 更因多年的努
力而保存老茶葉有成
 

電話  03-5802-257 傳真  03-5803-377 Email —  c899295@yahoo.com.tw
新竹縣北埔鄉水 村 8 鄰 1 號 No.1, 8 Lin, Swi-Chi Village, Peipeu, Hsinchu 314

101徏阿偈蟭噻劕ꮺ⪬⺶ YUAN GIE HSIN TEA CO., LTD.

本公司成立於 1950 年 迄今仍不斷地追求與創造更高品質的臺灣茶 在綿延層疊青綠茶園的紅
土坡地上 用心讓每個人都能輕鬆地享受到最優質 鮮綠的臺灣茶滋味
專營 : 高山烏龍茶 高山金萱茶 四季春烏龍茶 翠玉烏龍茶 金萱烏龍茶 歐規有機清香烏龍茶
紅玉紅茶 紅韻紅茶 佳葉紅茶 碳焙鐵觀音 碳焙蜜香有機烏龍茶

聯絡人 — 謝瑞隆 手機  0930-997-115 電話  049-2581-701 傳真  049-2582-297
網站  www.yghtea.com.tw Email —  ygh_tea@yahoo.com.tw
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豐柏路 39 號

   No.39, Fongbo Rd., Songshan Village,Mingji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1

102끷ꆎ㷞噻劕ꮺ⪬⺶ PIAO I ENTERPRISE CO., LTD.

飄逸為茶農世家 因感于年輕人及外國人對傳統泡茶方式繁瑣 故於 1980 年推出世界首創簡
易沖泡茶具 飄逸杯 後更推出 行動拍檔 ( 熱冷兩用沖泡過濾雙頭杯 ) 並榮獲德國紅點
iF 設計獎及臺灣精品獎 期以更簡易更符合現代人生活方式 將傳統茶文化延續

電話  049-2990-033 傳真  049-2933-377 Email —  tea@piao-i.com
網站  www.piao-i.com
南投縣埔里鎮福興路 297 巷 121 號 

    No.121, Ln. 297, Fuxing Rd., Pu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4558 

98ⶾ鎒蕟蟭噻劕ꮺ⪬⺶ SHYU YUE TEA FACTORY

日據第一代祖父陳松霖先生開創協隆茶行 直至 1986 年 第三代陳雲康先生正式接下歷經百年
家業 更名為協裕製茶工廠 盡心經營至今
陳雲康先生深耕茶業 40 年 對於兩岸 東南亞的茶源掌握豐富 始終秉持著 擇一事 終一生
的心堅持在茶業向前行 也盼將此信念傳遞給新生代

電話  037-541-812 傳真  037-541-070 Email —  sytea541812@gmail.com
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大西二街 123 巷 8 號 

    No. 8, Ln. 123, Daxi 2nd St., Zaoqiao Township, Miaoli County 36142

105䞒䖎㏔갿蟭噻劕ꮺ⪬⺶ HUEY DER INTERNATIONAL TEA CO., LTD.  

傅氏家族 100 多年前於新北市坪林區漁光里大舌湖地區開始種植 製作文山包種茶 於 1979
年 11 月成立惠德茶莊 開始各種茶葉大宗批發與零售 本著推廣臺灣好茶及永續經營的理念
注重誠信 嚴格把關茶品的安全衛生 定期農藥檢驗 嚴選品質 精製茶葉 專業真空包裝 提供
同業及愛茶人士最佳選擇 公司的另一項主要業務是總經銷飄逸實業有限公司所發明的飄逸杯
行動拍檔等茶葉沖泡器具 銷售於各大茶行 五金通路 百貨公司 免稅商店等

電話 02-2943-5093 傳真 02-2946-8864 Email —  tea@playtea.com.tw
網站  www.playtea.com.tw
臺灣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 132 號  

     No.132,Sec.1,Xingnan Rd.,Zhonghe Dist.,New Taipei  City 235

103魉㷞噻艨⚍劕ꮺ⪬⺶ 	✑㐴 
�LIN’S CERAMICS STUDIO SINCE 1983  

陶作坊 成立於1983 年 現今擁有 1,000 餘坪陶瓷工廠 及兩岸直營通路達 60 家 遍及全球 1,000
多個國際經銷通路 持續深耕陶瓷茶器具市場 茶文化以及文創產業 並整合研發 設計 生產
與銷售通路於一體 始終把 以藝術的情懷 專業的素養 實用的考量 創作每一件作品 作為
品牌理念

電話  02-8648-6106 傳真  02-8648-6105
Email —  aurlia1983@aurlia.com.tw  網址  www.taurlia.com

新北市汐止區大安街 56 巷 42 號 3 樓 3F., No. 42, Ln. 56, Da’an St., Xizhi Dist., New Taipei City 221

104偈峪㿴蟭噻劕ꮺ⪬⺶ NEW TAIWAN TEA CO., LTD. 

專營茶葉七十餘年 屢獲比賽特等獎 深受好評 秉持自然優質健康概念 嚴選臺灣高海拔純淨
無污染契作茶園 堅持使用春冬季頂級茶菁 專業師傅團隊製作烘焙 質量上選 口感風味俱佳
定期送經國際檢驗機構 SGS 檢測合格 以保障消費者健康安全

電話  049- 2581-211 傳真  049-2580-056 Email —  taiwan.tea123@msa.hinet.net 
網址  www.newtaiwantea.com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 427 號  

    No. 247, Sec 2, Mingsun Td. Mingjian Township, Nantou Country 551

108눦蟭噻艨⚍劕ꮺ⪬⺶ PIN SHIANG TEA CO.,LTD.

品香茶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全臺灣最大的茶葉產區 擁有年年得獎的冠軍製茶團隊優勢 由茶
界五大師秉著做好茶是使命的信念用心做好茶 從茶菁原料的嚴選 一心二葉的手工採摘到精
心製茶加工並專業精製焙火 由專家評鑒 品質管控 分級包裝及了解各種茶的種類與特性 透
過不同的泡茶技巧以發揮最佳的茶葉特性 結合品茶的功夫呈獻給愛好喝好茶的您

電話  049-2580-856 傳真  049-2582-774 Email —  service@pinshiang.com.tw
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松嶺街 166 號  

    No.166,Songling St.,Songshan Vill.,Mingjian Township,Nantou County 551

107襬Ⱁ蟭噻劕ꮺ⪬⺶
華剛茶業自1918 年 第一代杜富來創業開始 至今傳承到第五代 從茶莊零售批發 向上垂直
整合 在梨山華崗創設華剛製茶廠 並在大禹嶺 梨山 福壽山及華岡 翠巒一帶種植管理茶園
落實源頭溯源與品質管控 更是臺灣第一家通過 ISO22000 HACCP 之國際認證高山製茶廠
2011 年榮獲臺灣十大神農獎 並連續三屆榮獲農糧署衛生安全茶廠評比最高之 特優五星級
製茶廠 2016 年榮獲日本世界綠茶大賽唯一雙項 最高金賞 大獎 2018 更於法國巴黎世界茶
賽榮獲 1 金獎 3 銀獎 2 特別風味獎 是臺灣傳承百年的專業茶葉生產廠商   

電話  04-2526-6364 傳真 04-2526-6611 Email —  hgtea0425265364@gmail.com
網站  www.cftea.com.tw  臉書  www.facebook.com/hwagung
臺中市豐原區復興路 128 號 No. 128, Fuxing Rd., Fengyuan Dist., Taichung City 420

106臋㿴气䪫粎蟭
聖峰生技綠茶成立至今已 20 多年 , 是少數由傳統茶葉製造商轉型跨入生技類型成功的企業
在秉持著專業知識及熟稔的技術之下 聖峰生技對於茶葉的製作過程及焙火方式有著嚴謹的把
關 是眾多烘焙業 餐飲業及飲品業等許多知名業者作為自家產品之原料首選使用

電話  037-603-338 傳真  037-602-838 Email —  pao.chen@msa.hinet.net
網站  www.sfmatcha.com
苗栗縣頭份鎮珊湖里中正三路 188 號

    No. 188, Zhongzheng 3rd Rd., Toufen City, Miaoli County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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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蟭噻劕ꮺ⪬⺶ SHANGREN TEA CO.,LTD.

上仁茶業有限公司創建於 1989 年 專精各類優質茶品 秉持 誠信 專業 質優 價實 的企業
經營理念 深獲國內外業界及客戶佳評 近年來更戮力發展自有品牌 自 2008 年迄今所推出一
系列的茶品 獲得各界的肯定與支持 於 2010 年更榮獲 臺灣優良產品 金牌獎的殊榮

電話  02-2940-8194·0937-877-890
網站 www.shangren.com.tw
新北市中和區信義街 87 號    No. 87, Xinyi St., Z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

111婞䕒蟭訬劕ꮺ⪬⺶
電話  049-2580-733 傳真  049-2580-176
Email —  teatea989@yahoo.com.tw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 658-1 號
    No. 658-1, Sec. 2, Mingshan Rd., Mingji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1

112寏姒⚕噻劕ꮺ⪬⺶�EVER PROSPERS ENTERPRISE CO., LTD.

累積三十年豐富的茶業專業 專司各式茶葉批發買賣 尤其擅長熟稔茶飲 ( 手搖茶 ) 及飲料茶原
料 我們結合掌握國內外各茶葉產區優良茶農及供應商 提供客戶安全質優 品質穩定的茶葉原
料 不只臺灣 亞洲及中國的需求也願意與您胼手胝足共拓市場

電話  02-8663-6723
Email —  yh712418@gmail.com·m13799839178@163.com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10 樓之 9
    10F-9, No.736, Jhongzheng Rd. J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11 

113⻩론蟭噻劕ꮺ⪬⺶ YIN HONG TEA

吟鴻茶業的女主人 從小在茶園長大 畢業後在外地工作 心中卻仍然忘不了小時候陪伴她長大
的一片茶園還有狗狗們 ! 2011 年毅然決然辭去工作 一頭栽在茶葉的世界中 常常一個人在茶
山裡吟唱著詩歌 看著許多飛來過冬的候鳥 想像自己有一天能夠像大雁一樣 拍動翅膀將臺灣
茶帶到全世界 !

電話  07-831-3575 傳真  07-813-4523
Email —  yinhongtea@gmail.com

高雄市前鎮區佛佑路 208 號 1 樓 1F., No. 208, Foyou Rd., Qianzhen Dist., Kaohsiung City 806

109 㴥漩鏬蟭䏴㏔갿劕ꮺ⪬⺶ HORNG TIH TEA FACTORY

宏益製茶廠創立於日據時代 時間的積累造就現今宏益的根基 早期多以製成外銷為主 1968
年宏益正式擴廠架構完整生產線 提供客戶優質的產品 宏益研發團隊走訪世界各地茶園嚴格
把關每個製產工序 1999 年依序創立 大觀 及 HAZO 品牌 實行理念將經典的臺灣烏龍茶
與花草茶結合的茶品推廣行銷世界

電話  03-5932-983 傳真  03-5933-140
Email —  hy.tea@msa.hinet.net·junda.chen@hytea.com.tw 網站  www.hytea.com.tw
新竹縣芎林鄉秀湖村五和街 1 巷 16 號

    No. 16, Ln. 1, Wuhe St., Qiongli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307 

114蕇挗宑癇跖銋㐴 TAIWAN  CERAMICS

臺灣民窯品牌創造有趣味的生活陶 為核心價值及開發出商品 是由陶藝界愛好陶藝麥傳亮 麥智通
兄弟所組成 藝術走入生活 創意提昇生活，結合傳統陶藝技術與創意現代設計思維 希望以臺灣在
地化的特色 開闢一個在地文化的臺灣新意象 龍龜柴窯燒出的柴燒志野櫻花杯更是別有一番新樣貌，
專利的玄機壺系列每年一直有新的作品呈現，柴燒精品深受大眾收藏 為希望新的一年新氣象，燒出
更好的作品來

電話  02- 2215-1448·02-2215-4308 傳真  02-2215-7458
網站  www.mwm99.com.tw Email — 651709962@qq.com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路 2 巷 7 號 1 樓之 3

   1F.-3, No. 7, Ln. 2, Shuangcheng Rd., Xindian Dist., New Taipei City 231

115偈琀갗艨⚍劕ꮺ⪬⺶� SHING FU LUNG CO., LTD.

發跡於 1866 年 早期出口紅茶至日本 光復後出口炒菁綠茶至摩洛哥 1980 年代外銷煎茶至日
本 目前生產煎茶 綠茶粉 日式焙茶 玄米茶等產品 並提供各式茶葉烘焙 精製拚配加工與茶
粉研磨代工等服務 供應泡沫飲 罐裝飲料廠 餐廳 食品業者各式茶葉與茶粉原料

電話  03-4792-008 傳真  03-4892-991
Email — shingfulung@gmail.com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 500 巷 25 號 

    No.25, Ln. 500, Sec. Sanhe, Longxin Rd., Longtan Dist., Taoyuan City 325

116 ☵䠂ꀺ氘艨⚍劕ꮺ⪬⺶ � 襬㼿㝙尋蟭䈰䏴�	┞꼾㝙 

REN AI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LTD.  /  TIANCHI TEA FACTORY 

一頂天 / 臺灣高山茶第一品牌 ( 華岡臺灣第一等 ) 擁有臺灣唯一合歡溪水源頭最高海拔 2700
公尺之原始林茶園 得天獨厚的環境 蘊育松柏香氣冷冽 入喉滑潤 滋味悠長 為茶之極品 吸
引歐美 日 中等地客戶喜愛

電話  049-2801-626 傳真  049-2801-628
網站  www.edentea.com.tw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 13 鄰信義巷 34-9 號

   No.34-9,Xinyi Ln.,Ren’al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46

117⚖塁艨⚍劕ꮺ⪬⺶ PEI CHEN CORPORATION

創立於 1991 年 以批發零售起家 販售餐飲通路茶葉 果露 濃縮果汁為主 迄今投入茶飲品原
物料供應領域近 30 年 培育無數優秀菁英人員並建立兩座專業精緻茶飲原物料生產工廠 協
助無數海內外國際知名連鎖品牌總部成長 奠定國際茶飲原物料供應領導者地位

電話  02-2299-2629 傳真  02-2298-8028 Email — peichen@hightea.com.tw 
網站 www.highteaworld.com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 26 號 No.26, Wuquan 6th Rd., Wugu Dist., New Taipei City 24889

118䪩䚾낝⚕噻劕ꮺ⪬⺶ CHEN EN FOOD PRODUCT ENTERPRISE CO., LTD.

承恩食品成立於 1983 年 擁有茶葉的專業知識 研發創新產品的能力 以及對市場觀察的敏銳
度 能滿足求新求變的國內外市場 我們秉持著 專業 誠信 效率 溫度 創新 的價值觀 致力
為每位參與珍珠奶茶產業的業者解決問題 期許成為能代表臺灣餐飲文化的珍奶專家

電話  02-2249-7576 傳真  02-2248-9381 
Email — service@tachungho.com.tw

新北市中和區橋安街 3 號 1 樓 1F., No.3, Qiao An St., Z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

119 ⻊⯈鏬蟭䏴
縣政府衛生安全評鑒為三顆星的製茶廠 茶廠與茶園行車距離約為 20 分鐘 這個茶廠特別之處
在於只為了加工自己茶園生產的茶葉而存在 進而避免了不同原料來源的交叉感染疑慮 以及便
於控管製程的安全性及製程的精確度 專注造就了唯一 100% 自家原料 100% 無添加

電話 049-2802-567
Email — s9425022@gmail.com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 40 號
    No. 40, Renhe Rd.,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46

120 黏볨㷞噻艨⚍劕ꮺ⪬⺶ SHIUAN LONG ENTERPRISES CO., LTD.

軒龍擁有六十年製茶經驗長期與國際連鎖手搖飲品牌合作 專業製造生產各式的茶類飲品 從
種植 採摘 製作 烘焙 軒龍秉持茶人的精神 務求精確完美 致力於推廣臺灣的茶飲文化 目
前榮獲國內外各項食品品質認證與獎項 更陸續得到 HACCP ISO2200 HALAL 等多項國際
認證

電話  04-8742-150 傳真  04-8752-174 Email —  info@sltea.com.tw
網站  www.sltea.com.tw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 320 巷 76 號

    No. 76, Ln. 320, Sec. 1, Douzhong Rd., Tianzhong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5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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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蕇挗㶡耙魉儅劕ꮺ⪬⺶ FUMI TAIWAN CO.,LTD.

我司為英國 Tregothnan 英國茶的臺灣進口代理商 萃格絲南是英國著名的百年莊園 從西元
1334 年至今已經有近七百年歷史 從 2005 年起 莊園以 Tregothnan 為品牌名 推出全世界第
一款英國莊園產地紅茶 採用英國當地種植的茶葉 製作出各種風味的英國茶 歡迎大家來品
嚐道地英國紅茶

電話  02-2721-8819 傳真  02-2983-9566 Email — service@fumihome.com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290 巷 43 號 1 樓

   No.43, Ln. 290, Guangfu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122┩㸅㕔螨蟭 SANBAOTEA

三寶堂茗茶創立于 1978 年 專售各種高山茶 中日茶道器具 進口葡萄酒 日本清酒 日本酒器
精美包裝 饋贈親友 最佳禮品 歡迎品嚐選購
創立于 1978 年時以臺產茶葉外銷東瀛為主 因深悉這行業絕非單一產業 而是牽動大農大工大
商 齊聚一堂 故以 三寶堂 名之

電話  02-2988-1466 傳真  02-2971-2502 Email — sanbaotea@yahoo.com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42-1 號  42-1, Zhongzheng N. Rd. Sanchong, New Taipei City 241

123�蕇蟭气ⵋ璇䪫壌덴艨⚍劕ꮺ⪬⺶�
TAIWAN TEA BIO-TECHNOLOGY TESTING CO., LTD.

臺灣唯一茶葉農藥專業檢驗機構 提供 茶業者 檢驗解決方案 傳達 解釋實驗室專業名詞 及
三方樣品舉證 依茶園施藥 鄰園污染 多產地併堆農藥殘留 國際各生產 消費國相關規範

彙整成 全方位專業測項 為茶業者 消費者提供茶葉安全資訊及諮詢服務

電話  049-2636-538 傳真  049-2636-373 Email — ttb0492636538@gmail.com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82 號 

    No. 82, Sec. 3, Jishan Rd., Zhush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7

125匯㝕鏬蟭䏴 DONG DA TEA HOUSE

本茶莊自1903 年即開始在松柏嶺發跡 臺茶 27 號即是由目前東大製茶廠的土地所試種出來的
歷經百年傳承 到目前已是第四代了 從古到今流傳下來的製茶技術 經過代代的改良 現今已
發展得越扎實 此外 茶改場 GABA 烏龍茶 產製技術 已在 2018 年技術移轉授權給東大茶莊
授權期限三年

電話  049-2582-056 傳真  049-2582-461 Email — DDT664@hotmail.com
南投縣名間鄉三崙村名松路二段 664 號 1 樓  

    No.664, Sec. 2, Mingsong Rd., Mingji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145

124㑢卲庤㘷蟭㏣
坪林清淨茶園已傳至第六代 茶園曾於 2017 年於 新北市優質美人茶比賽 奪得美人茶王殊榮
今年第五代蘇文松與兒子蘇冠軒聯手 再奪金拿下 美人茶王

電話  02-2665-8108 傳真  02- 2665-7122 Email — jgueen@hotmail.com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八段 381 號 1 樓

    1F., No. 381, Sec. 8, Beiyi Rd., Pinglin Dist., New Taipei City 232

126卅뉃艨⚍劕ꮺ⪬⺶
電話  03- 3882-556 傳真  03-3874-938
Email — apurple2002@yahoo.com.tw
桃園市大溪區勝利街 2-2 號 1 樓

    1F., No. 2-2, Shengli St., Daxi Dist., Taoyuan City 335

130聁ⷈ㏔갿劕ꮺ⪬⺶�
專業進口各國茶原料
OEM ODM 研發拼配與包裝
以穩定的品質與實惠價格提供客戶指定產地專用茶  

電話 02-8228-1959 傳真  02-8228-1969
Email — opro.intl@msa.hinet.net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10 號 B1-3
    No. 110-B1-3, Sec. 3, Zhongshan Rd., Zh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5

131簣ㄼ⚕噻劕ꮺ⪬⺶ TONG SHII INDUSTRIAL CO.,LTD.

統喜企業有限公司 (1993 年成立 ) 前身由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上土地銀行緊鄰的成芳茗茶 (1980 年成
立 ) 開始 1993 年有感於國內泡沫紅茶興起 乃投入較多的人力 物力 財力等積極研發冷飲茶配方
與國內外多家茶飲料公司合作開發新產品 提供優質的原物料供應服務 至今已逾二十餘年 在業界廣
受好評 現由張連發茶博士領軍 ( 經歷 : 前臺灣省凍頂工作站主任 前臺灣茶協會理事長 前桃園縣茶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 建構強大陣容團隊及合作夥伴 策略聯盟 以及產 製 銷各領域的優勢 將臺
灣茶推向國際舞臺 開創新的格局

電話  03-4884-168 傳真  03-4784-688 Email — ton.hsi@msa.hinet.net
網站  www.tongshii.com.tw
桃園市楊梅區楊湖路一段 194 巷 1 號

    No.1,Ln.194,Sec.1,Yanghu Rd.,Yangmei Dist.,Taoyuan City 326

132匯做趵椝蟭噻劕ꮺ⪬⺶ EAST ZANG YU TEA CO.,LTD.

東方藏玉茶業獲頒 ( 三冠茶王 ) 殊榮 :
全方位冠軍茶葉工藝 ~ 囊括製茶技術競賽冠軍 焙茶技術競賽冠軍 茶葉品質競賽冠軍 歷經
世代優質傳承 豐富經驗的累積 堅持高品質的品管 延續東方藏玉茶業的長久發展

電話  049-2752-440 傳真  049-2754-869 Email — etea5888@gmail.com  
網址  www.etea.tw
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三段 43 號 

    No.43,Sec.3,Zhong Zkeng Rd.,Lugu Township,Nantou County 558

127 薍蟭㷞噻劕ꮺ⪬⺶ DANCING TEA CO., LTD.

舞茶實業由百年種茶 製茶家族的第四代成立經營 以茶葉的多元加工為本 希望能讓茶葉有更
多的應用及出路 舞茶工廠符合 FSSC 22000 (ISO 22000 HACCP) 驗證並獲主要通路稽核合格
另有慈心 / 采園有機加工 雙潔淨標章及 HALAL 產品驗證 是您爭取大客戶訂單的好夥伴 歡
迎合作內外銷

電話  02-8976-9725 傳真  02-8976-9591 Email —  vivian@dancing-tea.com.tw
網站  www.dancing-tea.com.tw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 8 號 5 樓之 11  

    5F.-11, No.8, Sec.1, Zhongxing Rd., Wugu Dist., New Taipei City 24872

128론滐㏔갿劕ꮺ⪬⺶ FOR HOPE INTERNATIONAL CO., LTD.

本公司從事食品加工製造迄今已十餘年 以品質為基礎 專業技術為導向 市場接納性為圭臬
等原則下 積極針對食品特性進行深入研究與剖析 而為確保食品安全 工廠更通過 HACCP
ISO22000 兩項國際食品安全認證 提供顧客更有保障的專業服務

電話  03-3543-470 傳真  03-3542-921 Email — for.hope@msa.hinet.net
網站  www.forhopetea.com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一段 394 巷 57 號

    No. 57, Ln. 394, Sec. 1, Haishan Rd., Luzhu Dist., Taoyuan City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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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璇珞參璇䪫劕ꮺ⪬⺶ KLUB TECHNOLOGY CO., LTD.

科祿柏 KLub 致力以現代科技演繹傳統茶藝 從 2005 年開發世界第一臺萃茶機 Teapresso 到
現今的全自動鮮茶機 飲品製作朝向標準化 多元化 商業化 現代化 以臺灣茶葉為基礎 結合
科祿柏專業茶科技 將臺灣茶飲文化走出去 拓展至全世界 讓茶飲可以 貫穿古今 橫跨東西
開創 跨界茶飲 新紀元

電話  03-3128-516 傳真  03-3128-768 Email — mt01@klubcom.tw
網站 www.klubtech.com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66 號 3 樓之 3  

   3F, -3, No. 66, Sec. 2, Nankang Rd., Luzhu Dist., Taoyuan City 33855

134螨恥㝙┬㏔갿蟭噻艨⚍劕ꮺ⪬⺶
1996 年董事長李玉惜原為茶葉包裝設計風格而立名 茗滿天下 於 2006 年與茶葉相關產業
結盟 秉持將臺灣茶推向國際理念申請商標註冊 以企業管理方式和茶農簽訂合作合約 傳承多
年的烘焙技術以及對茶的熱忱 嚴選高山茶葉產區 堅持挑選優質安全的好茶 加以獨家烘焙去
蕪存菁 達到茶葉氣清直醇之境界 每批茶葉通過臺茶檢驗公司歐盟權威測試機構 德國 TUV
杜夫萊因 之驗證 讓顧客真正喝到安全又安心頂級好茶

電話  049-2641-777 傳真  049-2642-777 Email — totw99@gmail.com 
QQ— 1368904681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386 之 6 號
    No. 386-6, Sec. 3, Jishan Rd., Zhusha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557 

135⯈鬕ꯗ煝蟭劕ꮺ⪬⺶
於民國 100 年 4 月 8 日至今已經約 9 年 時光飛快在九年的時光中 從只是小小的工作室模式
以教學為主 李老師主要以教茶學 茶藝為主 有關茶葉製造 茶樹的生長 茶葉保存等
老師除教學外 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製茶 焙茶 每年臺灣春季及冬季的烏龍茶極少數的包種茶
紅茶 白茶 大部分以生態有機茶為主  除臺灣外還在雲南 廣東 福建 廣西  江西製造各種
茶種 如烏龍茶 綠茶 紅茶 單欉 普洱茶等

電話  02-8512-2356 Email — yua886@hotmail.com
新北市三重區永順里永福街 111 巷 40 弄 6 號 1 樓

    11F., No. 6, Aly. 40, Ln. 111, Yongfu St., San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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