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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烏龍茶苗自武夷山移植到臺灣開始，這個長只有400公里，寬150公里，高
度約4,000公尺的寶島臺灣，就註定跟臺灣茶化不開的緣份。臺灣茶歷經百年，

全盛時期不論包種茶、烏龍茶、紅茶、綠茶 其出口外匯皆高達50%以上，堪稱臺灣第
一名。在那南糖北茶的時代裡，臺茶以出口為導向。所有的茶葉運到北部後，由大稻
埕的茶商精製加工出口外銷。就因為茶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得當年臺灣巡府劉銘傳在
1889年下令成立茶郊永和興，其目的就是希望茶商能永遠和諧興盛，茶人共同一心發
揚臺灣之光—臺灣茶。
茶郊永和興在歷經清朝、日據時代及民國年間，因執政者不同被要求更名，一直到
1949年這個以同業公會組成的民間組織，定名為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屈指數來，
茶商公會要歡度120歲了。


這120年來，前輩茶人的胼手胝足，勤奮刻苦，才有當年茶產業的耀眼成績，就如同
時下讓人欣羨的電子業。當年茶人與財富幾乎劃上等號，分不清是作茶有錢，還是有
錢作茶。也就是前輩的努力，才有茶商公會大樓及公會的百年文物及聲望。雖然這十
幾年來，因政府「還茶與農」的政策，使得產、製、銷不再分工，讓茶產業出口日漸
式微。又因國人經濟所得增加，臺茶從外銷為主轉為內需市場，造就目前品牌林立的
新生態。
佛說：「煩惱即菩提。」在煩惱中我們才會想要突破現狀，出離煩惱苦。又所謂「當
上帝關了一扇門，也會幫你開一扇窗。」茶產業也許榮景不再成為所謂的傳統產業。
當下的茶人更須因應時代潮流，以更精緻、更高檔的茶葉，用臺灣的在地文化及故事
行銷將茶葉品牌化，從本地進而推廣至全世界。以臺灣茶獨特的香氣，醇香的回甘口
感，精湛的研發技術，茶人視茶如命的感情，及茶郊媽祖的保佑下，這個全臺灣歷史
最久的公會，一定會再帶領茶人迎接臺灣茶的另一個美麗豐收的春天。

第14屆理事長
2009.11.8（農9月22日）

Preface : 120th Anniversary

During this 120 year period the hard work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created a flourishing industry
that was once the envy of Taiwan, much like today's electronics industry. Tea became so fully
synonymous with wealth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see whether tea people had become wealthy or
wealthy people had decided to make tea. It was also the hard work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that have left us with the current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building and over a century's
worth of historical association records and prestige. In 1980 the government revised its tea policy
ending the historically used tea licensing law and freeing farmer to grow, manufacture, and sell tea
themselves. Under this so called “Give Tea Back to the Farmers” policy tea exports have fallen year
by year. At the same time Taiwan's own economic situation has improved and booming domestic
tea activities have turned tea from an export oriented business to a domestically oriented business,
giving rise to the numerous domestic tea brands which make up the current Taiwanese tea market.
The Buddha said, “Difficulty teaches wisdom.”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y we think of innovative
means to break out of our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also said that “when God closes a door he will
help you open a window.” Perhaps Taiwan's tea industry can no longer prosper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Today's tea industry needs to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The industry needs to focus on
higher end products and utilize images and stories from Taiwanese culture to create recognizably
Taiwanese brands which can compete in the world market. With the unique fragrance, flavor,
and aftertaste of Taiwanese tea, Taiwan's unexcell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e
passionate love that Taiwan's tea people hold for tea, and the blessings of the Goddess Matsu,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Taiwan's oldest trade organization, will definitely lead Taiwan's
tea industry into a new season of renewed vitality.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14th Chairman,

Kao, I-Fang (Yvonne)
November 8, 2009

週年
120

As political power mov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 the Japanese and later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the association was asked by the various governments to change its name
several times. Finally, in 1949, by government decree this independently organized association of
tea merchants to take on its current name,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After this long
historic journey, it is now time to celebrate the association's 120th anniversary.

茶郊媽祖

rom the moment that the first tea tree seedling was transplanted from Fujian Province's
Wuyi mountain to the 400 kilometer long, 150 kilometer wide, 4000 meter high island of
Taiwan, the fates of tea and Taiwan becam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tea
trade's 100 year heyday, total tea exports, including green tea,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reached
a high point of more than 50% of Taiwan's total export income.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tea was
Taiwan's number one foreign exchange earner. The saying at the time was “sugar from the south
and tea from the north” with tea clearly holding the lead position. The tea business at the time
was almost entirely export oriented. All of the island's roughly produced tea was shipped north to
Taipei's Da Daocheng district where Taipei's tea merchants did the final refining of the tea then
and exported it. Business was booming. It was this boom in the tea trade that led Taiwan governor
Liu Ming-Chuan to form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ontinued Peaceful Prosperity of the Tea Trade”
in 1889. The association's goal was to bring together Taiwan's tea merchants to cooperatively
promote Taiwanese tea, the prid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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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公會120歲了，百年來茶產業的風光讓茶人深以為傲，身為當年遠自福建安溪到大稻
埕一帶落腳的茶人後代及百年公會首任女理事長，自然感觸良多。
茶人前輩的努力及團結造就茶產業的璀璨歷史，隨時代的變遷，茶人正走在不同以往的
路，深深期許我茶人齊心戮力，讓茶產業再現百年風華，再造顛峰。
理事長

高毅芳敬賀（明山茶業）

2009年11月8日本會120周年慶典，全體會員無不歡欣鼓舞地來慶祝，並在祭拜媽祖及擲茭
競爭新年新爐主呢！
1960年入茶界迄今，我身歷及見證，公會外銷100周年慶的驕傲與榮耀，也參與110年慶的
感恩祭典，坦白說人、事變化很大，唯有媽祖的賜福及會員間的和諧未變。
迎接120年慶，我想告訴同業們，當年1960年代，我們以“沙坑茶業工廠”入會，迎合臺茶
外銷拚鬥賺匯時代；1980年後改以“惠美壽茶業公司”入會，接受外銷轉內需的變化。茶
專業世代延續，恪守公會會員職責，求存活也為臺茶努力著。


謹以感恩心祝福公會生日快樂！更祈恭奉的媽祖時時佑我們會員平安賺錢，臺茶前途無量。
顧問

黃正敏敬賀（惠美壽）

從
外銷創匯到禪藝百家，繽彩奪目、已二甲子。
願
喜茶、禮茶、生活茶，引領風騷、再造風華。
顧問

王連源敬賀（有記名茶）

回顧超越一世紀的日子，先輩們投注畢生心力創建的臺北市茶商公會，積極扮演著政策建
言、政令推廣、團結同業及開拓市場等重要角色。
今欣逢公會120週年慶典，滿懷感激外更祝福公會「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引領茶業開拓先
河」，再造創世紀風華。
顧問

王端鎧敬賀（嶢陽茶行）

今年正逢茶郊媽祖120週年慶，首先要感恩茶業界的先進們無私的奉獻犧牲，更要感恩茶
郊媽祖的保佑，才有公會今天的永續傳承。
120年的公會是屬於大家的，願大家互相鼓勵，互相切磋，團結一至不分你我，大家一起提
昇、一起成就，把臺灣茶推廣到全世界；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更是烏龍茶的世紀。
常務監事

黃景漳敬賀（聖樺實業）

常務理事

吳元鑫敬賀（臺灣農林）

今天，我們看見茶葉在臺灣近代發展中重要的一面，
也看見茶郊媽祖在臺茶發展中凝聚的無限力量，
更看見許多前輩無私奉獻努力付出才有的成果，
未來，我們要讓所有人看見臺茶更亮麗豐碩的果實。

常務理事 邱愛英敬賀（靚心茶業）

茶郊媽祖

臺北茶人情義立
二輪甲子逾世紀
永保安康千萬億

祝福的話

二甲子的歲月是許多茶業先進奉獻心力與智慧才奠立今日的發展。
輩茶人在這珍貴的歷史時刻，深感榮幸與感佩。
對未來茶業的傳承使命，只能更加努力。大家加油吧！

發揚茶葉齊努力
茶郊媽祖慈悲意
世代怡和皆如玉

理事

吳立文敬賀（臺香商行）

週年
120

願公會會員大眾，永世昌盛

感謝茶商公會成立以來，不遺餘力的推廣茶葉文化，才能讓臺灣茶葉名楊國際。由於公會
許多前輩的努力，我們才能享受現在公會供的服務，在此感謝歷屆公會前輩的付出！得翔
商號黃健益祝福臺北市茶商公會120周年慶圓滿成功。
理事

黃健益敬賀（得翔商號）

很高興能參與公會120週年慶，祈願，茶商公會能帶領我們再邁向另一新茶時代，開創茶
商業高峰！
理事

陳湯齡娜敬賀（廣方圓）

時代一直在變，不變的是傳承了超過一百二十年的臺茶文化。我們期許未來更多的
一百二十年，臺北茶人仍能秉持先輩們的精神，開啟新局，讓臺灣茶業繼續飄香。
理事

李明政敬賀（振信茗茶）

臺北市茶商公會敬供 茶郊媽祖已成為百年來茶界同業勤奮工作之信仰中心與精神寄託之
所在。
茶郊媽祖，今餘一甲子時間以保佑茶商公會與茶商同業生意興隆，已成茶人感恩圖報之精
神佳話。
茶郊媽祖於農曆九月二十二日祭典之日，勤馥實業（茗窖茶莊）以秉持茶人精神，恭向 茶
郊聖母之聖誕祭典圓滿。
監事

黃慶璋敬賀（茗窖茶莊）



沿革
Association History

寄予愛茶人
文◎許賢瑤

「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予
愛茶人。」茶，串連天地慧黠的靈氣，在不同的文化
之間分享著彼此的感動。茶之所以能流布世界，茶商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走在遙遠絲路的茶馬
古道，航行於「茶郊媽祖」守護的遠洋惡水，將
茶山上的好茶寄于各地的愛茶人。
臺灣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半發酵茶區，茶種
自福建安溪而來，從一八六六年英人在臺設德
克洋行，臺灣茶開始採買運送海外，「臺灣茶業」
成為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並以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ng Tea的名號闖出名號，「椪風茶」還被英國女皇御賜為「東方美人」。自晚清

10

開港，臺茶年產兩萬多噸，約佔全球烏龍茶產量的一半，歷經日本及國民政府初期，
茶葉始終佔臺灣外銷創匯的首位。

一、茶郊永和興
正當臺灣茶業正興起發展階段，卻發生不肖業
者以唐山茶假冒臺茶之名，或以粗製濫造之茶攙假
作偽，企圖魚目混珠來博取厚利。當時臺灣巡撫劉
銘傳為了防止這種弊端，維護臺灣茶的聲譽，先將
負責興販的茶行集中在大稻埕，並集合各茶行組成
「茶郊永和興」。茶郊永和興規約留下這段苦口婆
心的話：
2

「竊惟財物之流通，國史編貨殖之傳，奇袤有
禁，周禮重司市之官。矧茶業係洋商之貿易，宜作

規約垂于永遠，表忠信於國外，圖東瀛之富盛。我淡水之茶業日昌，商船日繁，綠乳
浮甌，見重於泰西各國，瓊花凝盌，馳名於印度之洋。今也物產滋豐，財源益開，然
人雖多而善惡不一，物愈盛則弊害漸生，或以偽物冒名而謀奇利，或混合粉末企為射
利，遂致誤及大局。爰集同業，共議規約，設禁例，一新舊習，無貽罔利之誚，同心
共濟，翼杜利之端，名曰永和，茶業興隆之佳兆也，前途將生好機，而洋洋日近。大
稻埕之貿易潮流公平，滬尾船舶，當如雲霞之集焉。」
➊ 茶郊媽祖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茶郊永和興」正式創立，期許會員能同心共濟，

➋ 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位的
杜絕私利，共謀茶業之興隆。＜茶郊永和興規約＞主旨為：（一） 矯正秤量上的狡詐
1889年，本公會「茶郊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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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創立。

1

業者提出訴訟（五）對製茶職工之疾病死亡施以救濟。「茶郊永和興」是烏龍茶商的
團體，而包種茶商的團體為「舖家金協和」。

二、臺北茶商公會
沿革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之後，臺灣改隸日本統

茶郊媽祖

治，日本為保護本國綠茶的國際市場，不允許殖
民地產業與母國發生競爭關係，於是開始抑制
臺灣烏龍茶的外銷，並由印度阿薩姆引進大葉

週年
120

種茶樹，開發臺灣紅茶事業。
「茶飯好吃」，高資厚、利潤高，不肖商
人利之所趨，竟將粗劣茶混入本地之茶，再輸
出美國、日本。此時烏龍茶的主要銷售國美國發
布禁止輸入粗劣茶的條例，致使清朝的粗劣茶頓失銷
3

路。而茶郊永和興的設立，原本希望促使業者和親共益，

11

但由於茶人水準參差不齊，內部經常滋生紛擾。日本政府為遏止此等頻生之弊風，於
一八九七年下令改組為 「臺灣茶商公會」，並改選幹部以勵行規約。並於一八九八
年（明治三十一年） 頒布 ＜臺灣茶業取締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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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區域即大稻埕、城內與艋舺。
到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由於板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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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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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認
可，名稱仍為「臺北茶商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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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會的會員包括茶館、茶棧、茶販人、經手人等。

三、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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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會務的範圍從臺
北州擴大至新竹州，為真正名符其實的全臺灣的茶業公會，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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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宗旨並未
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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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➌ 1898臺北茶商公會
➍ 1918福岡市九州沖繩物產共進
會臺灣烏龍茶喫茶店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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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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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改
組為「臺灣茶商公會」。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管
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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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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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➊ 181年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
之幹部及職員合影於會長陳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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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駿（前排中立者）之圓山別裝
➋ 茶葉比賽評鑑

省政府農林處檢驗局接收，公會不再辦理茶葉檢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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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igins of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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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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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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H o w e v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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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

4
➍➎➏ association's pub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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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Taiwan Tea Industry

臺茶史略
文◎許賢瑤
➊ 0年代的採茶姑娘
➋ 臺灣茶外銷世界各地分佈圖

一、臺茶的起源
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雨量充沛，產茶地區之土質為富含鐵質成分之
黏質壤土，最適合茶樹之生育。十七世紀荷蘭統治臺灣時，已發現野生茶
樹，此即清代文獻所謂的山茶，之後，日本統治臺灣，也曾對
臺灣的野生茶樹進行調查，並用來試製紅茶。臺灣人工栽培茶
樹，依目前找到的茶園杜賣契約文書來看，至遲在清朝乾岩膠
（十八世紀末葉），已在今日深坑與木柵一帶進行，推翻過去連
橫所說，在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由柯朝攜回武夷茶種子在
魚坑（今臺北縣瑞芳 魚里一帶）開始種植傳播。而在清朝道光年間
（1921∼1850），已有商人將石碇、文山一帶生產的毛茶（粗製茶）

16

運往福州售賣，所謂1861年怡和洋行已在臺北購買茶葉，載運出口，
或許就是指石碇、文山一帶的粗製茶，也說不定。
臺灣之製茶，始於1860年開港通商之後。1865年英商John Dodd來臺
灣調查樟腦事業，卻認為茶業的經營較易成功，先是在雞籠與艋舺西南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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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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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收購茶葉，並在澳門試賣成功，於是透過買辦李春

茶郊媽祖

3

生借貸資金給農民，並從廈門（一說從安溪）引進茶樹
枝條，擴大茶樹栽培。Dodd先在艋舺從事小規模的經
營，隨後在大稻埕擴大生產，1869年將製成的烏龍茶
213,100斤由淡水直輸紐約銷售，大受歡迎，從而打開
臺茶的國際知名度，並吸引外商與福建茶商陸續前來

17

臺北設行從事茶葉生意，臺灣茶業自此興起，且一躍成
為臺灣_部首要產業，也是促使臺灣經濟、政治重心北移的
重要因素。

6

➌ 0年代茶山採茶
➍ 0年代戶外萎凋
➎ 民國3年文山區採茶競賽頒
獎典禮
➏ 臺茶商業肇始者—李春生

7

8

➐ 一九一五年美國慶祝巴拿馬運
河開通太平洋，在舊金山舉
辦國際紀念博覽會，以優良
獎證書頒與烏龍茶出品者。
➑ 191爪哇三寶隴舉辦殖民博
覽會，臺北茶商公會出品的
烏龍茶、包種茶獲頒殊榮。
➒ 明治四十四年，臺北茶商公
會參加包種茶比賽紀念賞獎

9

10

➓ 1911義大利ToRino 舉辦國
際工業勞工博覽會，臺北茶
商公會出品的茶榮獲第一大
獎，此為獲獎證書。

1

二、臺灣烏龍茶
烏龍茶是臺灣最早製造的茶葉，可以說是臺灣茶葉的始祖，也
是臺灣在世界上最出名的茶葉。臺灣烏龍茶的製法雖由福建傳來，
但經臺灣茶業專家精心研究、改良技術，變成具有獨特香氣與高尚
風味的世界最優秀之茶。
臺灣烏龍茶的輸出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戰前主要市場為美國、

18

2

英國，其次為澳洲、加拿大、香港等地。自1893年至1918年間，輸

出量約在700∼900萬公斤。1918年後，由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印度、錫蘭紅茶傾銷美
國，輸出量逐漸走入下坡，甚至1945年日本戰敗離臺當年，竟全無輸出。戰後，業者
雖不斷努力，企圖挽回國外市場，1949年輸出量一度達100萬公斤，主要市場仍為美
國、英國，但之後輸出量又開始銳減，直到1980年大量輸出日本後，輸出量才又回復
至100萬公斤以上，1986年且高達520多萬公斤，之後又下降為430萬公斤。

➊ 30年代茶農採茶
➋ 烏龍茶包裝
➌➍ 日據時代外銷的臺灣烏龍
茶、紅茶海報

3

4

2

三 臺灣包種茶
包種茶與烏龍茶同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半發酵
茶，是現今臺灣主流的茶葉，目前所謂的凍頂烏龍茶、

產業史

高山茶、鐵觀音茶等，大抵只在外形（半球形、球形）與
文山包種茶（條形）有所不同，實質上均屬輕發酵的包種

臺灣之製造包種茶源於1872年下半年大稻埕烏龍茶滯銷，
乃送至福州，賦予花香，改製而成（花香包種茶）。之後，188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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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即有福建茶商前來臺北設立茶廠，專製包種茶。臺灣包種茶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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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前述的烏龍茶（番莊烏龍）並不相同。

製法與

烏龍茶的製法同樣係自對岸福建傳來，與烏龍茶稍有不同之處，在其發酵程度較輕。
臺灣包種茶最初均以形狀粗大之烏龍茶作為原料茶（粗製茶），1912年以後開始製造
包種原料茶，品質大為提升，1921年左右 ，又有無花香包種茶的發明。
臺灣包種茶的市場最初是在華僑最多的南洋各地，爪哇（今印尼）居首位，其次
是暹羅（泰國）、法屬越南、英領海峽殖民地、菲律賓等地。自1881年開始輸出以

19

來，至1926年達530萬公斤，首度超越烏龍茶。1930年中日戰爭以後，由於華僑的抵
制與爪哇的提高關稅，主要市場轉至滿洲（中國東北）、華北，1944年輸出量達730
萬公斤，係歷年最高紀錄。戰後，中國政權易主，印尼政府親共，臺灣包種茶也絕跡
此兩大市場，年輸出量平均在100∼200萬公斤之間游走，主要市場變為泰國、香港、
琉球，1970年起美國、1979年起日本
（取代琉球）成為最重要銷售地，1989
年輸出恢復至490萬公斤，近年又逐漸
下降至200餘萬公斤。

6

➎ 包種茶四兩包茶紙
➏ 小包裝茉莉花茶 紙盒
7

➐ 包種茶四兩包茶品

20

外銷品牌四兩包，外包裝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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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紅茶
臺灣之製造紅茶是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後， 1903年臺灣總督府在草湳坡（今
桃園埔心）設立製茶試驗場，開始試製紅茶，1906年開始生產，並在1908年輸
出土耳其、俄國。1910年日本臺灣茶株式會社成立，以製造紅茶為主，輸出俄
國，1918年該公司發生財政困難，經營不良，被臺灣拓殖製茶株式會社合併，
臺拓雖擴展紅茶之製造，卻因製造技術欠佳，品質粗劣，不被歡迎，出口量一
直不多。直到1928年三井合名會社設置新式機械製茶廠，極力發展紅茶，臺灣紅

11

茶才逐漸發達起來。
阿薩姆茶種是在1926年被引進臺灣，試種於南投魚池，總督府在此地設立紅茶試
驗所，開始計劃臺灣阿薩姆紅茶之生產。之後，日本許多茶業公司即前來投資開拓阿
薩姆種茶園，並設新式紅茶製造工廠。1933年又有東邦紅茶株式會社郭少三氏自泰國
清邁叢林山區攜回優良紅茶品種禪種，種植於埔里，設立禪種茶園，生產禪種紅茶。
1930年世界紅茶主要生產國家印度、錫蘭、爪哇相互協定限制生產，1933年又聯
合締結限制輸出，遂予臺灣紅茶竄起機會。1934年臺灣紅茶之輸出一躍而達329萬公
斤，和烏龍茶、包種茶鼎足而立，此後出口量便超越烏龍茶、包種茶。1937年輸出量
達580萬公斤，是戰前歷年最高紀錄。戰前的主要市場除日本外，尚有美國、英國、
香港及滿洲。
戰後至1984年止，輸出量平均保持在200-300萬公斤以上，有時高達400-500萬公 ➓ 日據時代臺灣茶外銷世界分布圖
斤，1985年以後輸出逐年減少，在100萬公斤以下，近幾年則幾乎沒有出口，反而大 ⓫ 紅茶小包裝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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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進口。戰後的主要市場，初期為美國、智利、日本、英國、
荷蘭、德國等，後來則菲律賓、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國取代
了智利。

五、臺灣綠茶
臺灣之製造綠茶亦始於日本時代，主要供在臺日人
飲用，遲至1919年始有出口，但數量微不足道。
臺灣綠茶之發展是在戰後，首先，1948年引進中
國炒菁綠茶（珍眉、珠茶）製法，次年1949年即有
近120萬公斤輸出北非，開展臺灣綠茶在北非的市
場。三年後1952年，輸出量增為四倍達615萬公
斤，超越其他各種茶類；1963年再增至627萬公
斤，佔該年臺茶總輸出量46%。臺灣炒菁綠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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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在北非的摩洛哥、利比亞、阿爾及
利亞、突尼西亞及西亞的阿富汗等國，可惜

到1986年左右被中國所奪，影響巨大。
另外，1965年左右又引進日本蒸菁綠茶（煎茶）製造技術及
機器設備，開始製造煎茶銷往日本。煎茶輸日本數量由初期（1965-1968）約100
萬至300萬公斤，逐漸增加至700萬公斤以上，1973年更高達1,200萬公斤，製造煎茶
工廠達120家，此一時期為臺灣煎茶外銷日本的黃金時代。之後由於日人轉為風行
飲用烏龍茶，日商亦在中國投資生產煎茶運回日本銷售，於是輸出量逐年下降，至
1990年以後，減至100萬公斤以下。
綠茶在1961年至1983年約佔臺茶總輸出量的60-80%，是此時期臺灣外銷最主要的
茶葉。

➊ 品飲紅茶的臺灣佳麗
➋ 昭和1年大東亞戰爭資源
展覽會
➌➍➎ 參加日本展售會
➏ 木製紅茶包裝盒
2

3

六、由外銷轉為內銷
1980年以前，臺灣茶葉大抵以外銷為主，1980年以後，由於臺幣升值，茶葉生產
與製造勞力缺乏，工資高漲，臺茶逐漸喪失外銷競爭能力，出口量在1987年降為780

1980年左右，臺灣經濟轉趨富裕，飲茶人口大增，再加上茶藝文化的推展，臺灣

興起，亦促使業者開始以內銷為經營目標，演變成今日臺灣茶葉由外銷轉為內銷之局
面，今日總產量約2,100萬公斤的茶，90%已用來內銷。

茶為主）以為原料。進口茶葉1985年僅為310萬公斤左右，1994年突破1,000萬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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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89年臺灣罐（盒）裝飲料茶興起，開始大量進口茶葉（以紅茶、茉莉花

茶郊媽祖

消費者開始講求飲茶之道，注重茶葉品質，如此，不但促成中南部凍頂茶與高山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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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公斤，到2000年只剩300萬公斤左右，約為高峰期（1973年）的10%而已。

2003年高達1,850萬公斤左右。主要從越南、中國、錫蘭、印尼等國進口，其中大部分
又來自以臺商為主的越南。
另外，一九八九年臺灣罐 (盒) 裝飲料茶興起，開始大量進口茶葉 (以紅茶、茉莉
花茶為主)以為原料。進口茶葉一九八五年僅為三一○萬公斤左右，一九九四年達最
高峰為一、○○○多萬公斤。近年來則維持在七、八百萬公斤左右。主要來自越南、
錫蘭、印尼等熱帶國家，其中80%又來自以臺商為主之越南。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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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20 Year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Taiwan's tea plants originally came from Fujian, but in Taiwan methods of production
were continually improved and new tea varietals were continually develop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Taiwanese tea became known world
wide.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the association's members, the tea trade became
Taiwan's number one export earner, a distinction it held until 1970. The tea trade
brought prosperity to northern Taiwan's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areas and form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aipei's bustling Da Daocheng district. The association
currently has 80 members, including both new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who have
maintained membership for five generations. Cooperation among association members
is harmonious and association business is conducted smoothly and orderly. For 1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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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am black tea
imported from India

the association has maintained the unbroken annual tradition of electing a member to
present incense to the same statue of Matsu first enshrined in 1889. No other industry in
Taiwan can claim such a history.
I n 1 9 8 0 t h e Ta i w a n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Return Tea to the Farmer”
policy replacing the former
“Tea Producers Licensing
Law.” Under the licensing
l a w, t e a p r o d u c t i o n w a s
been split between farmers
who grew the tea, local tea
processing plants that did the initial processing, and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who did
the final processing and exporting of the tea. Under the 1980 policy farmers could not
only grow tea, but could process and sell the tea themselves tax free. The chain linking
tea farmers, tea processors, and tea merchants was broken, and the tea business was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farmers. Because of this government policy, Taiwanese tea exports have
continually fallen and tea import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omestically it has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ea merchants to compete against direct tea sales by tea farmers,
and the market is now dominated by numerous small tea farms and small retail tea shops.
The Taipei Tea Merchants Association will continue to put its efforts into eductating its
membership, includ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ea knowledge, tea skill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will continue to build its understand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ea
production, and continue to research the tea markets in tea consuming nations. Further,
the association will actively lobby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Taiwan Tea Industry
Sustainable Management Poli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aiwan's
tea industry.

茶郊媽祖典故

之前，這段期間，貿易幾乎全以大陸為對象，於是在臺灣海岸靠近港口的城鎮，如臺
南、北港、鹿港、臺北、以及澎湖馬公等，便出現許多進出口商或大批發商在從事兩

「行郊」。 早期成立的郊，以貿易地作為郊名的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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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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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郊、茶郊等，有如今日的同業公會。

茶郊媽祖

岸的貿易。這些進出口商或大批發商組織的聯合團體，一般稱為「郊」、「郊行」或

產業史

臺灣從一六八三年由清朝統治，至一八六○年天津、北京條約臺灣開放通商口埠

媽祖乃是航海安全的守護神，包括茶郊在內的早期行郊多和海上行船貿易相關，
商業上的損益全在海上，因此，各郊均供奉航海守護神媽祖祈求航海安全。尤其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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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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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稱為
「茶郊聖母」）為茶商守護神，每年擲筊選出爐主（初期稱「頭家」），同時將媽祖
移至新爐主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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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七年公會新大樓落成後，茶郊
媽祖金身就一直供奉在甘谷街茶商大樓媽祖廳。並訂農曆九
月二十二日（配合茶神陸羽生日）為媽祖祭典，以象徵茶人
感恩圖報之精神，並指引茶人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媽祖早年出巡盛況

25

茶郊媽祖祭典
每年農曆九月二十二日公會按往例舉行茶郊媽祖祭典並由爐主擲筊選出新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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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主

副爐主

爐主

副爐主

蔡阿田

許沛鎰、李團居

王國來

謝建裕、詹益彬

爐主

副爐主

爐主

副爐主

王敏超

戴漢池、林泰山

吳立文

邱愛英、蔡三奇

爐主

副爐主

爐主

副爐主

李勝進

許潼堅、黃健益

吳芳洲

姚雪娥、王端鎧

爐主

副爐主

爐主

副爐主

高秀成

高毅芳、林茂森

吳立文

林日昇、謝建裕

爐主

副爐主

姚雪娥

邱愛英、吳芳洲

產業史
茶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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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郊媽祖分靈
坪林鄉梁鄉長向媽祖擲茭應允，於90年5月分靈至坪林鄉供奉安座於茶博館生態園
區。91年∼93年每年五月底坪林鄉連續3年舉行「坪林茶郊媽祖回娘家」活動動員
800∼1000人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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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臺灣特色茶
Getting to Know
Taiwan's Specialty Teas

認識臺灣特色茶
文◎茶業改良場

市面上所見茶的名稱非常多，但綜合起來不外是綠茶、文山包種茶、半球型包
種茶、高山茶、鐵觀音茶、白毫烏龍茶和紅茶等茶類。這些茶類各有其特色，簡述
如下：

1 綠茶
是一種不發酵茶，在製造過程中通常採用不萎凋不發酵直接進行炒菁。其中一種
生產於臺北縣三峽茶區的「龍井茶」係以內銷為主。綠茶生產於桃園、新竹、苗
栗及臺北縣等茶區為主。煎茶或龍井茶的茶葉外型似劍片狀，茶湯翠綠顯黃，滋
味活潑，有清新爽口感。
30

1
➊ 綠茶（龍井）
➋ 文山包種茶

2 文山包種茶
文山包種茶產於臺灣北部山區鄰近烏來風景區，
以臺北縣坪林、石碇、新店所產最負盛名。文山
包種茶要求外觀呈條索狀，色澤翠綠，水色蜜綠
鮮豔略帶金黃，香氣清香幽雅似花香，滋味甘醇
滑潤帶活性。此類茶著重香氣，香氣愈濃郁品質
愈高級。

2

認識臺灣特色茶
茶郊媽祖

3

以凍頂茶聞名國內外，凍頂茶原產於中南部鄰近溪頭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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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球型包種茶
風景區

（海拔500∼800公尺山區），近年來已擴展至南投縣

名間鄉、

竹山鎮等茶區及臺灣各茶區均產製半球型包種茶。此類茶因

製造過程經

過布球揉捻（團揉），外觀緊結成半球型，色澤墨綠，水色

金黃亮麗，

香氣濃郁，滋味醇厚甘韻足，飲後回韻無窮，是香氣與滋味並重的臺灣特色茶。
31
➌ 凍頂茶

4 鐵觀音茶

➍ 鐵觀音茶

屬部份發酵茶，其製法與半球型包種茶類似，惟其特點即
是茶葉經初焙未足乾時，將茶葉用方形布塊包裹，揉成球狀
形，並輕輕用手在布包外轉動揉捻。並將布球茶包放入「文
火」的焙籠上慢慢烘焙，使茶葉形狀曲彎緊結，如此反覆進
行焙揉，茶中成分藉焙火之溫度轉化其香與味，經多次沖泡仍
芬香甘醇而有回韻。水色琥珀略紅，味濃而醇厚，微澀中帶甘
潤，並有種純和的弱果酸味。尤以鐵觀音品種製造為上品，主
要生產於臺北市木柵茶區及臺北縣石門鄉茶區。

4

5

5 白毫烏龍茶（椪風茶或東方美人）
白毫烏龍茶為臺灣名茶中之名茶，全世界僅臺灣產製，由採自受茶小綠葉蟬刺吸
之青心大冇幼嫩茶芽，經手工攪拌控制發酵，使茶葉產生獨特的蜜糖香或熟果
32

香，為新竹縣北埔、峨眉及苗栗縣頭屋、頭份一帶茶區所產特色茶。白毫烏龍茶
以芽尖帶白毫愈多愈高級而得名。其外觀不重條索緊結，而以白毫顯露，枝葉連
理，白綠黃褐紅相間，猶如朵花為其特色，水色呈橙黃色，具熟果味、蜜糖香，
滋味圓柔醇厚。

6 高山茶
飲茶人士所慣稱的「高山茶」是指海拔1000公尺以上茶園所產製的半球型包種茶
（市面上俗稱烏龍茶）。主要產地為嘉義縣、南投縣內海拔1000~1300公尺新興
茶區，因為高山氣候冷涼，早晚雲霧籠罩，平均日照短，致茶樹芽葉
所含兒茶素類等苦澀成分降低，而茶胺酸及可溶氮等對甘味有貢
獻之成分含量提高，且芽葉柔軟，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
因此高山茶具有色澤翠綠鮮活，滋味甘醇，滑軟，厚重帶
活性，香氣淡雅，水色蜜綠顯黃及耐沖泡等特色。

6

認識臺灣特色茶

7 紅茶
是一種全發酵茶；由中部日月潭地區及花蓮瑞穗
鄉的阿薩姆品種所製成的紅茶，香味特殊，品質
最佳。此外，茶改場在1999年於南投縣魚池茶區
推廣具有天然肉桂香和淡淡薄荷香的臺茶18號，

茶郊媽祖

普受消費者喜愛。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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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➎ 白毫烏龍茶
➏ 高山茶
➐ 紅玉（臺茶18號）
➑ 日據時代，臺茶外銷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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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 Unique Teas
The types of tea produced in Taiwan include green tea, Paochong tea, Oolong
tea and black tea. In recent years, major types of teas produced in Taiwan are
Paochong tea and Oolong tea. Black tea and green tea are minor types.

1 Green tea
It's a non-fermented tea. There's no withering and fermentation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first processing step is panning. There is one kind of green tea, which is
called "Long-Chin tea", which is produced in Sanshiar of Taipei County, especially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for the green tea
are located in Taoyuan, Hsinchu, Miaoli and Taipei Counties
etc. Generally the appearance of Sencha or Long-Chin tea
looks like deep-green sword-blades. The tea liquor color
is pale yellow-green. It has a caller and pointed f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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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nshen Paochong tea
The producing area for the tea is located in northern
mountain areas. Pinlin, Shidin and Hsintien of Taipei
County are famous places for the Wenshen Paochong
tea production. The shape of Wenshen tea is deep-green
curl. The tea is special for its light golden-green liquor
color and fragrant aroma. Its faintly sweet and smoothness taste
1
comforts your throat.

1

3 Semi-ball Type Paochong tea
The tea has a common name, "Dongding Oolong Tea". Its original producing area was
mountain regions, altitude 500 ~ 800 meters, in Luku of Nantou county. Dongding
Oolong tea is unique for its ball-rolling processing step. The made-tea is so tight,
resembling so many semi-balls. The appearance is deep green. The liquor color is
bright golden-yellow. The aroma is heavy. The mellow and thick taste usually
lasts very long in the tongue and throat after drinking the tea.

4 Tieh-Kuan-Yin tea
The tea is partially fermented, with similar processing of semi-ball type
Paochong tea. However, tea leaves are repeatedly rolled to spherical shape.
The tea liquor color is amber, but slightly red. The taste is mellow, thick, sweet
and smooth, but slightly astringent. The flavor of Tieh-Kuan-Yin tea is something
2

認識臺灣特色茶

like that of pure, normal but weak fruit acid. The hometown of Tieh-Kuan-Yin tea
manufacturing is Mutza and Shimen, both located in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White-tip Oolong tea (or "PomFong tea"/
5
"Oriental Beauty tea")

茶郊媽祖
週年
120

It is the most special and famous tea in Taiwan. It is only
produced in Taiwan among other producing countries. Its
processing raw materials are young leaves and tips, which are
sucked by the smaller green leafhopper. The made teas have
unique honey aroma or mature fruit flavor. The more white tips
there are, the more qualities they have. Hence, it's named
White-tip Oolong tea.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of white-tip Oolong
tea are located in Peipu, Omei, Hsinchu County and Touwu,
Toufern, Miaoli Coun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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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igh-mountain Oolong tea

4

The tea commonly is called "high-mountain tea" by drinking
consumers, which is produced at altitude 1000 meters or
above. Its common name is "High-mountain Oolong tea",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are located in newly developed tea gardens
(altitude 1000 ~ 1300 meters) of Chia-I and Nantou counties. It's cold
and there canopy cloudy mists last every day in High Mountain. The average
sunshine period is also short. Tea leaves and buds are tender. The mesophyll is thick and
pectin contents are high. Hence high-mountain teas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lack-green appearance, sweet taste, refined aroma and enduring
brewing etc.

7 Black tea
It's a fully fermented tea. The good quality black tea
is made from Assam tea plants, which are grown in
Puli of Nantou County and Juisui of Hualien County.
Meanwhile, the TRES has propagated and extended the
new cultivar-TTES No. 18 since 1999 in Yuchih, and this
tea smells like natural cinnamon and fresh mint and is pretty
popular among consumers.

5

➊ Wenshen Paochong tea
➋ Tieh-Kuan-Yin tea
➌ White-tip Oolong tea
➍ High-mountain Oolong tea
➎ Oolong tea

茶葉選購及茶葉品飲
文◎茶業改良場

辨別茶葉品質的好壞，一般可利用下列各步驟來簡易快速地研判，以做
為各位在選購時的參考，可免吃虧上當。

1 看茶葉外形
良好的茶葉必需乾燥完全、葉形完整、不能有太多茶
角、茶梗、黃片及其它雜物。而茶葉的條索情形（即指
茶葉揉捻所成的形態）則隨茶葉種類而異，例如龍井呈
劍片狀，文山包種茶呈條型，凍頂茶呈半球型；事實上
36

茶葉的外形只要整齊即可，不必太過於計較。

2 聞茶香
在茶葉未沖泡前，聞聞茶香，藉以分辨是屬於花香或熟
果香，另外也可同時聞聞看有沒有油臭味、焦味、菁臭
味或其它異味。

3 品嚐茶湯的香氣與滋味
茶湯顏色會隨發酵程度及焙火輕重而有所不同，但不論
深或淡，茶湯色一定不能混濁不清或呈灰暗色，必須是
清澈或明亮的才好；至於茶湯滋味也必需湯味醇和，喝
完之後喉頭甘潤的感覺能持久的較好。例如龍井茶湯應
呈明亮的杏綠或是稍帶黃綠色，湯味爽口；文山包種茶
湯色呈明亮蜜綠色，湯味醇和不苦澀；凍頂茶湯色呈清
亮的金黃色，滋味醇厚；椪風茶湯色呈明豔的橙紅色，
湯味帶有天然熟果香或近似蜜糖香。

4 觀察葉底
品嚐茶湯之後，拿起壺中已開展的茶葉（或稱為葉
底），看看色澤、茶芽、老嫩及發酵程度是否適當。例
如龍井葉底應是完整、勻嫩，並呈青翠淡綠色；文山包
種茶的葉底色澤應呈鮮綠色，葉片完整柔嫩。

In general,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quality of teas, consumers can follow some
simple and fast steps to avoid mistakes when they are purchasing teas.

has its own standard. For example, the appearance of Long-Chin tea is sword-shaped,
Wenshen Paochong tea is strip-shaped and Dongding tea is semi-spherical.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a good quality tea, as long as its appearance looks good.

2 Smell of the flavor
Before brewing, the tea should be sniffed to ensure that the flavor is floral or maturely
fruity, and, that it carries no burnt, oily or grassy odor, or other off-flavor.

3 Taste of the aroma
The colors of tea liquor vary from dark to light depending on their different
fermentation and roasting process. But turbid or gray-colored is never accepted. Only
clear teas are of good quality. As for the taste of the aroma, a good brewed tea should
have a pure and mellow flavor with a smooth feeling that lingers at length in the
throat. Long-Chin tea liquor, for example, should have a refreshing flavor, and a clear
almond-green or yellowish green color. Wenshen Paochong tea liquor appears light
golden-green in color, and has a mellow flavor without any astringent and bitter taste;
Dongding tea liquor has a transparent golden color and full-bodied flavor; PomFong
tea liquor produces a gorgeous orange-red color and a natural-mature fruit or honey
like aroma.

4 Observation of the infused leaves
After tasting, the drinkers may remove the fully infused leaves, and put them on a
tray to see whether their color, bud, age, and degree of fermentation are proper or
not. The infused leaves of Long-Chin tea, for example, are full-shaped, evenly tender,
and light green in color. Those of Wenshen Paochong tea, however, are neat-shaped,
soft and fresh green.

週年
120

Good quality tea must be dehydrated completely in its full-leaf shape. Tea dusts,
tea stalks, yellow leaves and other extraneous part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In
terms of the appearance that the tea leaves take on after being rolled, each tea type

茶郊媽祖

1 Judgment of the appearance

認識臺灣特色茶

How to Choose and Buy Teas

37

茶葉品飲
A. 品飲方法
臺灣的飲茶風氣逐漸盛行，一方面是因為茶為一種天然健康飲料，二方面是茶
易於買到，也容易沖泡。泡茶和飲茶的方法很多，諸如利用玻璃杯、陶瓷杯、
大茶壺和茶藝泡茶的方式。

1 陶瓷杯或玻璃杯泡茶
為一般人在家中或辦公室中常用之簡便方法，但因茶葉與茶湯一起浸泡，易使茶
湯苦澀難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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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壺茶
比較實用，但要按一定的比率來放置茶葉與水量，一般標準比
率為茶葉：水=1：50，大約沖泡5至6分鐘後，把茶湯
倒入另外的容器內，再慢慢飲用；如須同壺再泡，加
入開水即可，但宜加長沖泡時間。

3 茶藝泡茶
茶藝泡茶是比較講究，而具有生活藝術的一種方法，首先得準備一套茶具，包含
茶壺、茶杯、茶船、茶海、茶巾和煮水器等。其沖泡法如下：
a. 將茶葉置入茶壺內，置入量約為壺之1/4∼1/3
（原則上較緊結的茶葉不能放太多）。
b. 沖入開水（綠茶類則是使用75-80℃的水沖泡），蓋妥壺蓋，第一泡約60秒
即倒出，倒茶時應依序來回倒入各茶杯內，以求茶湯濃淡均勻。但常有人
將第一泡茶以數秒鐘沖泡後，倒入茶杯和茶盅內，再倒掉不喝，此乃為提
高茶壺及茶杯溫度，以促進茶葉香氣的揮發，稱之為「溫潤泡」。
c. 要喝第二泡時，再沖入開水，往後每一泡茶時間應順延15∼20秒，即可倒出
飲用。

B. 飲茶注意事項

1
2

無論茶壺、茶杯、煮水器及茶葉，都要避免沾染煤、煙、油腥等雜味。
任何種類的茶葉都不宜浸泡過久，茶湯應與茶葉分開，並即泡即飲。泡茶也不宜
泡的太濃，不但對身體不利也容易破壞茶葉特有的香氣與滋味。

茶葉浸泡太久，會浸出多量的單寧酸與咖啡因，而影響茶湯滋味。
泡飲後，宜將茶壺和茶杯沖洗乾淨置乾備用。

C. 袋茶及罐裝飲料茶

之袋包茶，目前已逐漸風行於居家、辦公室或開會等場合。另一種以保特瓶、易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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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樂利包包裝的茶葉飲料，更受到一般年輕消費者的喜愛。

茶郊媽祖

除上述傳統的品茗飲茶方式外，近年來國內許多茶葉廠商，紛紛推出簡單方便易沖泡

認識臺灣特色茶

3
4

How to Brew and Tast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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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s of Tea Brewing and Tasting
Tea is a natural, healthy beverage and is easy to buy and brew. As a result, tea drinking
is growing in popularity. There are many ways to brew and drink tea, including brewing
in pottery, porcelain or glass cups, brewing in large teapots, and brewing tea in the
traditional ceremonial method.

1 Brewing with pottery, porcelain or glass cups:
For personal brewing at home or in the office, tea is often brewed directly in a cup. It's an
easy and convenient method. However, as tea leaves being continually steeped in the tea
liquor, the tea becomes over-brewed becomes unpleasantly bitter and astringent.

2 Brewing in a large teapot:
When preparing tea for a meeting or for family consumption, a large teapot is usually
used to prepare tea. This method is more practical and allows a constant ratio water and
tea leaves to be maintained. The general standard ratio is one to fifty. The tea is steeped
for 5 to 6 minutes before serving. After brewing, the tea is poured into a serving pot so
that it will not become over-brewed, allowing everyone to to enjoy the pleasant flavor and
taste of the tea.

3

Brewing with tea ceremony:

The Chinese tea ceremony has its peculiarities and uniqueness. It requires a special set of
utensils, including a special teapot, teacups, tea bowl, serving pot, tea towel and teakettle.
The proper way of brewing tea is introduced as follows:

a. Use the tea scoop to transfer some tea from the tea
canister to the teapot. The tea should fill 1/4 to 1/3 of the
teapot's volume. If the tea leaves are tightly rolled take
care not to add too much.
b. Pour boiling water (75 – 80º C for green tea) into
the tea pot, brew the tea for about one minute. After
brewing, pour the tea liquor into the serving po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ea liquor is consistent between cups, swirl
the liquor back and forth to mix it uniformly before it
pouring it into the cups. Some people do not drink the
first infusion. They brew the the tea for only a few seconds, pour it into the tea cups
and serving pot, and the dump it out. This is to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of tea cups,
teapot, and serving pot and to bring out the aroma of the tea leaves. This process is called
"Blending warmth and moi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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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or the second steeping, boiling water is again poured into the teapot. However,
for each subsequent infusion steep the tea for an additional 15 to 20 seconds over the
previous infusion.

B. Notes on Tea Brewing and Tasting

1
2
3
4

Teapot, teacups, teakettles and teas should be kept away from coal, smoke, grease,
and unpleasant odors.

Tea should not be over steeped. The tea liquor should be poured off the tea leaves
and drunk immediately after each steeping. It is not healthy to drink very strong
tea, and it will destroy the aroma and taste of teas.

If the leaves are steeped in the tea liquor for too long, they will release excessive
amounts of tannic acid and caffeine affecting the taste of tea.

Teapots and cups should be cleaned and dried for next use.

C. Tea Bags and Canned Tea Drink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tea consumption mentioned above, many
domestic tea manufacturers and companies are promoting tea bags. This is a simple, easy
and convenient ways to brew tea.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 for home, office or
meeting stay. There are also tea drinks packaged in PET, aluminum cans, or TetraPaks.
They are particularly popular with younger consumers.

茶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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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玉

認識臺灣特色茶

茶葉的沖泡方式

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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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Interviews

（一）耕與誠－李團居顧問
文◎陳世賢

「耕誠」，是茶商公會前理事長李團居為自己取的別名，「耕」是提醒自己不忘
是農家子弟，「誠」是做人處事的原則要誠實。「耕誠」二字貫穿了李團居將近百歲
的豐富生命，他樂善好施、愛家愛鄉，是創造七〇年代臺灣經濟奇蹟的典範，也是臺
灣茶界拓展外銷貿易的關鍵性人物。
李團居生於民國二年臺北縣石碇鄉，山上的生活十
分清苦，孝順的他從小幫忙家計，每天必須赤腳挑菜走
一大段山路到山下的菜市場賣，賣完後才能去上學，所
以幾乎天天遲到，幸獲師長們的體諒而予以通融。由
於他的學習能力強，再加上勤奮好學，家人都捨不得
埋沒了這孩子的才能，然而有心栽培卻又礙於家中
經濟無法供應，只得將李團居送到現今的建國中學
44

當「孩子工」，晚上他則到成淵中學就讀。校長很
喜歡這個刻苦好學的小孩，經常拿些糖果餅乾給
他，但他都不吃，他要一直留到母親來看他時才
吃，十分貼心。
十九歲時，李團居進入三井農林株式會社
工作（相當於日據時代的茶商公會），開始接觸

1

茶葉並愛上茶葉，還結識了許多日本好友，對於日後臺灣茶對日的貿
易奠下基礎。二十七歲，李團居自組公司，開始從事茶業。他一直以貿易立場對外爭
取訂單，再找人供應，以誠待人、樂善慷慨的他，讓所有生意上的伙伴都成為他的好
朋友。李團居說：「受人一分恩情，要還人十分。」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李
團居還特地為每一位必須遣返日本的友人準備了一份安家禮，讓他們歸國後得以生
活無虞。這份大恩情在商界傳為佳話，後來幾乎所有來臺灣的日本人都會專程來拜
訪李團居，而好客的他也樂於宴請對方，協助他們在臺相關事宜。
李團居說：「做人要大方，要像『在大肚溪裡放魚苗』。」魚苗通常養在魚塭，
如果放流大肚溪，溪的盡頭是臺灣海峽，
魚游出去不就不再回來了嗎？李團居的
女兒李阿利回憶說：「父親喜歡大家一
起做事，大家一起好。當時我家廚房的爐
子不曾熄火，每天客廳人來人往絡繹不
絕，我家宛如情報中心，所有對外貿易
的行情都在這裡交換，父親完全不會顧
2

忌有人來搶生意。」

人物專訪
茶郊媽祖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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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二年間，李團居擔任多屆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對於臺茶的推廣與提攜後輩更是不遺餘力。七〇年代，日本興起「喝福建烏龍茶會
瘦」的時尚，也使臺灣茶界同時獲益，李團居以三井農林的背景以及豐沛的人脈，
為臺灣茶開闢了廣大的市場，後來甚至連觀光客的伴手禮也從傳統的肉乾、肉鬆，改
以「茶」為禮。當時李家三進三坎的三家店面，同時需要兩百多人一起揀枝才忙得
過來。二００二年以臺灣烏龍茶為原料製成的KIRIN飲料茶，名列日本飲品銷售第一
名。而臺灣的生力麵、養樂多，也是由李團居從日本引進與投資經營，讓臺灣人有一
個方便健康的生活，因而獲頒第一屆傑出食品工業企業家獎。一九八六年，李團居更
促成將舊公會的二層樓房改建為六樓大樓的計畫。改建時因公會沒錢，故由建商取一
半建物出售作為建築成本，其餘樓層則為公會所有。公會因此有錢、有屋、有地，得
以永續經營，李團居可說是最大的功勞者。
李團居一輩子西裝不離身，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不曾生氣或罵人，是眾人公認的
紳士，這也與他的佛法修為很有關係。國民政府剛撤退到臺灣的那幾年，百廢待舉，
北投慈雲寺的住持到李家化緣，問有沒有不要的桌椅？李團居二話不說，隨即帶著法
師到傢俱店，任由法師挑選，而法師也只選了幾件簡單的桌椅，其謙卑的態度讓李團
居很感動，也促成了李家學佛的因緣。李團居說：「我一生不曾欺負過別人，所以很
輕安自在。」
臺灣以茶葉創造了第一波的經濟奇蹟，李團居以「耕與誠」留給後代茶人無限追
思的形象。茶是他的最愛，他天天都醉了，一生醉心於茶的事業裡。他生於民國初
年，歿於百歲將至，一生際遇幾乎是臺灣歷史的小縮影──創業維艱，苦盡甘來。他

➊ 成立獎學金協助清寒學子就學

期勉後代子孫「以茶會友，天長地久」，不忘茶文化的傳承，要拼才會贏，要努力再

➋ 李團居於公會祭祀茶郊媽祖

努力。

➌ 國外茶商來訪李團居熱情接待

（二）誠信與創新－蔡阿田顧問
文◎陳世賢

「茶是萬井深坑！」曾任兩屆茶商公會理事長的蔡阿田在接受採訪時豪邁地笑
著。他是錦泰茶行第三代負責人，第一、二代從種茶、製茶，致力於維持茶葉的品質
與經營，祖父是著名茶師，傳至蔡阿田，則以嶄新的思維，巧妙地融合傳統烘焙及精
緻拼堆法，提升臺茶品質，大力擴展外銷，以天壇牌小包茶名聞全世界，將近一世
紀。他特地拿出家中珍藏的「膨風茶」與我分享。
「這膨風茶，又叫『白尾心茶』，揀一心二葉的茶葉，經過蜉蝣子吃幼枝、吸茶
汁，產生一種特殊的香味，價格是一般茶葉的幾十倍，大多是由英國皇家購入，其實
臺灣人也喝很多。在早期，我們是用整塊的豆餅做肥料，經過發酵，三個月後將豆餅
融化來澆水，趕赴『芒種』的時候施肥，這時香味就出來了，日本人說很有『緣仔
氣』。但是現在的茶農不懂得這麼做，所以我的父親以前帶我去喝的味道，現在已經
喝不到了。」蔡阿田幽幽道來，彷彿掉入往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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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蔡阿田生於臺北林口，家中有兄弟姊妹八人，他排名老二。儘管日據
時代，物質生活十分匱乏，父親仍排除萬難栽培蔡阿田讀書，十五歲時蔡阿田考上當
時臺灣的著名學府臺北工專電機工程科。
「二次世界大戰經常空襲，我是防空挺身隊的隊員，我們要去打火，回家還要挑
水肥。我的父親受日本教育，很嚴格，他要求我一定要懂茶。做過之後，才知道茶真
的很不簡單。」
臺北工專畢業後，蔡阿田於一九五０年入伍臺灣軍士教導團，待命西進反攻大
陸，但因師長孫立人將軍去職，部隊最後解甲歸鄉。當時經濟蕭條，百業待舉，蔡阿
田於是開始協助父親勠力於臺茶的精製，並積極拓展臺茶的外銷市場。一九五三年蔡
阿田成立錦泰茶行，至一九七０年間陸續成立錦臺茶業公司、通用文具
公司、天壇茶業公司等內外銷公司，並以精製天壇牌小包茶打響臺灣
綠茶的外銷市場，雖是綠茶，卻有紅茶的甘甜口感，深獲歐、美、
非、中東等地客戶的歡迎。
「檢驗局的人說明明是綠茶，為何你的茶水和別人的不一樣？其
實這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我請茶農把紅茶做成綠茶去炒，紅茶心綠
茶型，因為紅茶的水比較甜。茶農都說這樣做不能喝，我請他們照作就
是了。我先從五十斤開始試茶，從採收到加工，讓產品規格化，品質穩
定後，慢慢做到五千斤。天壇牌小包茶在法國很有名，當初光是外銷包裝就
需要二十多人一起做。」蔡阿田勇於創新的精神，帶動了茶的另一種可能性，現
在每一種茶種都可以做成各種茶，當然最受歡迎的還是作成知名度最高的「凍頂
烏龍茶」。
蔡阿田加入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至今超過五十年，一九八八年他與老茶人

李團居理事長在公會人力與經費皆相當拮据的情況下，排除萬難，完成了臺北茶商業
大樓之興建，為後代茶商子孫提供了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永久活動場所。一九九二年

人物專訪

至一九九八年，蔡阿田連任兩屆公會理事長，因其理工背景，同學多在電機業界，所
以當公會要購買發電機時，蔡阿田出面購買，很容易獲得較便宜的價格。目前供奉在
公會大樓內的茶郊媽祖，是所有茶人的精神信仰中心，而茶郊媽祖第一次分鑾到坪
林，也是由蔡阿田向媽祖擲筊，由此可知蔡阿田在茶人心中的地位。

茶郊媽祖

「你問我的貢獻，哈，我付錢比較快！我覺得誠信是最重要的。做人要正派，不
要有私心。」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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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阿田事業有成之餘，也不忘回饋鄉里，投入大量的物力、時間、金錢擔任地區
義警，經歷三十五年，先後榮獲前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個人褒獎表揚，貢獻良多。
現仍擔任公會顧問，掛念著茶郊媽祖、茶商大樓、硬體設備維護以及會員間的近況，
為維護茶人商譽及促進同業團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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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➊ 蔡阿田（右二）、李團居（右
三），於民國89年茶郊媽祖
祭典合影。
➋ 蔡阿田接待來訪的印度茶商

公會活動
Association Activities

89∼98年活動報導

新

公會每年春節皆舉辦新春團拜，邀請來賓、顧問及

理

定時召開理監事會議

會員共賀新春，並舉行春酒聯誼。

50

及會員代表大會。

理監事及顧問合照。

參觀中壢、湖口茶工廠

公會活動

國內參訪

花蓮、臺東茶區之旅

茶郊媽祖

參觀桃、竹地區蒸菁、炒菁綠茶工廠、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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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包裝工廠及觀光休閒茶區。

51

八月「紅茶製造之旅」，參觀農林魚池紅茶場、
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及新芳茶廠，充分瞭解紅茶
生產過程。

安排臺灣紅茶、錦泰茶廠及阿里山茶區。

四月拜訪南投霧社、清境、廬山茶區。

安排武陵農場茶園及工廠參訪。

52

舉辦墾丁參訪活動。本次安排參觀港口茶（一心茶園）
順遊高雄、墾丁多處景點。

安排農林公司三義茶廠碰風茶參訪。

參訪花蓮舞鶴茶區。夜宿花蓮美崙飯店並安
排富源茶業山莊參觀有機紅茶生產販售。

組歐洲訪問團，安排拜會德國漢堡H&L公司、英

組雲南訪問團參觀該地老茶樹、茶協會、工廠

國茶業博物館及TWINING公司並安排德國、荷

及茶交易市場及各處勝景。

訪問四川及重慶等重要茶產地及茶消費市場。
參觀上海茶業展，並拜訪上海正大茶葉公司、

改為泰北美斯樂茶區。

寧波春茗茶業有限公司及上海茶葉學會。

週年
120

本年參訪活動因SARS關係

茶郊媽祖

蘭、比利時、法國、英國旅遊行程。

公會活動

海外參訪

53

參訪日本靜岡、鹿兒島、
八女等茶區，並參觀O-cha
綠茶博覽會。

參觀馬來西亞國際食品展、金馬
崙茶場及神山有機茶園。

本年度國外參訪地點為北京、東北三省。

11月辦理「琉球」茶園、製茶廠及茶葉商店參觀。

11月公會與輸出、製茶公會安排斯里蘭卡
參訪。拜會斯里蘭卡茶博物館、茶研究
所、茶公會、茶工廠及茶商。

54

廣西橫縣茉莉花節及桂林
茶科所等地參訪。

茶

自一八六九年英商杜德在大稻埕設立製茶據點後，相關製茶賣茶的發展帶動了大稻埕的繁榮，茶產業的
發展與大稻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綜觀近五十多年來，臺灣由農業轉入輕工業，臺北市的都市重心由淡

主的市場。目前仍堅守崗位的茶商，散佈在朝陽公園、歸綏街、迪化街、重慶北路及寧夏路等街區。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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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各項籌備、志工教育訓練後，自93年9月份起正式舉辦大稻埕找茶趣活動，每月第二、四週六上午

茶郊媽祖

水河邊轉往東區發展。更因工資、地價的上漲，製造成本上揚，大稻埕的茶商也由外銷導向轉為內銷為

公會活動

大稻程找茶趣

9∼12時，由志工及本會大同區會員負責導覽解
說，本活動極受好評。至98年4月止共舉行90場
次找茶趣活動導覽。藉以提昇大稻埕茶產業文化
形象，創新茶業行銷模式，擬集合茶商力量開拓
文化觀光市場，透過大稻埕找茶趣活動，創造茶
產業新契機。

主辦單位：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
協辦單位：大稻埕週邊茶商公會會員

會員登山聯誼活動

山

94、95年間為增進會員情誼及強化會員身心
健康，舉辦會員登山聯誼活動約15次，活動
選擇北部臺北縣市、宜蘭、桃園等當日往返
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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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專業領域訓練
茶專業課程

茶專業課程

認識茶業系列課程— 「綠茶」，

邀請茶葉改良場魚池分場邱瑞騰課長，

邀請茶改場陳國任課長來會授課。

蒞會演講「認識紅茶」專題。

茶專業課程
六月本會教育訓練組於名間鄉舉辦部分發酵茶訓練課程，課程內
容包含部份發酵茶製造流程全程體驗。由陳煥堂先生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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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商圈暨週邊茶產業經營管理系列課程
七月舉辦經營管理系列課程。主題：「零售店面買場實戰、店舖零售技巧
實務」，邀請輔仁大學企管系洪子豪教授主講。

茶專業課程
4月於有記名茶舉辦茶葉烘焙技術訓練課程。
由陳煥堂先生擔任講師。

經營課程

茶專業課程

5月舉辦〝勞退新制的勞雇權責〞說明會。

4月在公會舉辦「評茶課程」。由陳煥堂

茶專業課程
專題演講

製造過程參觀活動。

公會邀請王麗斐博士來會演講。
主題: 韓國茶葉之學術研究與市場概況，
本活動對外開放。

專題演講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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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邀請晉傑企管公司來會介紹
〝茶葉產業食品安全管理驗證〞。

茶專業課程

專題演講

8月份323茶箱論壇：主題為〝茶葉加工─焙火經驗〞，

新春團拜邀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姜郁美局長來

會員分享茶葉焙火經驗及品嚐新焙好茶。

會演講「茶葉食品標示法及營養標示」應注意
事項。

專題演講
9月323論壇，
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游忠敏顧問師分享「品牌
創造及開創優勢行銷」。

專題演講
10月323茶箱論壇，邀請林周宏先生分享俄羅斯
茶業市場及莫斯科、北京茶展會員分享。

專業課程
11月舉辦〝 日本綠茶訓練課程〞，共有49位會員出席並通過測驗
取得課程證書。

323茶箱論壇自92年起，本會不定時於每月第三週星期二下午三
時舉辦「三二三茶箱論壇」，邀請各領域專家先進分享心得。

茶郊媽祖

本會教育訓練組於7月27日舉辦東方美人茶

公會活動

先生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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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行銷活動
臺灣鄉土教育發展協促進會舉辦「以茶代酒—第一屆臺灣新生活運動」。
於華山特區舉辦。公會提供展品協助辦理，並有多家會員參與設攤展售。

市政府文化局主辦「臺北茶文化博覽會」，本會配合協助提供文物借展。並舉辦本會
〝茶葉內包裝圖案設計競賽頒獎〞。

96年臺北市政府〝茶產
業特色商業輔導及發展
計劃〞。有9家會員會員
聯合進駐陳列產品進入
貓空纜車旅遊中心眅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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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架展售。

10月「臺北市特色商業輔導及發展計劃」，配合臺北購物節為茶產
業設計共同提袋發送會員。

臺北好茶嚴選標章
以誠信、安心、微笑、環保為主軸的臺北好茶嚴選標章
於97年7月開始推行。目前共有38家會員通過認證資格
（評審內容包含 1. 店面全部陳列商品進行產品標示 2. 產
品包裝及標示 3. 服務品質及店面環境 4. 相關認證、得獎事績、各家特色展
現）。98年在永樂市場舉辦〝臺北好茶嘉年華會〞並捐款予愛盲基金會，並
在臺北市政府舉行記者會，由商業處劉佳鈞處長親自授證。

典藏文史資料數位化

批文史極具歷史價值。除原規劃外並由該館預算中編列出版經費協助該批文
物出版。

公會活動

典

本會典藏文史資料於96年起委託國史館協助數位化。國史館整理過程發現本

茶郊媽祖

國外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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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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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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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北京、上海、香港辦理
「臺灣名茶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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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
會員名冊
Current Membership List

01

臺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TEA ENTERPRISE CO.,LTD

北市松江路31號3樓301室
Room 301, 3F., No.31, Songjiang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Taiwan

｜電話：02-2039｜傳真：02-200282｜

02

建裕有限公司

KIEN YU & CO.,LTD

北市重慶北路2段1之3號
No.1-3, Sec. 2,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29｜傳真：283｜
｜email：kienyu@ms2.hinet.net｜

臺茶企業
62

述說臺茶歷史，猶如陳述一部臺灣百年經濟發展史。從道
光初年首批臺茶外銷福州到英商John Dodd外銷歐美，Formosa
Oolong揚名四海，暢銷遠達紐約。建裕有限公司（Kien Yu &
Co. Ltd.）與前身姊妹公司新國泰茶業（Cathay Tea）在創辦人
李焰藤老先生（Roxy Lee，人稱”國泰李”）兢兢業業為優良
臺茶外銷努力不懈下，藉歐美百年老店Haelssen, TATA, Twining
等合作洞悉市場，並邀業界耆老，如臺祥（金南昌、乾祥）、
福源、南亞等攜手合作，開創外銷佳績; 並創北縣三芝東亞茶
廠，遍銷到美、英、德、法、日，甚至北非達每批百萬磅，上
百貨櫃，同業合作無間，從綠茶、紅茶到烏龍、包種，市場折
服，寫下歷史。

04

有記名茶商行

WANG TEA

北市重慶北路2段巷2號
No.2, Lane , Sec. 2, Chongqing N. Rd.,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91｜傳真：02-228｜
｜email：tea@wangtea.com.tw
｜網址：http://www.wangtea.com.tw｜
創立於1890年、位居大稻埕茶業公園旁的「有記名茶」精
製廠，秉持「專業實在」、「堅持品質」為經營宗旨。近年來
老茶廠融入文化創意，開放參觀、傳播茶知識，帶動簡易飲茶
新風潮，是愛茶人一致推薦的最
佳尋寶地。

03

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

SHIN HONG CHOON TEA CO. LTD

臺北市民生西路309號
NO.309 ,Min Shen W. Rd, Taipei 103,Taiwan

｜電話：02-2309｜傳真：02-239203
｜email：Chan0208@ms2.hinet.net｜
1919年 芳春茶行 王芳群
192年 芳春茶行 王連河
1932年 合資會社新芳春茶行 王連河
190年 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 王連河
19年 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 王國忠
本公司精選督製各種名茶，暢銷東南亞各國及歐美各地。
200年 中華民國9年3月公告本茶行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物
2009年 中華民國98年9月本茶行成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05

金通用貿易有限公司

FINER TEA OF CHINA LT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巷2弄號
NO., Alley 2, Lane , Sec.2 Zhong Shan North Rd. Taipei 100, Taiwan

｜電話：02-21210｜傳真：02-223011｜
｜email：attsai@ms.hinet.net｜

會員名單

本公司前身錦泰茶行創立於西元一九二一年，歷經第一、
二代祖先努力經營，從種茶、製茶至目前第三代（蔡阿田）及
第四代（蔡三奇）加以傳統烘焙及拼堆經製，提昇臺茶品質，
大力擴展外銷，至今已有八十八年光景，深獲外商肯定。

北市重慶北路2段0巷3號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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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茶業有限公司

MING SAN TEA CO .,LTD

茶郊媽祖

06

No.3, Ln. 0, Sec. 2, Chongqing N. Rd., Taipei 103, Taiwan, R.O.C.

｜電話：02-2839｜傳真：02-2108｜
｜email：mingsantea@gmail.com｜
傳承百年的製茶經驗，明山茶業創立於19年，於自有工
廠內拼堆、焙火、分級，並提供OEM、ODM研發，將臺灣茶精
製外銷。同時進口各國紅茶、普洱、花茶等。多年來始終堅持
以質高價平的各式茶品，讓愛茶人士幸福喝好茶。

07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08

向宏茶業有限公司

TAIWAN TEA CORPORATION

HSIANG’S TEA LTD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樓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號樓之2

1F., No.3, Yuan-Qu St. Nan Kang Dist., Taipei City 11, Taiwan

Rm02, No., Sec.3 Zhong Shan North Rd.Taipei 100, Taiwan

｜電話：02-299｜傳真：02-21｜
｜email：yhwu@ttch.com.tw｜網址：http://www.ttch.tw｜

｜電話：02-2983｜傳真：02-293083｜
｜email：hsiatea@ms2.hinet.net｜

臺灣農林
1899年臺灣農林前身「日本三井合名會社」成立，
190年臺灣農林正式成立，192年在臺灣掛牌股票上市，
資本額為3.2億元臺幣，土地3,80公頃，有四座製茶工廠，
營業項目從茶園管理到製造到銷售，
多年豐富經驗與技術，一貫化經營，
茶種涵蓋各式茶葉，內銷及外銷日、澳等國。

本公司於190∼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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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外銷歐美市場，因客戶均為國外大廠
商，經銷商對於品質要求甚嚴，所以在公司各項產品上都必須
有一定程度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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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惠美壽

ABC TEA HOUSE

北市寧夏路11號
11 NING SIA ROAD TAIPEI 1032

｜電話：02-2381｜傳真：02-239121｜
｜email：abcteatw@ms32.hinet.net
｜網址：http://www.abctea.com.tw｜
19年設立。母公司沙坑茶廠成立於19年，坐落新竹縣
橫山鄉沙坑村（省臺三路.公里處旁二層龐大廠房建物）。
為專業茶葉產製、加工、包裝、進出口工廠公司。1980年另在
美國加州洛山磯設加工茶廠專門供應美國、加拿大市場，華人
第一家加州Health Certiﬁcate工廠。

09 林華泰茶行
LIN HUA TAITEA CO.,LTD

北市重慶北路2段193號
No.193, Sec. 2,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30｜傳真：02-2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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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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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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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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同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TA TUNG TEA CO., LTD

臺北市南京西路8號
No.8, Nanjing W.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983｜傳真：02-293083｜
｜email：tatung13@ms18.hint.net｜
本公司創立於西元19年，為一享有盛譽之製茶廠及茶飲
原料供應商，多年來以卓越的專業知識及健全的農殘安全管理
制度見長於業界。公司產品種類涵蓋各式茶葉之經濟用茶極小
包裝茶，並於全省各產地建構有完整的專屬茶農網路。

11

德芳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TEH
EH HONG TEA CO.,LTD

北市甘州街22號
No.22, Ganjhou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321｜傳真：02-22930｜
｜email：moda@seed.net.tw｜網址：http://www.tht.com.tw｜
德芳茶業創於19年，在這個灰暗動盪的年代中，它清
新佇立於迪化街一隅，享受著過於喧囂的孤獨，並於其中默默
地散發著茶文化的精神，對於品茗的要求促使著我們一直存在
至今。
沒有一流外裝的襯托，有的是一種老地方的古典傳統堅持
與品味，它真實的展現出時間與文化的深層意義，德芳茶業歡
迎與您共享。

14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TEN REN TEA CO.,, LTD.

北市忠孝東路段10號樓
F, NO.10, Sec. ,Chung-Hsiao E. Road, Taipei

全祥茶莊股份有限公司

CHUAN HSIANG EXPORT CO ,LTD.

No.8, Hengyang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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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衡陽路8號

茶郊媽祖

13

臺灣茶葉源自於近2百年前早已落地生根的枝芽，天仁茗
茶以超過0年的經營精神，繼續在臺灣奉上一杯杯純淨、甘
美、幸福的佳茗。200年天仁通過國際ISO22000、HACCP、
ISO9001品質暨食品安全驗證，就是肯定天仁努力製茶的証明。
以『老行業，新經營』的精神，天仁致力於產品創新、通
路創新及組織創新，除了將商品以茶為核心向各類型食品發展
外，也開發「喫茶趣」（ cha FOR TEA ）複合式餐飲連鎖系統，
以追求茶葉國際化、生活化、年輕化的目標；目前全球計有臺
灣8家門市及0家海外分公司。

會員名單

｜電話：02-280｜傳真：02-222｜
｜email：service@tenren.com.tw｜
｜網址：www.tenren.com.tw｜

｜電話：02-231180｜傳真：02-23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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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聯亞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UNIASIA TEA CO.LTD

北市承德路3段191巷13號2樓
2F., No.13, Lane 191, Sec. 3, Chengde Rd., ,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912｜傳真：02-29281｜
｜email：uniastea@ms.hinet.net｜

15

嶢陽茶行貿易有限公司

GEOW YONG TEA HONG TRADING CO. LTD.

臺北市長春路1號
NO. 1, CHANGCHUN ROA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21999｜傳真：02-20｜
｜E-mail : service@geowyongtea.com.tw｜
嶢陽茶行緣始於西元182年，已傳承六代，也始終相信，
品質是持續百年的傳承；創新是引領經營的理念。歷代傳人，
秉持專業精神與製茶工序，由選茶、焙茶、評茶，乃至包裝銷
售及合理定價，都充分傳達對茶葉品質的堅持，都是百年茶行
信譽的保證。

聯亞茶業

18

和昌茶莊

HO CHANG TEA CO.,

北市敦化南路1段190巷號1樓
1F., No., Lane 19 0, Sec. 1, Dunhua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132｜傳真：02-213｜

17

華泰茶莊有限公司

HUA TAI TEA CO.,LTD

北市博愛路9號
No.9, Bo-ai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電話：02-231190｜傳真：02-2311091｜
｜email：chinatea@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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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茶莊—百年老店的精品店
百年批發老店林華泰茶行所創立的臺灣茶精品店，現貨零
秤、送禮包裝不加價，並以工廠直營的批發價格回饋客戶。
產地明示的眾多花色，與專業人才的解說；加上獨特的雙
重茶葉安全檢查制度，深受國內及海外顧戶的好評。以最實惠
的價格提供國際安全標準的臺灣茶，願與所有愛茶人結緣。

19

華裕茶莊

20

祥益茶業有限公司

HUA YU TEA CO.,

HSIANG YIH TEA CO., LTD.

北市開封街1段9號

臺北市赤峰街12巷3 之1號1樓

No.9, Sec. 1, Kaifong St.,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1F., NO.3-1, LANE 12, CHIHFONG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311918｜傳真：02-23898｜

｜電話：02-2133｜傳真：02-203818｜
｜email：mahonsa@ms1.hinet.net｜
｜jerry-bee@yahoo.com.tw｜
公司成立至今將屆五十年歷史，各種高山茶產地直接精
製，品質純真，韻味獨創，用交朋友好鄰居的心態在永續經
營，儘使每位顧客接能找到自己所喜好的茶，敬請蒞臨品嚐。

21

全泰茶莊

CHUAN-TAI TEA STORE

北市成都路3號
No.3,Chengdu Rd.,Wanhua District,Taipei City 108,Taiwan

｜電話：02-233130｜
｜email：zero92@gmail.com｜

會員名單

本公司創立於190年。所售茶葉皆出自本公司所擁有之茶
園與茶廠。茶園及茶廠位於臺北縣石碇鄉豐林村。現在本茶莊
門市位於臺北市西門捷運站0公尺處。非常歡迎大家品嘗本茶
裝生產之天然有機包種茶、高山茶、烏龍茶等茗茶。

鹿谷茶業有限公司

LUX TEA CO., LTD.

1F., No.19, Jinjhou St.,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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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錦州街19號1樓

茶郊媽祖

22

｜電話：02-21382｜傳真：02-2219｜
｜email：peacelee@ms1.hinet.net｜
鹿谷臺灣茶的原鄉，聞名全世界，鹿谷茶業有限公司創立
於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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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如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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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金德盛茶葉有限公司

CHIN TO SHENG TEA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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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88191｜傳真：02-2883222｜
｜email：king193@yahoo.com.tw｜
｜網址：http://www.taipeitea.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
phtmlRcg=100002&Part=member33｜
金德盛茶業有限公司，坐落於傳奇的三腳渡。
民國６６年（１９７７），本店創始人許水返先生從茶葉
的故鄉，福建安溪來到臺灣並在士林三腳渡創立金德盛茶行，
目前經營者為第二代老闆許潼堅。本店３２年來堅持傳統烘
培，只為保留每一泡茶的最佳原味。每一批茶都是從產地採收
直送，並在店內經過專業烘培，過程中老闆一刻也不肯離開，
嚴格控管其茶葉的熟成，待新茶出爐，還得由老闆先品過一
次，唯有通過那嚴格舌頭的考驗，才敢拿出來封裝上架。
店內更重視人與人的情感，許多客人多是跟著父母長輩等
一起喝著本店的茶長大，而多年來青春少年成為了老客人，更
成為了老朋友。許多朋友多年來跟著老闆一起品茗，也都練就
一身識茶的好功夫，面對如此老經驗的客人，老闆更是不敢馬
虎。我們每一斤上架茶葉價格絕對合理，品質絕對保證，我們
賣的不只是茶葉，更是人情味！

24

龍士茶業有限公司

DRAGONMAN TEA TRADERS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1號10樓之2
10F-2, 1 Sec, 1, Zhong Xiao W Rd., Taipei City 100, Taiwan

｜電話：｜02-2311｜093-8330｜
｜傳真：02-2311092｜23111｜
｜email：expoleco@ms8.hinet.net｜
負責人：李勝進
（曾任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1993-99年度理事長，現任本會顧問）

產品：紅茶、綠茶、烏龍茶、鐵觀音
專營：大宗茶葉貿易，加工拼堆出口外銷凡年實務經驗。

67

26

25

臺香商店

TAI CHAMP STORE

臺北市民生西路0號
0, Min Shen W Rd.,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103｜傳真：02-2210｜
｜email：teawjw@kbronet.com.tw ｜
本行在原址於199年正式登錄，創業迄今六十餘年，一貫
秉持誠信經營，物美價廉，童叟無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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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細細品味。於1998年榮獲臺北市政府老店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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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久順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JO SHUN TEA CO.,LTD

北市保安街號
1F., No., Bao-an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3113｜傳真：02-23300｜
｜email：joshun_1983@yahoo.com.tw｜
五兄弟作伙打拼30多年，共同守護父親一手開創的事業，
兄弟丙胼手胝足各展所長以起為事業共同打拼。生意上以國內
批發及零售為主。近幾年除了投資茶園製茶外，還外銷至日
本、韓國、加拿大。經營理念以誠信為原則，提供個人最滿意
的服務。

27

意翔村茶業有限公司

E SHYAN TSUN CO.,LTD

北市新生南路1段11巷之2號
No.-2, Lane 11, Sec. 1, Sinsheng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03039｜傳真：02-2012｜

29

王錦珍茶業有限公司

Wang Jin Jen Tea Co., Ltd.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號
30 Minsheng W. Rd., Taipei, Taiwan

｜電話：02-29122｜傳真：02-291｜
｜mail：service@wjjtea.com｜網址：http://www.wjjtea.com｜

會員名單

30

聖樺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8號
No.8, Ganjhou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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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T FAR ENTERPRISE CO,LTD

茶郊媽祖

本莊自西元一九五二年經營至今，秉持挑好茶的精神，依
循一甲子烘焙茶葉的老經驗，所出品的茶葉深受顧客肯定。特
色茶品為本店慢火烘焙，茶湯深棕豔麗帶天然韻香的鐵觀音；
珍藏幾十年濃醇甘潤、入口微酸的陳年老茶；臺灣引以為傲的
烏龍茶、高山茶；更有私藏普洱老茶及各式普洱新茶。歡迎蒞
臨指教。

｜電話：02-29300｜傳真：2089｜
｜email：sf.tea@msa.hinet.net｜
聖樺茗茶於198年成立於茶行林立的大稻埕，當時正值阿
里山高山茶正起步，遂以高山茶起家。憑著農家子弟肯幹、實
幹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建立良好的口碑。
在當時產銷分開，交通不便的年代，足跡曾踏遍各高海拔
茶區，扮演著橋樑的角色。
兩兄弟擁有評茶師專業執照，以及對於好茶的堅持，我們
會繼續作一個專業的茶人。

31

儒昌茶行有限公司

ZU CHANG TEA FACTORY CO.,LTD.

臺北市甘州街1之1號2樓
2F., No.1-1, Ganzhou St., Datong Dis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R.O.C.)

｜電話：02-2229｜傳真：02-2888｜
｜email：www.zuchangtea.com.tw｜
唐山過臺灣，源自福建安溪的製茶血脈，清嘉慶年間西元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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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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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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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元祥茶業有限公司

YUAN SHENG TEA CO.,LTD

臺北市農安街3號
No.3, Nong-an St.,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93139｜傳真：02-2922298｜
｜email：nalii@ms2.hinet.net｜
本公司是少數堅持傳統經營方式的茶葉專賣店，公司營業
方針以薄利多銷為原則，並且以親切的服務態度待客，本公司
不僅品管嚴格、在產品包裝上也非常講究，因此深受政府機關
和企業公司當作餽贈親友、客戶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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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3

金品實業有限公司

KING PING BEST TEA INCORPORATED

北市中山北路段12巷2號1樓
1F NO.2,LANE12,SEC. ZHONG SHAN NORTH RD.TAIPEI 100,TAIWAN

｜電話：02-281811｜傳真：02-28383｜
｜email：administration@kingping.com.tw｜
金品茗茶自民國年（西元198年）成立以來，秉持誠
信精神，為臺灣茶葉發展貢獻心力，創新潮流，融合現代與傳
統，享譽海內外，倍受各界肯定。其中更於業界創先採用茶葉
品質分級包裝制度，以誠信公道之經營理念，讓消費者拾回對
茶葉的信心，豎立茶業界優良信譽典範。金品茗茶秉持對品質
的堅持與對產品的創新，是「內行人喝的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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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振信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DOCTOR TEA CO. LTD.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119號
No119, Sec., Zhong Shan North Rd. Taipei 111, Taiwan

｜電話：02-28123｜傳真：02-28123｜
｜email：Doctor-tea@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doctor-t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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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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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雲山茶葉研製有限公司

INSUN TEA CO.LTD.

臺北市南京東路段20巷18弄1號1樓
1F., No.1, Alley 18, Lane 20, Sec. ,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229｜02-2033-｜
｜傳真：02-20018｜
｜email：insuntea@ms.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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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馥茗堂股份有限公司

38

景衡有限公司

FULL MEANS TOWN CO.,LTD.

JELLO HUNG CO., LTD

北市長春路89之3號 1樓

北市北平西路號90室

1F., No.89-3, Changchun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Room 90, No., Beiping W.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電話：2193｜傳真：28119｜
｜email：tino@ms3.hinet.net｜

茶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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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名單

｜電話：02-231239｜傳真：02-233103｜
｜email：JELLOHUN@ms3.hinet.net｜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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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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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競厚實業有限公司

40

春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MECHITILE Co.,Ltd.

HARUME INC

北市重慶北路2段9巷32號之1

北市甘州街1之1號2F

No.32-1, Lane9, Sec. 2,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2FL,NO.1-1KAN CHOU ST.TA-TUNG DIST TAIPEI,TAIWAN

｜電話：03-92008｜傳真：03-998｜

｜電話：02-2028｜傳真：02-20｜
｜email：ru_ei@hotmail.com｜
競厚茶行係以文山包種茶出口為大宗，各山頭之茗茶亦為
批發之重點，沒有豪華氣派的裝潢，只有古樸寧靜的空間，歡
迎您來到『巷子內』的老茶行，悠閒自在的品茗找茶。

春茗

41

臺聖貿易有限公司

TAI SUN TEA TRADING CO., LTD.

臺北市甘谷街0號
NO.0, Kanku St., Taipei 1033, Taiwan

｜電話：02-20｜02-22288
｜傳真：20098｜
｜email：Angelegg10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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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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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玉鉉茶業有限公司

BELL TEA INC.

北市重慶北路3段2號
No.2, Sec.3, Chongc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9822｜傳真：02-29238｜
｜email：belltea@ms3.hinet.net｜
｜網址：http://www.belltea.com.tw｜
民國七十年
民國八十二年
民國八十三年
民國八十五年
民國八十八年
民國八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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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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製茶所從事高山茶之製作
參加南投縣茶葉比賽獲特等獎
參加臺灣茶葉大賽獲頭等獎
玉鉉茶業有限公司設立
參加中國杭州舉辦國際名茶評比獲烏龍茶組
「金獎」

乾祥實業有限公司

KIUAN SHIANG ENTERPRISE CO., LTD.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號六樓之二
F-2, NO., SEC.3, Chung Shan N. Rd., Taipei, Taiwan, R.O.C.

｜電話：02-290982｜傳真：02-293083｜
本公司是由家父許沛鎰老先生之前臺祥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延伸出來，雖然成立時間短短幾年光景，但是對茶業實務經驗
約有一代一甲子，薪火相傳與創新。對臺灣茶演繹發展史有著
濃厚話說不完的情感使命。現今主要出口烏龍茶、包種茶、紅
茶等，輸出至國外如日本、美國、歐洲先進國家。

44

乾祥

金南昌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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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國有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出口產品
有，文山包種茶、東方美人茶、凍頂烏龍茶、高山烏龍茶、烏
龍茶、鐵觀音茶、紅茶······等各類型商品

45

永安茶業有限公司

46

舜仁茶莊有限公司

SHUH JEN TEA CO.,LTD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巷9號1樓

北市承德路3段3號1樓

No.9, Lane , Sindong St.,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1F., No.329,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8938｜傳真：02-228｜
｜email：hao@yung-an-tea.com.tw｜
｜網址：www.yung-an-tea.com.tw｜

｜電話：02-292018｜傳真：02-2913｜
｜email：starform@ms3.hinet.net｜

本公司成立於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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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遍佈世界各國。

臺北市長春路2號1樓
1F., No.2, Changchun Rd., J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220｜傳真：02-28129｜
｜email：sstea@tpts.seed.net.tw｜
昇祥茶行前身為「林協興行」，先祖於1888年創立於艋
舺，以中藥材起家。19年烏龍茶於日本市場崛起，故以外銷
茶為主，從茶的製造、烘焙，品質嚴謹控管，分級包裝，以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後再更名為「昇祥茶行」，仍以推展內外銷
業務，繼續服務消費者為宗旨。

48

廣方圓貿易有限公司

KUNG FUNG YUNG TEA MERCHANTS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2巷號
No., Lane 2, Sec.2, Zhong Shan N. Rd., Taipei 108, Taiwan

｜電話：02-23281｜傳真：02-232811｜
｜email：kfytea@gmail.com｜
｜網址：www.kfytea.com｜
自在 好喝茶
捨棄繁複的泡茶程序，
講求適情適性的品茶態度。
真正的好茶，
就是要讓每個人都可以依自己的喜好挑一味茶，
用自己的方式喝一杯好喝的茶。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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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祥茶行

SHENG XIANG TEA CO.

茶郊媽祖

47

舜仁茶莊創立於199年，
創建人—戴舜仁先生。
該公司前身為世逢有限公
司，是臺灣早期少有銷售古蕫
普洱茶和大陸紫砂壺的茶行之
一。草創時期在三重地方創立
了第一家茶莊，三十多年的傳
承及熱忱，戴舜仁累積了豐富
的經驗，更從中體會到以一個
新的方法來詮釋傳統中國茶，
使茶葉以新的面貌，面對新一
代的茶客。每一個品項都有清
楚的標示、和定價，無論你是
新手或老行家，都可以一目瞭
然，舜仁茶莊，店址位於臺北
橋頭承德路口，交通地理位置極為方便，店面收藏除了陳年普
洱之外，各式各樣鐵壺及眾多茶具陳列其中，擺設位置整齊劃
一，除了個人收藏之外，店內裝潢使用木材與茶具本身相輔相
成，更提供非常舒適的品茗環境，簡潔的裝潢風格，同時又流
露著老店的自在，即使不買茶，來隨便看看，互相交換茶經，
聽聽音樂，或試試些好茶，相信都可以帶給你一段美好時光。

會員名單

YUNG-AN TEA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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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欣茶行

HSIN HSIN TEA CO.,

北市保安街2號
1F., No.2, Bao-an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8｜傳真：02-208｜
｜email：sinsintea@yahoo.com.tw｜
本店創立於民國六十六年，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基礎與信
用，一向走高海拔山區之高山茶路線，如阿里山、杉林溪、梨
山、大禹嶺等高山茶，並以批發量販之價格提供顧客，讓每位
客人購買後有貨真價實感覺，並且本公司有與新竹貨運簽約，
辦理貨到收款，讓客人省去到銀
行匯款之麻煩，非常方便。

50

永仁茶業有限公司

YUNG JEN TEA CO., LTD.

臺北市保安街32號1樓
1F, NO.32, Bao-an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R.O.C.

｜電話：02-23030｜傳真：02-2309｜
本公司專營各式茶類，在業界一直都有不錯的風評，尤其
更以製作茉莉花茶更為精專，希望以後各位舊雨新知能更加地
愛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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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大裕茶行

52

翰翔企業有限公司

GREAT TAYU TEA CO.

HAN HSIANG ENTERPRISE CO.

臺北市哈密街9巷38弄2號1樓

臺北市金山南路1段129巷3號1樓

NO.2, Alley 38, Lane9, Hami S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1F., NO.3, Lane129, Sec.1, Jinshan S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電話：02-292｜傳真：02-2930｜
｜email：teatseng@hotmail.com｜
「大裕茶行」，198年於臺北縣蘆洲鄉設立茶葉精製加工
廠，產製各級茉莉、秀英、梔子、數蘭、香片，外銷至日本、
沖繩、南北美洲，並接受國外客戶委託代工，目前所提供之茉
莉香片、梔子烏龍均獲全省各知名餐廳採用。

大裕茶莊

｜電話：02-239339｜傳真：02-23212333｜
翰翔公司創立於民國七十年，負責人本著腳踏實地、誠信
不欺的精神為客戶挑選最優值的茶葉，和最精製的茶具，讓每
一個愛喝茶的人都能沈浸在香醇的茶香，享受喝茶的樂趣。

54

會員名單
茶郊媽祖

尚欣茶行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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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HANG SHIN TEA CO.,

北市延平北路2段221號
No.221, Sec. 2, Yanping N. Rd.,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29191｜傳真：02-220｜
｜email：shanq.shintea@msa.hinet.net｜
年輕的老闆有著平易近人的性格，堅持使用優質臺灣茶，
維持傳統烘焙技術與精神，讓人從 茶中品嚐到了感動的滋味。
本著對茶葉的那股熱誠，為了更親近茶的本質，不定時會上山
探訪茶農生活甚而親身製作。可算是身經百戰的茶葉達人哦！

55

75

寶堂(記)茶行有限公司

PAO CHI TEA CO.,LTD

北市保安街82號1樓
1F., No.82, Bao-an St., Dato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3, Taiwan

｜電話：02-2281｜傳真：02-2332｜
｜email：batontea@yahoo.com.tw｜
｜網址：http://www.botontea.com.tw/｜
「寶」島茗茶產松柏
「記」取祖傳製茶馨
「茶」香芬芳三世代
「行」行田裡有春天
出身於南投松柏嶺的製茶三代子弟，專營茶葉客製化批發
零售，歡迎來奉茶。

56

王德興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Wang De Xing Tea Company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之1號
No.1-1, Changchu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1838｜傳真：02-2-98｜
｜email：customer@dechuantea.com｜
｜網址：www.dechuantea.com｜
182年，王俺尚先生從福建來臺，在臺南創立了第一家茶
莊。百多年的傳承及熱忱，王德傳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更從中體
會到以一個新的方法來詮釋傳統中國茶，時尚簡潔，同時又透露
著百年老店的風格，使茶葉以全新的面貌，面對新一代的茶客。

57

松泰茶行

58

琳嘉茶業有限公司

SUNG TAI TEA CO.,

LIN CHIA TEA CO.,LTD

臺北市萬大路329巷1-1號1樓

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100巷23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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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o.23, Ln. 100, Sec. 1, Dunhua S.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303312｜傳真：02-2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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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2｜傳真：02-282｜
｜email：jin.jia@msa.hinet.net｜

誠信經營 人品好
時尚專業 遵古道
物美價廉 品味高
賓至如歸 吉星照
往來兩岸 到處跑
臺北茶人 都是寶
媽祖保佑 勝今朝

琳嘉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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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德勝茶棧

TO SHENG TEA CO.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段298之2號
No.298, Sec. , Roosevelt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
Taiwan
｜電話：02-2913｜傳真：02-2910932｜
德勝茶棧秉持著「誠信」原則，專營茶葉生產、買賣、
批發、外銷，今已傳至第三代。本茶棧所產之包種茶源自世居
坪林鄉。以青心烏龍種為主，其芽嫩柔軟，是製造包種茶之上
品，茶湯呈蜜綠色，香氣濃郁，飲之滿口芬馥、神清氣爽，廣
受品茗者之喜愛。

60

沁園有限公司

CHIN YUAN CO., LTD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巷2號1樓
1F., No.2, Lane , Yongkang St., Taipei, Taiwan

｜電話：02-239/02-232189｜傳真：02-232189｜
｜email：sinyuan999@yahoo.com.tw｜
｜網址：sinyuan-tea.myweb.hinet.net｜
沁園成立於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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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名單

茶鄉園企業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

CHA HSIANG YUAN ENTERPRISE CO.

61

醇品雅集

北市信義路2段11巷1-1號1F
1F., No.1-1, Ln. 11, Sec. 2, Xinyi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39288｜傳真：02-2392298｜
｜email：lee.theisme@msa.hinet.net｜

No.3,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 ｜傳真：02-183｜
｜email：t28111@hotmail.com｜
本公司為推廣坪林之美、茶葉之香，秉持著「專業分
配」、「有效管理」、「分工合作」、「顧客第一」等原則，
並傳承了前輩的經驗，用在地人的毅力，用心經營，期許能給
各界人士知道坪林的好山好水及茶鄉溢滿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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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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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PING TEA WARE

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3號

茶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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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臺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lower Biotechnology Co., Ltd

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18號樓
F., No. 218, Sec. 2, Nanjing E. Rd.. Taipei 10, Taiwan

｜電話：02-209019｜傳真：02-209039｜
｜email：tfb@mail.tfb.com.tw｜
茶園面積計111.0公頃，年銷售量約120公噸。茶園位於
越南林同省寶祿，海拔880~900公尺，氣候涼爽，因鄰近天然
湖泊，水質優良，茶葉品質佳，獲市場一致肯定。

64

欣欣茶葉有限公司

臺北長安東路2段3號1樓
1F., No.3, Sec. 2, Chang-an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9-28033｜傳真：09-2801｜

66

新純香茶業有限公司

HSIN TSUN SHIANG TEA CO., LTD.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10巷13-1號1樓
1FL, No 13-1, Lane 10, Sec. 1, Jungshan N. RD.,Jungshan Chiu, Taipei
City 10, Taiwan, R.O.C.

｜電話：02-232932｜傳真：02-2222｜
｜email：taiwantea@taiwangoodtea.com.tw｜
｜網址：www.taiwangoodtea.com.tw｜

65

四海茶莊

新純香茶行創立於1981年1月
1日，由母女二代經營，有著臺灣
傳統茶行的特色，選茶烘茶獨具匠
心，又具新式經營思考，始終秉持
愛茶至上視客為親的理念，為海內
外茶友和顧客提供各種銘茶和茶
訊，可謂傳統茶心與現代精神兼容
並蓄的茶葉專門店。

SZU HAI TEA SHOP

臺北市大安區建倫里1鄰敦化南路1段233巷號
NO. , LANE 233, SEC. 1, TUN HUA S. ROAD, TAIPEI, TAIWAN

｜電話：02-21133｜傳真：02-231｜
｜email：szuhaite@gmail.com｜
78

位於東區明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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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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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記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WANGS' TEA ENTERPRISE CO., LTD.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號
, Jinan Rd. Sec.2,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9, Taiwan
(R.O.C.)

｜電話：02-23939392｜傳真：02-23213｜
｜email：wang.two@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wangst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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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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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勤馥實業有限公司

Caoly (Tea) Ind. Co., Ltd.

臺北市士林區美崙街2號
No 2, Mei-Luen St. Shih-Lin Dist. Taipei,Taiwan

｜電話：02-283081｜傳真：02-2833230｜

茗窖茶莊
caoly tea shop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號
No. 1 Lin-Sen N. Rd. Chungshan Dist. , Taipei, Taiwan

｜電話：02-2812｜
｜email：caoly.tea@gmail.com｜
｜網址：caolytea.shop.rakute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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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新天祥國際有限公司

70

臺灣綠源（股）公司

TAIWAN GREEN NATION CORPORATION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3巷20號9F之8
9F-8, NO. 20, Lane3,Sec.1,
3,Sec.1, Chungshan N.Rd., Taipei 101, Taiwan

｜電話：02-2221082｜傳真：02222011｜
｜email：newthco@yahoo.com.tw｜

10-1F,NO. 8, Sec. 2, Fu Hsing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0800｜傳真：02-208982｜
｜email： tradingdept@greennation.com.tw｜
｜網址：http://www.teago.com.tw/｜

茶郊媽祖

臺灣綠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專業的食品原料公司，創立於
1988年，茶葉部門以teago品牌行銷，專門提供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與有機茶葉產品，期許在我們的把關下，消費者能喝到自然
健康的茶葉。包裝：2kg原料包裝 、0.kg餐飲業務用包裝、
消費者用包裝、袋茶包裝。

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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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二十餘年歷史，其中以茉莉
綠茶（有珠形、條形兩種）、伯爵紅茶、高山紅茶、紅茶角（袋
茶主要原料），因品質優異、價錢公道，頗受業界好評。

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8號10樓之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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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喜堂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tei Limited Company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12號
No.12,Sec.2,Jhihnan Rd.,Wu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Taiwan(R.O.C)

｜電話：02-8181｜傳真：02-8130｜
｜email：chatei@chatei.com.tw｜
｜網址： www.chatei.com.tw｜
1999 年成立於臺北市文山區—喜堂茶行
200 年成立—喜堂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2008 榮獲國家環保署綠色包裝設計獎
2008 榮獲臺灣OTOP包裝設計獎（十大伴手禮銅牌獎）
2008 榮獲GD-Mark優良設計產品嚴格認證
2008 榮獲臺北市優良茶商「嚴選標章」認證
2009榮獲臺灣OTOP設計大賞獎 (全國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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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市場，注入一股年輕創意—
新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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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吉子茶行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13鄰瑞安街180巷號
No., Lane 180, Ruei-an St.,Taipei,Taiwan, R.O.C.

｜電話: 02-202812｜
｜email: laojizi@gmail.com｜網址: www.laojizi.vox.com｜
出身坪林製茶世家，傳承傳統人文製茶技術。店家主要理
念為：作好茶，與愛茶的人分享。秉持高品質之要求製作特色
茶，主要產品包括高山烏龍、高山包種、大葉綠茶及西雙版納
古樹青餅。曾獲多次製茶比賽及國際名茶獎項。

73

東爵企業有限公司

Dong Jyue Co., Ltd

臺北市吉林路218巷10號1樓
1F., No.10, Ln. 218, Jilin Rd., Taipei City 10

｜電話：02-22-20｜
｜傳真：02-281-02｜
｜email：dong-jyue@dongjyue.com.tw｜
｜網址：www.dongjyu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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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全國各縣市最廣大的經銷網及實力堅強經營團
隊，秉持著「專業、效率、責任、榮譽、親切、不斷創新」的經
營理念，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及成長；除整體營運穩定外，獲利狀
況也逐年提昇，是國內績優廠商之一。主要營業項目為提供全國
各大飲料廠，餐廳連鎖原物料，連鎖早餐店簡餐店，產品種類繁
多，像英式紅茶，歐洲進口天然果粒茶，歐洲天然複方花草茶，
不同種類特性各國紅茶及綠茶，袋茶系列，三角立體茶包引進義
大利全自動化機器製造代工，各式各樣精美茶罐禮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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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庭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NUMBER ONE LAND CO. LTD.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81號8樓
No.-, Lane 18, Sec.2, Heping E. Rd., Taipei 102,Taiwan, R.O.C.

｜電話：02-23938｜傳真：02-2393｜
｜email：super@ms28.hinet.net｜
｜網址：http://www.yamam-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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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促企業有限公司

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3號10樓
10F., No.1-3, Sec. , Zhongxiao E. Rd.,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 Taiwan

｜電話：02-233281｜傳真：02-23391｜
｜email：sumaco3@yahoo.com.tw｜
本公司從事茶葉種植、生產、進口業務，主要的茶葉
品種為金萱茶及大葉烏龍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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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公頃，聘請臺
灣的技術人員在當地管理。負責人在印尼當地經營「3」連鎖
茶行約有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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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圃茶莊

Fong puu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號
1F., No.3, Sec. 1, Chongqing S.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電話：02-23822922｜02- 231898｜傳真：2393｜
｜email：Fong_puu_tea_co@hotmail.com｜
｜網址：http：//www.fongpu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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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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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家有限公司

HOME DELIVERY COMPANY.

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23號
No.23, Sec. , Roosevelt Rd., Taipei City 11, Taiwan

美伊娜多股份有限公司

週年
120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8巷號樓之ㄧ
FL-1,,LANE 8,SEC. ,PATEH ROAD,TAIPEI ,TAIWAN

｜電話：02-2888｜傳真：02-2888｜
在臺創社2年，董事長詹建勳先生曾任「第四屆北市化粧
品公會理事長」。臺灣MENARD專進口銷售日本MENARD化粧
品、保健食品等，20年來曾透過臺北茶葉公司（董事長李團居
先生為MENARD詹董事長之父）輸出茶葉為產品原料，在日本
製造優質商品（2008年起由臺灣MENARD自行輸出）。
遵循日本總社創業0年來「誠心尋求真美」的企業理念，
MENARD產品以有效性及安全性，深獲世界32國消費者的信
賴，更榮登日本第六大、世界第四十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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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雋美佳有限公司

JEMMY TEA COMPANY

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93號1樓
No. 193, Ho Ping E. Rd., Sec. 2,Taipei (10), Taiwan

｜電話：02-20108｜傳真：02-20328｜
｜email：yunjitea@ms8.hinet.net
本公司成立於198年現址；開業至今已二十餘載。
負責人原為臺灣農林公司茶業
部經理，本著服務至上、品質優先
的經營理念，領導同仁們一步一腳
印服務顧客，讓本公司各項業務均
能穩定成長。今後將更努力提供優
質產品及完善服務與客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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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茶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里新生北路二段3-1號1樓
1F., No.3-1, Sec. 2, Xinsheng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
Taiwan

｜電話：02-210809｜傳真：02-21
｜email：rueytay@yahoo.com.tw｜
瑞泰茶業股份公司成立於民國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歷
史，本公司以環境清新的南投，製作專屬於臺灣的高山好茶，
於9年引進南雲普洱茶，提供喜好品茗的消費者更多元的選
擇。接下來的日子，本公司將以更誠摯的心，提供更好的臺灣
茶品。

茶郊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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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家」0年前給大中小企業主送走私洋烟酒，後因樹大招
風……。30年前開始接觸茶葉。如今「送到家」三個字被廣泛
採用，而我們花了2年研發出完美的「焙茶程式」，突破了傳
統窠臼，戰勝了傳統，卻默默無聞，負債累累，被周遭藐視。
悲哀！悲哀！
身為研究者，仍甘之如飴，只要對業界、人類能做出貢獻。

會員名單

｜電話：02-29313131｜傳真：02-293103｜
｜email：a29313131@yahoo.com.tw｜
｜網址：http://hipage.hinet.net/送到家｜

A

段

二

路

大度路一段

B

33

35

牌

石

C

東華街

二段

段
一
街
華
東

平

路

路一

忠誠

文昌
橋

隆

北

淡

段

路

西

行

德

橋
福林

延

承德路六段

基

延平北路八段

七

段

路
文昌

68

至善路一

段

路

水

Taipei Premi

林

福
路
基河

路
士商
段
路五
承德

河

一段
大道
仰德

1

忠誠
路二
段

段

路一

石牌

天母東路

中山
北路
六段

段
七
路
德
承

天母西路

橋

23

中 山北路五段

路

中正

重陽大橋

承德路四段

河

百齡左岸河濱公園

齡

百

六段

延平北路

劍潭

內湖

路一

北安路

環河北路二段

昌吉街

76

市民

64
長安東路二段

大道

忠孝

市民大道

東路

一段

二二八
和平公園

中山
南路

仁愛路二段
52

速

快

義

和平東路二段

道

61

一

路

路

福

斯

公園

信義路五段

信

水源路

羅

橋

光復

80

段

段

中正
橋

萬大
路

57

74

和平東路一

松壽路
安和路二段

二段

華

72

75

信義路四段

敦化南路二段

西路

翠大橋

70

復興南路二段

和平

大安森林
公園

永康街

60

植物園

艋鉀大道

金山南路
二段

段

市民
市民大道

65

仁愛路四段
54
62 信義路三
段

建國南路二段

路二

和平西路三段

八德路三段

忠孝東路四段

忠孝東路三段

二段
南路
新生

3

華江橋

18 14

五
大道

松仁路

67

二段

58

段

南港路三

77
段
八德路四

段

段
一
路
和
安

濟南路

信義

段

路二

八德

基

南京東路五段
36

松信路

衡陽路 13

69

隆

34
南京東路四段

基隆路一段

17

河
健康路

南京東路二段

66

38

民生東路三段

光復南路

21
路

成都

溪

一段

民生東路二段

37
56 47 62 長春路
79
63

富錦街

敦北公園

敦化南路一段

漢

24

西路

73

48 45
5

45

15 民權東路三段

復興南路一段

忠孝

19

博愛路

橋

22

復興北路

中華路
一段

中興

12

1

民權東路一段

段
一
路
北
生
新

長安西路

32

龍江路

橋

承德路
一段

41 南京西路

忠孝

大

20

40

公路

建國高架道路

路
民生西
朝陽
25 茶葉公園

26

高速

松江路

承德路二段

民權西路

大稻埕公園

中山

民族東路

8

中山北路二段

路

重新

中山路

濱江街
新生公園

43

46

迪化街

大橋

迎風河濱公園
中山高速公路汐五段高架道路

中山北
路三段

重慶北路三段

16

民族西路

42
台北

隆

51

延平北路二段

2

文德路
路

明水路

基

段

瑞光

國立台灣大學

段

三

路

華中橋

永和
路二
段

隆

基

橋

福

北二

永

高台

橋

和

福

78

北連

絡道

44

福爾摩
沙高速
公路

街
景新

59

景文街

東西快八里新店線

懷恩隧道

路六段
羅斯福

4

指南路

二段

福

爾

摩

沙

高

71

D
士林區

寧夏路

大稻埕及其週邊放大圖

甘州街

延平北路二段

保安街

49

28

街

保安

歸綏街

寧夏路

大稻埕公園

3

民生西路

延平北路二段

朝陽茶二段64巷
慶北路

重

4

39

巷

二段73

路
重慶北

寧夏
路

葉公園

路二段
重慶北

段
迪化街一

6

70巷

路二段

重慶北

28819415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24巷2號1樓

28717811

B1

36 振信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35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19號

28712643

B1

69 勤馥(茗窖茶莊)實業有限公司
68

台北市士林區美崙街26號1樓

28340851

B1

A2

29
2 建裕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175之3號

25577496

A2

13
3 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9號

25573609

A2

52
4 有記名茶商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64巷26號

25559164

A2

30
6 明山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70巷3號

25585739

A2
A2

42
9 林華泰茶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 段193號

25573506

10 惠美壽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115號

25537815

A2

11 德芳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22號

25532716

A2

12 大同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86號

25955863

A2

16 聯亞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191巷13號2樓

25915726

A2

20 祥益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12巷3之1號1樓

25561336

A2

25 堉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貴德街18-2號1樓

29958288

A2

28 久順茶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54號

25531173

A2

29 王錦珍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30號

25591226

A2

30 聖樺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8號

25579300

A2

31 儒昌茶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15之1號2樓

26622579

A2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97巷32號之1

25557028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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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士林區華齡街56號

24 金品實業有限公司
33

大同區

涼州街

涼州街

23 金德盛茶業有限公司
34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98號

25982425

46 舜仁茶莊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43號1樓

25962018

A2

49 新欣茶行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62號

25577768

B2

50 永仁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32號1樓

25530306

A2

51
24 大裕茶行

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59巷38弄42號1 樓

25967526

A2

53 尚欣茶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21號

25529191

A2

55 寶堂(記)茶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82號1樓

25528166

A2

14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07號6樓

27765580

B3

18 和昌茶莊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90巷46號1 樓

27713652

B3

27 意翔村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161巷6之2號

27030394

B3

60 沁園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26號1樓

23957567

B3

大安區

經貿二路

三重路

7

B3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 段233巷45號

27116363

B3

70 台灣綠源(股)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84號10樓之1

27084600

B3

72 老吉子茶行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80巷5號

27028512

B3

74 庭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81號8樓

23693658

B3

80 雋美佳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93號1樓

27017608

B3

高

七段

沙

摩

爾

福

1 台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7號3樓301室

25034975

B2

5 金通用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65巷2弄5號

25512710

B2

8 向宏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45號6樓之2

25955863

B2

15 嶢陽茶行貿易有限公司
22 鹿谷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號

25621999

B2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179號1樓

25615382

B2

26 台香商店
32 元祥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50號

25410735

A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35號

25931639

B2

37 馥茗堂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89之3號 1樓

25416493

B2

40 春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甘州街15之1號2樓

03-4792008 B2

43 乾祥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45號6樓之2

259600982

B2

47 昇祥茶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52號1樓

25427205

B2

48 廣方園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72巷7號

25632851

B2

54 靚心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南路1段291巷18號

23254665

B3

56 王德興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1號

25618738

B2

63 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218號7樓

25090179

B2

64 欣欣茶葉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2段37號1樓

049-2580733 B2

66 新純香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105巷13-1號1F

25432932

B3

69 新天祥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53巷20號9F之8

25221082

B3

73 東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18巷10號之1

25422770

B2

79 瑞泰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34-1號1樓

25410809

B2

13 全祥茶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8號

23118405

A3

17 華泰茶莊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69號

23116490

A3

19 華裕茶莊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96號

23114918

A3

24 龍士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1號10樓之2

23611666

A3

38 景衡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6號905室

23123459

A3

52 翰翔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1段129巷3號1 樓

23933479

B3

67 王有記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67號

23939392

B3

76 峰圃茶莊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5號

23822922

A3

44 金南昌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30號5樓

29342788

B4

59 德勝茶坊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298之2號

29154636

B4

71 喜堂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段124號

86618551

C4

78 送到家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34號

27017608

B4

34 得翔商號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23巷1弄6號2樓

27685839

B2

36 雲山茶葉研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0巷18弄15號1樓 27622569

C3

45 永安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65巷9號1樓

27686938

C2

中正區

文山區

松山區
31

北深路

二段

58 琳嘉茶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100巷23號4樓

27787727

B3

77 美伊娜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8巷7號5樓之ㄧ

27865886

C3

信義區
茶行
高速公路

2000 ft
1 km

主要幹道
河流

61 醇品雅集陶瓷工作室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0巷421弄5號1樓

27291405

C3

75 美促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3號10樓

23328617

C3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5樓

26557799

D2

21 全泰茶莊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6號

23314307

A3

57 松泰茶行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329巷1-1號1樓

23033172

A3

南港區
7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萬華區

Taipei Premium Tea

路

公

速

忠孝東路

27061295

65 四海茶莊

中山區

南港路一段

段

南港路二

62 茶鄉園企業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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