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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以客家擂茶包裝為主軸，客家擂茶著名的就是把茶以及花生

等堅果食材磨成粉，食材都是都是都是天然的，非常養生，不論大人

小孩吃都非常適合。 

且由於日本抹茶近年來非常盛行，幾乎大大小小的食品及餐廳都有推

出抹茶系列，擂茶與抹茶都是綠色的，且擂茶添加堅果更具營養價值，

我們希望能把擂茶這項客家文化像抹茶一樣，推廣普及，以及將客家

人堅持的這份傳統繼續延續下去，能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擂茶。 

關鍵字:擂茶、客家文化、營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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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要 

1.1設計目的 

(一)台灣茶十分深受觀光客喜愛，為因應消費市場上的競爭，包裝形

式與材質上必須不斷的創新，來吸引更多消費者。 

(二) 客家擂茶著名的就是把茶以及花生等堅果食材磨成粉，不僅健康

好吃又有飽足感，日本抹茶近年來非常盛行，幾乎大大小小的食品及

餐廳都有推出抹茶系列，我們希望能把擂茶這項客家文化像抹茶一

樣，推廣普及。 

 1.2設計動機 

(一)擂茶是一種越磨越香的茶，期許購買的客人能細細品嘗客家獨一

無二的擂茶，不論是送禮或自用都非常適合，也能藉著磨擂茶體驗並

感受客家獨有的文化。  

1.3訴求對象 

到客家地區遊玩的旅客，送禮或喜歡擂茶想買來品嘗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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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擂茶主題探討 

2.1 設計主題定義 

(一)為什麼選擇擂茶? 

我們選擇了最具代表客家文化的擂茶，並改良造型加入新的元素。 

包裝內包含基本的 5大元素-白芝麻、黑芝麻、南瓜籽、花生、米香。 

 (二)內外包裝設計問題 

 外包裝 

採用手繪方式，畫有各種客家獨有的文化，傳統及慶典，讓品嘗客家

擂茶的同時，也可以認識客家文化。 

 內包裝 

內附研磨棒、舀綠茶粉的湯匙、擂茶缽、及一本小小的說明書。材料

部份都是裝在同一包，內層用夾鏈包裝，保持新鮮不氧化，量多量少

都取決於客人使用的量。包裝外標示清楚內容物，並畫上可愛插圖。 

2.2相關產業現況 

2-2-1擂茶的產業現況 

北埔在 1998 年開了第一家擂茶專賣店，因為推出創新的文化商

品，擂茶後來成為北埔特色之一，並成為招攬觀光客的一大賣點，擂

茶店如雨後春筍般的到處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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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擂茶業者都選擇在觀光景點附近開立店面，比較有生意，

例如桐花季舉辦時吸引大量觀光客。且販賣創新多樣化的產品來吸引

消費者，例如:方便沖泡的擂茶粉，精緻的客家菜、素食的餐飲、特色

禮盒販售或是夏天熱銷的擂茶冰品，在上面放上各式水果，享受不同

風味的擂茶冰。 

最重要的是 DIY 擂茶的體驗，在自己動手做擂茶並吃這道傳統客

家飲茶習俗及點心時，也是緬懷古早客家人傳統的文化和精神。業者提

供相關的配料及器材，並有專業人員或是店家現場解說，自己親自動

手體驗磨擂茶的樂趣。 

對於這種開設店面的型態，店面氣氛及設計擺設等等已經超越美

食本身。將客家文化與風格融入在經營層面上，對商品或是伴手禮設

計來說更具有代表性的象徵。 

另外也有客家餐廳兼營擂茶或是休閒農場兼營 DIY 擂茶，主要

以經營客家菜為主推商品其中配合擂茶 DIY 體驗，成為複合式的經

營，最後是擂茶攤販，攤販販賣已沖泡好之擂茶，以方便大量遊客到

觀光景點，可以不必等待即可品嚐到客家擂茶，方便性之餘擂茶的品

質是否會參差不齊，無法顧及品質，這有待探討。 

未來可朝向純天然、新健康、高品質、平價、時尚風的路線，希望這

項代表客家克勤克儉的客家擂茶能不被忘記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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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擂茶介紹 

一、擂茶的工具 

擂缽： 

以陶土拉胚製成，內面中心有輻射狀的溝紋，需要用細牙的擂缽擂細

小的芝麻，溝紋較粗的擂缽不能擂茶，適合用於擂較粗的穀類如米，

玉米等。 

擂棒：  

以芭樂、油茶樹幹為主要取材，選大小適中，長約 40 cm 鋸切後陰乾，

再去皮即可使用；缽和棍都相當講究，不是隨便用個碗和棒子就可以

擂出風味獨特的茶香。 

二、擂茶的材料 

傳統式材料：綠茶 (生)、芝麻 (生)、花生 (炒熟)，主要材料為綠茶，

擂茶的茶葉必須用綠茶，可選擇現採的綠茶葉，或綠茶粉取代。擂茶

使用芝麻黑芝麻和白芝麻 2 種配料，使用時可按黑 1 白 3 比例使

用，白芝麻量多些，擂出來茶色較好。 

改良式材料：綠茶、芝麻、花生、松子仁、葵花子仁、南瓜子仁以上

材料比率：茶葉 3、芝麻 3、其餘材料 1。 

主原料米仔：米經過浸、蒸、曬、炒過程，變成易貯存、可速食的米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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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擂茶的過程 

擂茶步驟：綠茶茶葉置於擂缽中→以擂棍磨擂→擂時加少許冷開水→

放入黑芝麻及白芝麻繼續擂→待擂至茶葉、芝麻都成糊狀後加入花生

→直到花生全部擂散→繼續擂至全部擂成茶漿即可→約沖泡 1500cc

開水→配米香、餅乾、米齊粑享用。 

 

2-3主題願景與觀點  

擂茶就現代觀點而言，是相當健康，有機飲食，希望將這麼健康的有機

食物推廣至現代民眾的生活中。 

且近年客家委員會積極推廣客家文化，透過各項計畫以及活動的舉辦

與宣傳，文化活動如：義民祭、客家花鼓節、客家特色商品博覽會等

等，透過每年定期舉辦的大型活動，吸引許多客家人以及對客家文化

有興趣的民眾，共同體驗客家風情，活動中除了吃喝玩樂的商品與互

動，漸漸地讓客家文化開始普及，也造就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 

北埔擂茶也從起初的擂茶飲品，後來也漸漸研發成現代人喜愛飲用的

養生擂茶產品，並經過客委會用心輔導包裝設計的精進，讓客家擂茶

美味文化成為具有特色的伴手禮。正所謂文化與創意和傳統的結合，

也就是現今推廣的文創產業，替北埔擂茶發展找到了新生命，也使台

灣客家文化有了更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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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分析 

3.1使用族群分析 

消費客群以到客家地區遊玩的旅客、喜歡客家歷史文化的客人，或是

想送禮及喜歡擂茶想買來品嘗的客人。 

 

3.2商品市場分析 

SWOT分析 

S 

• 富有客家氣息與文化 

• 擂茶 DIY手做 

• 比起其他茶更健康、營養豐富 

W 

• 擂茶原物料不耐久放 

• 部分產品需手工製作 

O 

• 經由客委會，進一步把產品推銷出去 

• 民眾開始注重養生健康 

T 

• 同行競爭者多 

• 原物料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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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問題影響消費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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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分析 

Product產品 手繪系列擂茶禮盒 

Price價格 750 

Place通路 
網路行銷為主軸，創立商品個人網站，並在各大社群網

站張貼文章或建立專業粉絲團，提高人氣及知名度，並

有助於產品國際化。 

另外我們也採用口碑式行銷，讓顧客帶來更多顧客以增

加商機。例如:FACEBOOK、INSTAGRAM、PIXNET… 

Promotion促

銷 

消費滿額贈好禮或別的產品的小樣包裝，讓消費者嘗試

更多不同的選擇，隨著產季推出不同的商品活動。 

價格分析 

花生 1g 約 1 元 需要 30g:30 元 

南瓜子 1g 約 2 元 需要 30g:60 元 

米香 一片約 25元 需要 2片:50元 

黑白芝麻 1g 約 1 元 需要 10g:10 元 

綠茶粉 220 一包 需要 300g 

擂缽 150~180元 一個 

研磨棒 50~80元 一支 

小湯匙 25~30元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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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紙盒 150 元 總價格:745元 

3.3相關商品比較分析 

 價錢 行銷 產品 

手繪系列擂茶

禮盒 
750 網路 DIY禮盒 

璞鈺擂茶 250-980 
店鋪 

官方網站 

改良式擂茶 

花布包裝 

39號茶 120-880 
店鋪 

官方網站 

改良式擂茶 

有 DIY禮盒 

行銷方面” 手繪系列擂茶禮盒”並沒有店鋪所以較顯劣勢 

產品方面各有優缺

 手繪系列擂茶禮盒 璞鈺擂茶 39號茶 

優點 
可愛手繪風格，吸引

年輕客群 
有花布精美包裝 禮盒種類多樣 

缺點 較沒知名度 
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接

受花布 
整體價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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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製作方式 

 張翊珊 莊庭瑄 

收集資料   

觀察茶場   

問卷調查   

報告討論   

撰寫報告   

 

3.5甘特圖(進度表) 

月份/工作 7-9

月 

10-12

月 

1月 2月 3-4

月 

5-6

月 

7-8

月 

9月 10

月 

企劃書撰寫          

蒐集文獻與資料          

去參觀茶廠 

市面上調查 

         

與製茶廠商進行

深度訪談 

         

收集完的資料整
理 

         

報告討論與書寫          

完成報告          

進行專題分享          

 



11 

 

 

第四章、結論 

4-1 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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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問卷調查顯示 

紅茶及奶茶是平日最多人飲用的，雖然擂茶在市面上並不普

遍，但還是消費者還是會想嘗試，而會購入 DIY是擂茶的比例

為 92%，客製化包裝的比例則是 84%。 

4-2 總結 

根據這些結果顯示，擂茶雖然沒有很普及，但還是有一定的客

群，而現代人注重精美且特殊有意義的包裝，我們的客製化包

裝也能達到客戶所需，DIY的部分由數據顯示，能接受的人佔

了大部分，近年來食安問題，導致客戶購買時都會猶豫，我們

的產品是直接呈現原物料最原本的樣貌，不會再磨成粉狀時加

入一些化學物，在磨擂茶的過程中，不僅能體驗到這個傳統的

客家文化，也能放心安全的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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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龍華科技大學 

科系: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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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1.1台灣茶十分深受外國人喜好，為因應消費市場上的競爭，包裝形式

與材質上必須不斷的創新，來吸引更多消費者。 

1.2設計者與消費者對於包裝的喜好與觀點上常有不同的意見 

1. 色彩的調配 

2. 圖案與背景的比例 

3. 文字的編排與設計 

4. 材質上的挑選 

以上這 4點都深深影響著消費者購買的慾望。 

1.3消費者喜歡的茶種都以普遍的奶茶、紅茶、綠茶為主。 

茶葉品質及價格合理為主要購買因素。 

喜歡的沖泡方式還是以普遍的茶包沖泡式為主。 

而大眾購買茶的預算普遍偏低，對於創新的東西購買慾望會增加。 

1.4我們這次就是以包裝設計為主，取三種較具客家文化特色的茶種作

為代表來設計。分別為:東方美人、擂茶、仙草茶。 

1.5綜合上述我們設想了 5種新包裝 

1.條狀包裝並附上攪拌棒 

2.茶包 

(1)傳統式 

(2)濾掛式 

3.濾芯棒狀(類似淨水棒) 

4.錠狀(類似發泡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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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茶及仙草茶為粉末狀，以條狀造型包裝，以外國人常喝的即溶咖啡

包為發想，東方美人為茶葉形態，以茶包包裝。 

三種茶銷售到國外，推廣給外國人，包裝有客家元素，讓更多人認識

客家文化。 

二、 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動機 

2.1 台灣最早被發現的茶，是在日月潭附近由原住民所發現的野生

茶，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直至清朝年間，才將原鄉的茶與製茶技

術移植到台灣，爾後經由行政院茶業改良場不斷的研發，台灣茶

目前已成為最受歡迎的伴手禮。 

2.2我們是以客家文化為主，主要動機是因為現在市面上所販售的茶業

通常是以鐵盒或真空包裝為主，粉末類的較為少見，這次所選的

茶種除了東方美人，其他兩種都以粉末來做包裝。 

2.3 客家人種茶、飲茶的歷史甚早，由於生活在單純的鄉野山林間，長

期農墾勞動，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刻苦，加上勤儉、樸實

的族群性格，故早期只將飲茶視作單純日常飲料解渴，缺乏精緻的

泡茶手法與茶道文化的內涵 。所以，對於飲茶的方式，完全是以實

用性取勝，一般民間最常見是傳統大碗茶的飲用法，其所喝的茶，

也以粗茶、茶梗、茶角為主。目前苗栗的三灣地區，仍有販售昔日

傳統大碗茶 具，只不過茶具的陶質與附件的設計與時俱進，有日

趨現代化與精緻設計的風格。雖然如此，客家人天性愛好飲茶，茶

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造就出獨樹一

格的飲茶風格。 

2.4有關客家飲茶文化的習俗，有些學者主張源自中原文化的母體，認

為客家飲茶文化 與中原飲茶的禮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客家人

常將飲茶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裡，應 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此與毛

文錫〈茶譜〉所主張茶的社會功能：供佛、待客、自用、 贈客的

用途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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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目前台灣客家各地茶區分佈的概況，歸納成下列一覽表： 

行政區 客家地區 產茶名稱 

宜蘭縣 大同、冬山 玉蘭茶、素馨茶 

台北縣 五寮、有木、插角 綠茶、碧螺春、龍井 

桃園縣 大溪、復興鄉、楊梅、
平鎮、龍潭 

梅台茶、秀才茶、金壺茶、紅茶、綠
茶、龍泉茶、東方美人 

新竹縣 北埔、峨眉鄉、湖口鄉、 
關西 

紅茶、東方美人、烏龍茶、酸柑茶 

苗栗縣 頭份、頭屋、三灣、
德明、老田寮 

紅茶、包種、東方美人、酸柑茶、
柚子茶 

南投縣 國姓鄉、魚池鄉、信
義鄉（水里、魚池） 

紅茶、埔里烏龍茶、玉山高山烏龍
茶 

花蓮縣 瑞穗（舞鶴、鶴岡）、
富里鄉 

天鶴茶（烏龍茶、白牡丹）、蜜香紅
茶、蜜香綠茶、柚香茶、鶴岡紅茶 

台東縣 鹿野鄉、關山鄉、初
鹿、卑南、太麻里 

福鹿茶（金萱、翠玉）、紅烏龍、台
灣普洱沱茶 

高雄縣 六龜、美濃 喬木野生茶、單欉佛手 

 

(二)研究問題 

本專題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下列三項: 

一、 茶外包裝設計問題 

茶的外包裝我們採用盒狀，三種茶共三個系列，加入客家傳統花

布圖案，融合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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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特色茶的選擇問題 

第一個選擇客家獨一無二的擂茶。 

第二個選擇東方美人是因為百年前，英國茶商將此茶呈獻英國維

多莉亞女王，由於沖泡後，其外觀艷麗，猶如絕色美人漫舞在水

晶杯中，品嘗後，女王讚不絕口而賜名「東方美人」，能受外國

客人喜愛。 

第三個選擇仙草茶，一般市面上的仙草茶都是甜美可口的，但真

的仙草卻是苦甘，可以解熱治病，與市面上販賣的截然不同。 

三、茶葉茶粉的包裝問題 

東方美人-以茶葉為形體(茶葉為茶包樣式) 

仙草茶跟擂茶-粉狀為包裝(茶粉以條狀包裝為一杯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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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玉蘭茶園為宜蘭重要客家聚落之一，客家文化與玉蘭休閒農業區

茶產業的文化結合，且近年茶葉貿易量逐漸沒落，導致在地茶業

業者陸續導入觀光元素轉型經營。試想，除發揮在地產業特色，

能否融入在地獨有客家特色，結合於茶業中永續經營與發展。結

論發現客家文化融入茶業經營，確實有助於強化地方性農特產品

行銷與發展，並對其後續觀光發展研發提供正面貢獻。 

(二)茶是客家人主要的經濟作物與文化鮮明的符碼。探究客家飲茶文

化的歷史演變，以及具有族群色彩的擂茶、東方美人、酸柑茶與

客家人社會文化的淵源，並提出對茶文學各種文體的賞析。 

(三)客家鄉鎮發展文化觀光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客家鄉

鎮發展文化觀光時，應以加強文化條件為首要工作，包括形塑鮮

明文化意象與增加鄉內文化觀光資源對遊客的吸引力。 

(四)“擂茶”是客家人為了求生存，避免南方瘴病侵襲而產生的一種

驅瘟疫防病毒的特殊飲茶文化。如今，海內外不少客家人仍保留

這一習俗，而福建將樂人無論男女老少都十分愛“食擂茶”，家

家戶戶備有擂茶器具。 

(五)客家的文化產業發展就是要從傳統客家的生活文化中發掘客家的

原始智慧，將客家人的善意，熱情自然流露在產業中，客家文化

係基於當地的人文、地理、風格習慣等環境全不同，長期累積而

型塑了當地的客家文化，藉由消費的過程認同客家文化價值，再

創造新的認同，並 且讓新的一代客家人在學習購買文化商品的行

為中，也學習到族群的認同。 

(六)近年來時尚界吹起復古風潮，客家花布的流行，讓時尚界有了新

色彩，讓人看到花布的多樣性， 除了傳統客家花布上的牡丹花圖

騰，還設計出讓牡丹花的客家意象，更能走進客家花布鮮豔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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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與大朵的牡丹花，代表著喜氣跟富貴。北部的客家人偏愛以花

布製作衣褲。客家服飾以「客家藍衫」為主，南部的客家人以藍

染技術著稱。現在的客家花布不只要好看，更要兼顧實用性。 

(七)擂茶是在新竹縣北埔鄉被發揚光大，黃一民（2005)研究重點在於探

討北埔擂茶的演變過程，尤其著重在擂茶成為商品，亦即「商品

化」（commodification）之後所產生的演變，這個演變過程可以

說是一種「傳統」的發明和建構。「客家擂茶」透過觀光、消費的

動作創造地方產業，並建構地方的文化符號標幟，因此北埔的「客

家擂茶」紅傳遍全國。「客家擂茶」不但具有客家的茶飲文化，在

客家族群的產業經濟研究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客家擂茶

最常被當作行銷客家族群文化的元素，也最容易讓大眾看見客家族

群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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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以網路問卷調查一般民眾對於茶的包裝、茶的種類、茶的沖泡方式等
等，做一系列的調查，看各項的數據來做分析。 

2.資料分析法 

用問卷分析出來的數據，與自己需要的資料做比對，結果出來最多的
票數來做專題的主要走向。 

3.市場調查法 

去超市、市場與茶商，調查目前最受歡迎的茶種類與價錢，以及最多
人使用的泡茶方法(用器具或茶包茶粉類等等)。 

(二)步驟 

甘特圖(進度表) 

月份/工作 7-9

月 

10-12

月 

1月 2月 3-4

月 

5-6

月 

7-8

月 

9月 10

月 

企劃書撰寫          

蒐集文獻與資料          

去參觀茶廠 
市面上調查 

         

與製茶廠商進行
深度訪談 

         

收集完的資料整

理 

         



28 

 

報告討論與書寫          

完成報告          

進行專題分享          

五、預期結果 

我們用了問卷方式做了市場調查 

1.年齡層大約都落在 19-40 

2.男女比例很平均 

3.喜歡的茶種都以普遍的奶茶、紅茶、綠茶為主 

4.茶葉品質及價格合理為主要購買因素 

5.喜歡的沖泡方式還是以普遍的茶包沖泡式為主 

6.而大眾購買茶的預算普遍偏低 

7.對於創新的東西購買慾望會增加 

 

綜合上述我們設想了 5種新包裝 

1.條狀包裝並附上攪拌棒 

2.茶包 

(1)傳統式 

(2)濾掛式 

3.濾芯棒狀(類似淨水棒) 

4.錠狀(類似發泡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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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茶及仙草茶為粉末狀，以條狀造型包裝，以外國人常喝的即溶咖啡

包為發想，東方美人為茶葉形態，以茶包包裝。 

三種茶銷售到國外，推廣給外國人，包裝有客家元素，讓更多人認識

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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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6 年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計畫名稱：客家茶產業之行銷與包裝 
   

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 

(累計進度

%)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

間 

 2 月至 3 月 

1.蒐集文獻與

資料 
20% 1.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  

■是□否 

2.進行資料分析 

■是□否 

 

 

3 月 31

日 

4 月至 6 月 

1.去參觀茶廠 

2.市場調查 

3.與製茶廠商

進行深度訪談 

 

   60%   1. 市場調查問卷 

■是□否 

  2. 訪談紀錄 

■是□否 

  3. 訪談報告 

■是□否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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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9 

月 

 

1.收集完的資

料整理 

2.報告討論與

書寫 

 

   100% 
1. 完成完整報告 

■是□否 

2. 經費核銷 

■是□否 

  3. 報告繳交 

■是□否 

 

9 月 30

日 

 

受補助機構簽章：                            填報日期：106年 2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