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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劃為「客家擂茶即食杯開發專題計畫」，計畫內容是在校內

以感官評品的方式，先進行校內學生擂茶口味主題的開發，吸引校內

同學對擂茶的注意，並進一步以即食杯的方式，設計擂茶即食杯，貼

近校內年輕學生的喜好，並將成果參加校內外創新發表會，進一步在

大學校園推廣客家文化。在嘗試傳統的擂茶與紙杯的組合之後，由於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一般年輕同學雖然知道客家擂茶，但是購買

意願不高，造成客家擂茶文化推廣困難。後來重新以年輕學子喜好為

出發，改用白巧克力當做即食杯素材，立刻吸引許多同學的注意，並

表示願意購買。因此，後續專題產品開發完成「三生擂茶巧克力」，

利用即食杯的白巧克力包覆擂茶甘納許，特色為可以即食，也可沖泡

成擂茶。產品並於「嘉南藥理大學 2016創新產品發表論壇」發表，「三

生擂茶巧克力」受到與會參觀者的喜愛，所有試吃產品索取一空。本

產品預計進行後續推廣，正在尋找廠商合作之中。 

 

 

  



一、前言 

擂茶，又名「三生湯」，主要流傳於中國大陸東南部一帶。擂茶

的主要材料是把茶葉、芝麻、花生等原料混合研磨成粉後，再加入熱

水泡勻飲用的茶飲。傳統上，客家族群會將擂茶配上飯菜一起食用。

而近年在客家委員會大力推廣客家文化下，新竹縣北埔鄉（客家莊）

將傳統擂茶的偏鹹口味改良成甜的口味，並逐漸受到大眾的歡迎。此

後，擂茶成為接觸客家文化的重要飲品。至今，不同的商家與廠商仍

然持續進行對於擂茶的改良，例如擂茶的口感與口味，希望可以持續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與購買。雖然如此，國內多數大專院校，因受限於

諸多因素，無法持續、多樣的推廣台灣客家文化，而讓客家文化的傳

承發揚，在大學校院缺少適當的舞台。因此，本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將

藉由感官評品的方式，先進行校內學生擂茶口味主題的開發，吸引校

內同學對擂茶的注意，並進一步以即食杯的方式，設計擂茶即食杯，

貼近校內年輕學生的喜好，並將成果參加校內外創新發表會，進一步

在大學校園推廣客家文化。 

 

 

  



二、專題研究背景介紹 

擂茶，為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有研磨之意，以陶製擂

碗放入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狀，再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擂茶所用

的材料，傳統上是用綠茶、芝麻與花生，目前市面上改良的擂茶配方

增加了許多養生的材料，例如燕麥、蕎麥、糙米、高梁、南瓜子、小

米、紅小麥、大麥、黑豆、黃豆、綠豆、紅豆、米豆、雪蓮子、淮山、

芡實等等。這些材料雖然具有養生保健的功效，可是由於個人口味的

差異，喜好的程度也不一，所以擂茶在大學校園裡並沒有受到年輕學

子的注意與喜愛。因此本計畫預計將不同口味擂茶，依照口感與層次，

調配不同的擂茶配方，並進行感官品評，與校園問卷調查，希望可以

調配出大學校園年輕學子喜歡的口感與配方。 

擂茶取名為「三生湯」的由來，是根據古書記載，相傳三國時代

的張飛帶領官兵進攻武陵時，官兵、將士們都感染瘟疫，而無力作戰，

當時有位當地草藥漢醫前輩，有感於蜀君紀律嚴明，便奉獻祖傳的除

疫秘方，以生茶、生薑、生米共同磨成糊漿後，煮熟飲用，沒想到湯

到病除，擂茶之名便由此相傳下來。現今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地，客家人及移民至湖南、廣東、福建等地區的民眾，皆有使用擂

茶的習慣，而在台灣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客家



庄，也保留大量使用擂茶文化的傳統。此外，茶類飲料是台灣主要的

非酒精飲料，由於銷售型態的改變，傳統的茶店面不再是年輕人茶類

飲料的主要來源。相反的，目前年輕學子喜歡流行的、熱門的連鎖茶

飲料門市產品。這些熱門的連鎖茶飲料門市的特色，就是口味多變化，

從簡單的紅茶、綠茶、烏龍茶，到花茶、奶茶、珍珠奶茶等等，具備

各式各樣的選擇，因而受到年輕學子的喜愛。因此，年輕學子會特別

重視購買茶飲料所得到的回饋，例如產品特色或是具有故事性等等，

以便與同儕分享，而這些都是一般傳統擂茶商品無法提供的。 

由於近年來政府、民間或學校都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用心經

營推廣台灣客家文化的發展，期能讓客家文化，成長茁壯。而客家文

化意象，包含藍衫、紙傘、油桐花，已經深植人心，特別在客家飲食

方面，已經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與喜愛。尤其，客家委員會已經連續

多年辦理客家美食活動，包含嘉年華與競賽，可惜的是，我們在充滿

青年學子的大學校園中，較少看到客家文化的創新產品。因此，本次

學生專題計畫可以培育年輕的世代，讓他們可以透過產品實作，發掘

與體驗客家的美食文化，進而推廣客家文化精神。 

 

三、方法及步驟 

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本計畫以發展客家擂茶產品研發以及推廣為標的，粗分為五大

項目：(一)擂茶客家文化史料蒐集編整，以尋找產品故事性 

(二)不同口味擂茶研發製作 

(三)擂茶產品感官評品 

(四)擂茶即食杯包裝設計與製造 

(五)產品發表及推廣 

 

2.進行步驟 

第一部份：擂茶客家文化史料蒐集編整，以尋找產品故事性 

(1) 客家先民使用擂茶的歷史、方法 

(2) 市面擂茶口味調查與蒐集 

(3) 台灣各客家庄使用擂茶配方調查 

(4) 整編資料以作為產品推廣時的參考 

 

第二部份：不同口味擂茶研發製作 

(1) 擂茶配方篩選 

(2) 單方與複方試做 

(3) 邀集評估人員品評決定配方 

材料：(所有成品約 90個，每顆約 10克) 

白巧克力 450g 

擂茶粉 70g 

鮮奶油 120g 

堅果粉 90g 

奶油 20g 



巧克力模 2個 

作法： 

1. 將白巧克力融化 

2. 將白巧可力液注入模中，等待 30秒，倒出 

3. 將形成的巧克力模放入冰箱冷卻 

4. 煮甘納許，將鮮奶油、奶油煮至微滾，放入白巧可力、擂茶

粉、堅果粉，放涼即可。 

5. 將甘納注入巧克力模具中 

6. 頂部鋪上巧克力，放入冰箱冷卻等待約 1分後脫模，完成。 

 

 

第三部份：擂茶產品感官評品 

(1) 比較不同擂茶口味差異 

(2) 選定最佳配方 

 

 

 

 



 
 

圖一、融化巧克力 

 

 

圖二、將巧克力注入，形成模型 

 

 



 

圖三、將堅果粉、擂茶粉按造比例配好 

 

 
 

圖四、煮甘納許，將鮮奶油、奶油煮至微滾，放入白巧可力、擂茶粉、堅果粉 

 

 

 

圖五、將甘納許放涼 

 



 

 

圖六、將甘納許注入巧克力模中，蓋上巧克力完成 

  



 

 

圖七、「三生擂茶巧克力」完成品 

 

 

 

圖八、將「三生擂茶巧克力」泡成擂茶飲品試喝 

 

 

 

圖九、「三生擂茶巧克力」的宣傳圖 

 



 

第四部份：擂茶即食杯包裝設計與製造 

依據本產品之特性與應用層面，設計出具有客家特色的

即食杯產品外型及包裝，以便於推廣本產品。 

 

第五部份：產品發表及推廣 

參加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所舉辦之產品發表會，以推

廣本項產品。 

 

 

 

 

 

 

 

 

（左起：蕭景詳老師、王柏森老師、專題學生郭禕蕾、佘旻諼） 

 

  



四、預算支用情形 

客委會補助款 7萬 5 千元，分別支付學生研究費、指導教授指導費及

行政管理費，以協助執行計畫時之各項庶務工作。 

支出日期 
摘要 

金   額（新臺幣） 

年 月 日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學生研究費 
106 6 5 學生研究費-郭禕蕾   1 6 0 0 0 
106 6 5 學生研究費-佘旻諼   1 6 0 0 0 
106 9 13 學生研究費-郭禕蕾   1 2 0 0 0 
106 9 13 學生研究費-佘旻諼   1 2 0 0 0 
106 10 26 學生研究費-郭禕蕾    4 0 0 0 
106 10 26 學生研究費-佘旻諼    4 0 0 0 
   小計：64,000        

共計： 64,000 
指導教授指導費 

106 6 7 指導教授指導費-王柏森    8 0 0 0 

   小計：8,000        

共計： 8,000 

106 9 13 行政管理費    3 0 0 0 

   小計：3,000        

共計： 3,000 

           合                  計   7 5 0 0 0 

 

五、結果 

擂茶之所以能夠成為客家飲食，是因為擂茶的茶葉等材料輕巧容

易攜帶、且食用方便，是客家飲食文化發展出的特殊飲食。而本計劃

為「客家擂茶即食杯開發」，而為了達到上述所提的「輕巧容易攜帶、

食用方便」，在計畫開始執行時，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進行蒐集文獻資

料，進行問卷調查，並買了不同店家的擂茶產品，甚至到北埔拜訪專

門販售擂茶的店家，希望可以增加對客家文化與擂茶的認識並思考如



何給擂茶新的產品形象。 

 

 

 

 

 

 

（專題學生郭禕蕾蒐集相關資料過程） （專題學生郭禕蕾蒐集相關資料過程） 

 

專題學生郭禕蕾心得（第 1週～第 4週） 

「我對於客家文化從小就很有憧憬，每年都會和家人一同到苗栗

欣賞桐花，因此參加了客家擂茶即食杯開發專題計畫，剛開始對擂茶

不是很瞭解，但是透過資料與文獻的收集，對於客家文化與擂茶的關

係，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專題學生佘旻諼蒐集相關資料過程） （專題學生佘旻諼蒐集相關資料過程） 

 

專題學生佘旻諼心得（第 1週～第 4週） 

「我會開始做這份計劃是因為在課堂上聽到老師介紹客家委員

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覺得很有趣，便報名參加，

而在慢慢接觸相關的事務之後，漸漸對客家文化產生興趣」。 

而在初步蒐集「客家擂茶」資料之後，我們繼續蒐集市面上「即

時杯」的資料。 

最初的我們想法是使用市面上傳統的紙杯，所以原本我們預計使

用的杯子是市售紙杯搭配傳統的擂茶。說到「擂茶」，許多人最先聯

想到是新竹北埔的特產，走在北埔老街上，短短不到一百公尺便有超

過三家的擂茶店，不斷地爭相招攬客人試喝，在是喝不同配方的口味

之後，考慮要能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我們選用傳統的食材來開發我們

的擂茶配方。而我們的杯子原本使用的是取得國外發明專利的紙杯產

品，外層有著絕佳 3D立體絨毛，具有「保溫」、「保冰」、「保味」

及「隔熱防燙」功效。但是傳統紙杯造型似乎不合乎「輕巧容易攜帶、

食用方便」的精神，因此我們拋棄傳統包裝的思考方向，並思考其他

包裹擂茶的方式，朝向如何減少包裝，並且給予擂茶現代感，可以融

入現代年輕人的日常飲食中，以便推廣客家擂茶文化。 

此外，我們也思考如何增加產品的故事性，因此我們以客家人克



苦耐勞，離鄉奮鬥為背景，設想「父母在市區打拼賺錢，把年幼的小

孩交給遠在新竹的阿嬤照顧，小孩半夜經常做惡夢，哭著去找阿嬤，

阿嬤總是會用一種神奇的方法”喊魂”來拍著小孩的背好讓他安心

點。當每年桐花季開始時，小孩總是嚷嚷著阿嬤去看桐花，坐在桐花

樹下一邊喝著擂茶一邊聽阿嬤訴說以前的故事，也藉由這樣讓我了解

阿嬤愛上當時那裡的一切一切。”站在岸上學不會遊泳”為了求學小

孩離開了阿嬤來到了繁華的都市，從隔二偏三的阿嬤家來到車水馬龍

的市區，讓小孩有點不適應，想念起阿嬤身邊總是有道地的料理、傳

統的擂茶以及那隨風飄散的油桐花，時時刻刻印在我心中，偶爾還會

想起阿嬤跟我說的故事」。 

因此，我們思考即食杯包裝的內容必須能引發消費者的回憶，而

且也要能符合「輕巧容易攜帶、食用方便」的特色，更要能與擂茶搭

配。經過實施問卷調查與指導老師指導後，我們決定改用白巧克力來

做即食杯的素材。白巧克力和一般巧克力不同之處，是它是並沒加入

可可粉而由可可脂製成。它也包括奶固體、糖和香料（通常包括香草）。

可可脂是巧克力在室溫時保持固體而又很快在口中融化的原因，因此

白巧克力和巧克力有同樣的質地只是味道不同，而和一般黑巧克力不

同的是白巧克力也不含咖啡因。關於白巧克力的歷史，始於二次大戰

後，瑞士 Hebert Candy Mansion 公司看到同業在歐洲出售類似產品



而引入美國。進而美國雀巢公司推出有杏仁碎的白巧克力棒，一時之

間風行全美國，並逐漸在全世界流行。在成分和原料方面，由於白巧

克力不含可可膏，很多國家不承認它能稱為巧克力的資格。2004 年

起，美國規定白巧克力必須有按重量計最少兩成可可脂，14% 乳製品，

和少於 55%甜味劑如糖。以前需要申請許可，才能出售這種白巧克力。

歐盟採用類似規定白巧克力必須有最少兩成可可脂和 14%乳製品，才

可以販售。但是市售的有些白巧克力，是由植物油製造，從外觀上來

看，植物油造的巧克力是純白的，而可可脂造的巧克力是象牙色。另

外，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標準規定黑巧克力可可脂占的比例

不低於 18％，可可粉不低於 14％。在臺灣，2016年 1月，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制定《巧克力標示規定》草案，規定巧克力總可可

固形物含量必須高於 35%、可可脂需高於 18%才能標示「黑巧克力」，

若使用植物油替代可可脂則須標示。最早的巧克力原產自中美洲，巧

克力來自「xocolatl」，是納瓦特爾語單詞意為「苦水」的意思，是

以可可做為主原料的混合型食品。主要原料為可可豆，生產地區位於

赤道南北緯線 18度以內狹長地帶。可可豆需經過發酵、乾燥、烘焙、

研磨，才能製成可可汁。而可可汁可製成可可脂與可可粉，或選高品

質的粗製可可汁經進一步加工製成巧克力。所謂可可液塊（Cocoa 

liquor）則是可可塊與可可脂液體，混合物凝固後的物質，兩種成分



的比例大致相等。 

 

(專題學生採購專題開發所需要的器具與材料) 

 

 

專題學生郭禕蕾心得（第 5週～第 32週） 

「我們蒐集許多巧克力的資料，對巧克力的做法做了許多研究，

即便如此還是做了許多的失敗作品，因此對於做法和材料都做了許多

的研究，試做完成後，也請許多人試吃，希望找出最完美的作品；但

是因為每個人的口味差異很大，所以最後我們找出兩種品嘗方式，兩

種不同於市面上所看見的巧克力─「吃、喝兩用的即食擂茶巧克力」，

讓大家把巧克力與擂茶隨身帶著走，不論何時何地都能品嘗到濃濃的

客家情，將客家文化以食物的方式傳遞給每一個人，讓大家都能夠了

解到客家文化，而不讓客家文化逐漸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 



專題學生佘旻諼心得（第 5週～第 32週） 

「我會開始做這份計劃是因為在偶然中接觸客家的事務，漸漸對

客家文化產生興趣。市售的擂茶商品都以擂茶單獨販售，但我們這次

專題加入巧克力，在產品試吃的過程中，卻意外地大受好評，讓我們

對這份專題企劃充滿信心，從仔細挑選品嘗巧克力，到嚴選客家擂茶

的茶粉、堅果，和包裝的意涵，更添加多種擂茶風味，讓這次的產品

充滿不同於傳統的風味。為了不讓客家特有擂茶文化式微，我們努力

創造簡單又深刻的擂茶產品來吸引大眾目光，藉此達到讓客家文化更

廣為人知。」 

此外，我們也進行相關產品市場分析，結果如下： 

A. 目標市場的設定 

三生擂茶巧克力的目標市場明確的指向桐花祭，用桐花祭的人潮

來推動購買產品的意願度，其定位走向觀光客。 

B. 產品消費群體、消費方式 

我們產品針對觀光客而設定，具有代表性跟紀念性。因主要是賣

給觀光客，可以現場購買我們也開放預訂郵購，讓喜歡我們產品

的客人分享或自己使用。人們一天喝一杯綠茶已是習慣，那如過

我們把綠改變成三生擂茶巧克力，搭配餅乾或九層粄，是否也別

有一番風味。 



C. 市場趨勢預測和市場機會 

“客家桐花季”名列客庄12大節慶之一。油桐早期見證客家先民的

奮鬥史，如今在客家委員會得推動下，深化各地的藝文活動內容，

並搭配桐花商品創業輔導，結合客家文化、產業、旅遊、生態之

賞桐活動，創造客家文化產業卓越的經濟價值。歷年來因足夠的

客群，所以帶來龐大的商業機會，如客流量固定成長，我們預計

每年的桐花季都會有正成比的在成長。目前全球網路上的商機有

20億美元，因此我們看重此目標，想藉由產品銷售至全球各地，

藉此提高產品的銷售額，以提高我們的知名度。 

我們利用我們三生擂茶巧克力的產品，去與市面其他的產品

做比較。我們從產品的總類、外觀包裝、價位、特點、行銷這五

點來做商品的差別性比較。 

 三生擂茶巧克力 市售擂茶 

種類 1.特殊巧克力獨立包裝 

2.具有即食方便性 

3.攜帶方便 

4.適合不同節日題材送禮 

1.一般杯子包裝 

2.需要外加熱水 

3.一般紙杯較佔空間 

4.較難當成禮品 

包裝 用故事呈現出客家，用祖

孫的親情遊走油桐花步道

使用客家花布去呈現客家風。 



的風景。 

價位 160元 100元。 

特點 我們所使用巧克力杯，可

調整外觀。 

外觀客家風格，吸引消費者。 

行銷 跟桐花季結合，用桐花祭

的商機來推動買氣。 

把茶包包裝成禮盒，到節日時

就可買來送親朋好友 

 

 
(專題學生進行報告撰寫) 

在市場行銷方面，分析如下： 

A. 概述行銷計畫（三生擂茶之 4P 策略） 

產品 product: 

我們的擂茶材料有茶葉、黑白芝麻、花生與擂茶粉，經過研

磨後用白巧克力包覆，食用時沖入熱水，再搭配米香或餅乾

類的點心，茶味純、香氣濃，不僅能生津止渴,清涼解暑,而



且還有健脾養胃,滋補長壽之功能。此外，我們還使用了擂茶

甘納許，既能保存擂茶風味，更能直接食用，配合桐花的造

型，外灑擂茶粉，凸顯出客家的特色，藉此將客家文化發揚

光大。 

價格 price:  

我們收集了市面上的擂茶販售價格，每 100公克介於 60元到

36元之間。所以我們將三生擂茶巧克力定價為 160元，做價

錢區隔，提高產品價值。 

促銷 promotion: 

桐花季活動開始前三天做預購促銷買五送一活動。 

三天開幕促銷後，即日起至桐花祭活動結束後，採來本攤位

粉絲專業公開分享打卡，經銷售人員確認後，立即贈送試吃

盒。 

網路店面以及實體店面採取消費滿額免運費。 

地點 place: 

1. 遊客中心:獅山遊客中旁有歇心茶樓可販售，可在遊客中

心、歇心茶樓張貼產品販售海報。 

2. 桐花季:取得攤位販售權。 



3. 網路:利用現代人常使用的 facebook來建立我們的”桐

再一起”三生擂茶巧克力粉絲專業，粉絲專業內含產品

介紹，如:介紹本產品創作過程，不管是對於我們的產品

有任何的問題，我們的粉絲專業都能一一為您解答，並

於粉絲專業進行販售，且搭配不定期促銷活動，等第二

年有一定獲利後，及創立"桐再一起”三生擂茶巧克力的

官方網站，並結合原粉絲專頁來宣傳與販售我們三生擂

茶巧克力產品。 

 

B. 銷售政策的制定 

一.目標顧客如下： 

(1) 主要目標客群：桐花季以客家為主軸，針對來此觀光

之人群，讓大家更深入了解到客家文化精神與傳統習俗。 

(2) 次要目標客群：在現代發達的科技社會裡，用網路購

物已成家常便飯，我們想藉由此方便性，讓消費者更清楚

明瞭我們所研發的產品，以及提高購買的意願。 

二.市場取得 

(1) 桐花季:取得商家販售權，活動期間推銷我們的產品 

(2) 當地據點:位於獅山遊客中心旁的楔新茶亭申請販售 



(3) 網路市場:利用現今時代潮流的 facebook成立粉絲專

業，更新產品資訊。 

C.未來走向: 

客委會以補助、合作及輔導方式，鼓勵媒體共同參與客家廣電

節目及影視作品之製播，呈現臺灣社會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並

建立跨族群傳播之合作夥伴關係。並進一步瞭解客家、親近客

家。結合社區規劃指導從事產業發展、人文形塑等社區營造工

作。所以我們希望將我們的產品向客委會做介紹，並取得擂茶

認證，利用這認證，來推銷我們的產品。  



五、結論 

首先感謝「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的

補助，讓我們有機會參與「客家擂茶即食杯開發專題計畫」。在計畫

執行過程，我們完成客家先民使用擂茶的歷史、方法調查與蒐集，還

有台灣客家庄使用擂茶配方調查，也完成擂茶產品研發，並進行產品

發表與推廣。我們在整個過程學習到許多客家文化的內涵，讓我們對

客家精神更加認識。也讓我們在推廣「三生擂茶巧克力」產品時，更

能與消費者訴說客家的精神與產品的發展過程。特別是我們的「三生

擂茶巧克力」在舉辦試吃的活動過程，都被試吃索取一空，對我們是

很大的鼓勵。雖然計畫執行八個月，但是感覺時間非常快，希望後續

的產品推動，可以讓「三生擂茶巧克力」受到更多人得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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