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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客委會101年度推辦「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台三線」，以協助台三線客

庄產業發揮產業群聚綜效，由單點擴大至區域面向進行輔導、行銷，以打造臺

三線客庄產業軸線新面貌，促進客家地方特色產業邁向永續發展。「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台三線」共遴選出新竹及苗栗等地區12間商家接受輔導，首波

選定台三線沿線的「茶」產業為主軸。 

文化創意產業要能夠深耕發揚，文化資源整理和文化環境建設是必要的基

礎。產業發展立足本地，民眾參與，才可能成為有特色、有競爭力、有生命力

的產業。文化環境的建設，不僅僅限於硬體的打造與空間的設計，鑑賞能力也

是提供文創產業良好發展條件的範疇。以茶產業為例，建立茶葉生產的品質評

鑑制度以及行銷、品牌系統，固然是第一步驟，然而如何加深其產業的文化蘊

底，對茶文化傳統和民眾文化記憶的「翻新」，以及跨界合作平台的建立，更

是未來產業面向國際競爭唯一的出路。 

本計畫規劃利用本校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過去6年來所累積的地方經營資

本，建置一個以茶席為核心的跨產業合作平台，該平台預計將產出鏈結相關產

業的教材以及產品模組。 

本計畫的量化指標是建置一個台三線整合平台，其中包含3個工作坊，作

為日後建置創業基地、翻轉教室以及其他可能性衍生產業的基礎。質化指標則

是4H，分別是深度體驗(high touch)、高科技感(high tech)、高品質(high control)

以及高價值(high value)。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依據申請計畫書，本計畫預期完成的質、量化指標分別如下： 

(一)、 質化指標-4H 

(1). High Touch 深度體驗：就如同 Ikia IKEA 一直以來都是奉行體驗行銷的

家具店，消費者把家具玩壞了、弄髒了都無所謂，開心就好。然而，

我們在 IKEA體驗到的並不只是家具，更像是在體驗「我家未來的種種

可能性」。IKEA 透過佈置和空間陳列，把家具商品展現出來，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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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感受「我家如果變成這樣」，不只是產品功能和外貌上的展示，而

更是要我們在五官(眼耳鼻舌身)上盡情的體驗，這是一種更接近人心的

接觸，IKEA 透過賣場佈置和陳列，創造出使用各式各樣的情境(Usage 

Situation)，讓消費者對未來充滿想像。本計畫的示範茶席就是提供這

樣一種深度體驗的計畫成果。 

(2). High Technology 高科技感：利用影像紀錄製作教材，使得教材和學習

脫離老舊思維，擁有創新+的理念。 

(3). High Control 高品質：嚴格控制示範茶席的品質。 

(4). High Value 高價值：建置區域產業合作平台，利用異業以及異域結盟的

方式，賦予茶產業更多的文化價值，不光只是產品價格。 

(二)、 量化指標 

(1). 建置新竹縣產業合作平台。 

(2). 完成新竹區茶產業以及花藝產業調查。 

(3). 輔導成立4個相關的工作坊：茶藝、花藝、點心和影像工作坊。 

(4). 綜合各工作坊的開發成果，舉辦四季示範茶席，預計出席人數超過250

人。 

(5). 工作坊編撰影音教材一份，共兩份。 

上述計畫指標皆已於計畫期程內完成。 

 

二、預算支用情形： 

項目 預算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率 

人事費 280,000 280,000 100% 

業務費 25,248 15,258 60.4% 

雜支 752 752 100% 

行政管理 34,000 34,000 100% 

總計 340,000 330,010 97.06% 

業務費的主要項目為差旅費、印刷費、助理勞保費以及補充保費等四項，未能

全部執行是因為本案兼任助理為本校大學部學生，屬於學習型工讀，可依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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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切結免投勞保，因此該科目費用完全沒有執行，將結案歸還。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 建置產業合作平台。合作平台建置於本校客家文化中心辦公室，未來

可透過中心辦公室鏈結茶產業和花藝產業。 

(二)、 完成新竹區茶產業以及花藝產業調查。 

(三)、 輔導成立4個相關的工作坊：茶藝、花藝、點心和影像工作坊。 

(四)、 綜合各工作坊的開發成果，於11/18日本校校慶舉辦四季示範茶席，出

席人數累計283人次，深獲好評以及媒體露出。 

(五)、 影音工作坊拍攝並製作四季的茶席設計(包括花藝與茶藝)與茶點製作

影音教材各一份，共兩份。 

所有成果皆放置於本校客家文化中心網頁，提供產業業者、師生、一般民眾

參考。影音教材另外上傳 YouTube 平台用於推廣。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申請之初，原調查範圍是台三線的桃園、新竹、苗栗地區，規劃

鏈結茶葉、花藝、烘焙產業，後因客委會核定經費有限，僅調查新竹縣地

區，產業鏈結也以茶葉和花藝為優先，茶點烘焙則限於示範。然而，調查結

果顯示，新竹縣花藝產業相對稀少，許多商家未來可能往桃園市組成聯盟，

產業鏈結強度與計畫原先預期不同，但是跨地區鏈結卻是必然趨勢。 

 

三、建議事項： 

建議後續研究能擴大調查地區並增加產業的鏈結度。除了茶葉與花藝產

業，可增加茶點烘焙、陶、瓷、書畫、音樂等，更能豐富茶文化的蘊涵，多

元模組化商品，達到振興茶文化與客家產業的效果。 

 

四、 結論： 

本計畫挑選了春夏秋冬四季代表新竹縣的包種茶、東方美人茶、紅茶和

烏龍茶，結合適合茶性、當季、當地花材的花藝創作，搭配茶點建置了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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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茶席，其用意在運用跨業結合與文化元素以提高茶道的文化蘊涵與價

值。 

商家或一般消費大眾，皆可以透過影音內容激發不同的產業產品組合或

提高生活文化素質。計畫也公開新竹地區茶產業與花藝商家的編碼地圖，可

以有機會媒介謀合不同產業的商家共同開發新產品，促進地方經濟。 

 

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客家委員會為加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文化產業傳承及發揚，展現客庄

文化產業生活，帶動客家地區產業經濟，針對全臺69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鄉（鎮、市、區），依地理位置及產業特色劃分整合為5個區域，台三線、

六堆、海線、中部及花東，按各區域農特產業之季節性、獨特性及發展性，

分年、分階段協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特色產業發展與推廣。 

101年度推辦「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台三線」，以協助台三線客庄產

業發揮產業群聚綜效，由單點擴大至區域面向進行輔導、行銷，以打造臺三

線客庄產業軸線新面貌，促進客家地方特色產業邁向永續發展。「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台三線」共遴選出新竹及苗栗等地區12間商家接受輔導，首

波選定位台三線沿線的「茶」產業為主軸，針對各店家個別特色進行設計規

劃，從硬體環境到產品包裝加以輔導，呈現嶄新風貌。 

然而文化創意產業要能夠深耕發揚，文化資源整理和文化環境建設是必

要的基礎。產業發展立足本地，民眾參與，才可能成為有特色、有競爭力、

有生命力的產業。文化環境的建設，不僅僅限於硬體的打造與空間的設計，

鑑賞能力也是提供文創產業良好發展條件的範疇。以茶產業為例，建立茶葉

生產的品質評鑑制度以及行銷、品牌系統，固然是第一步驟，然而如何加深

其產業的文化蘊底，對茶文化傳統和民眾文化記憶的「翻新」，以及跨界合

作平台的建立，更是未來產業面向國際競爭唯一的出路。 

因此，本校客家文化中心計畫建置一個以茶席為中心的產業合作平台，

鏈結茶藝、花藝、以及周邊資源，發展出一個創業基地以及教育認證基地。 

 

二、研究計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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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茶的起源，一般採用唐代陸羽《茶經》的說法：「茶之為飲，發乎

神農」，認為起自五、六千年前的神農氏。茶最早是被當成藥物1，而後被當

成日常飲品，還衍出以水煮嫩葉的「沖茶」，採老葉作成的茶餅2與「煎茶」3

等煮飲方式。茶在吾人的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既可生解渴，又可

消解肉食、除煩去膩4，或可以茶會友5，以茶代酒、以茶為壽6。陸羽《茶經》

中詳載飲茶、品茗的樂趣益處，與茶的藥用價值，以及唐代時種茶、焙茶的

技術等。 

「茶興於唐，盛於宋」7，宋代因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交通發達，運銷

便捷、市民文化開始興起、帝王貴族的愛好及推動、文人雅士的推波助瀾、

僧道生活間接刺激等有利條件8，飲茶風氣盛行，茶文化發展已達鼎盛。茶書

著述相繼出現：有宋徽宗的《大觀茶論》、葉清臣《述煮茶泉品》、蔡襄《茶

錄》、黃儒《品茶要錄》、熊藩《宣和北苑貢茶錄》、唐庚《鬥茶記》、沈括

《茶論》、審安老人《茶具圖贊》、周絳《補茶經》、劉異《北苑拾遺》、《北苑

煎茶法》等，約三十部的茶書9。 

茶書中提到的「鬥茶」，乃評判茶優劣高低的方法。鬥茶時，先灑茶末

於杯底，加入少許沸水，均勻攪動，使茶末成為糊狀，然後注入沸水，稱為

「點湯」，注水的同時，再以茶筅適度地敲擊、拂動茶湯，讓茶湯泛起湯花。

點湯時，著重均勻注水，收尾俐落；杯面的湯花、色澤和水痕出現的時間早

晚，則為評判標準10。鬥茶時，所用茶具為黑瓷茶具，以呈顯湯色11。又有

                                                 
1
  《神農本草經》：「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2
  三國．魏張輯《廣雅》：「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
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桔子芼之。」 
3
 「煎茶」乃製作食用茶的一道工序，先將茶餅灼成赤色，然後碎研成細末，再倒入壺中，用水煎煮。流傳到
日本以後，又加入蒸菁、揉捻、焙乾等程序，風味自是不同。 
4
  宋．林洪《山家清供》〈茶供〉：「茶即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 

5
 唐代白居易晚年閒居洛陽，文友相聚，以茶敘友情，與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真、張渾等人組「七老
茶會」，而有〈七老會詩〉諸篇什（收錄於《全唐詩》卷四百六十三）；五代的和凝（898-955）則與門生故
舊、官員組織了「湯社」的茶飲團體。 
6  宋．杜耒〈寒夜〉詩云：「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以茶當
酒，招待的熱情不減；陳師道《後山談叢》記載宋綬（991-1040）為李文正公昉（925-996）夫人上壽時，因為
李夫人不飲酒，因而以茶代酒，以茶為壽。 
7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
矣」；另外，參見劉昭瑞《中國古代飲茶藝術》頁十八。 
8
侯月嬌《宋代茶酒文化之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9  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第四編〈茶與宋代文化〉。 
10蔡襄《茶錄．點茶》：「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

注之，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鬥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

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11宋．祝穆《方輿勝覽》：「茶色白，入黑盞，其痕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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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百戲」，或稱「湯戲」或「分茶」，乃是將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使茶

湯湯花瞬間呈現瑰麗多變形狀的技巧，詩人也不禁讚嘆：「分茶何似煎茶好，

煎茶不似分茶巧」12。 

宋代講究茶葉採摘之時辰13、製作之工序、研茶時的衛生條件14；強調茗

飲的地點15、貯茶的茶器，甚至有匠者所製茶器，「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

數」，士大夫家多有之，置之几案，「以侈靡相誇」。16茶器由保留茶味的功能

性器皿，發展成工藝藝術品。南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記載了十二種宋代

的茶具，並冠以官吏之名，每幅圖附有一贊，賦予茶具功用與「使命」；宋人

飲茶亦重泉水和湯候，蘇軾就曾經特別以詩向焦千之索求惠山泉水來烹茶，

因為「精品厭凡泉」17；歐陽修亦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

文人雅士熱衷或精研茶藝18，進而撰著茶書，為茶立傳19，藉物寓情，詠茶明

志；或詠茶成詩20、入詞21，甚或推動某地域名茶22，提倡飲茶藝術的精緻化，

                                                 
12宋．楊萬里〈澹庵座上觀顯上人分茶〉詩。 
13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唐造茶，與今不同。今採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 
14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太宗）至道二年九月乙未，詔建州歲貢龍鳳茶。先是，研茶丁夫悉剃去

鬚髮，自今但幅巾，先洗滌手爪，給新淨衣，吏敢違者論其罪。」 
15胡寅（1098-1156）送茶給朋友的時候，還殷殷叮嚀「要須臨水榭，滿啜一甌玉」，提醒這些茶必須在身臨水

榭之地品啜。（胡寅《斐然集》卷一〈送茶與陳霆用賈閣老韻〉）；鄒浩（1060-1111）在朋友索求團茶時說：

「竹上松間敲玉花，最宜石鼎薦靈芽」，要朋友身在竹上松間最宜煮茶。（鄒浩《道鄉集》卷六〈雪中簡次蕭求

團茶〉。 
16周煇《清波雜志》卷四。 
17蘇軾〈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18

 例如《宋史》卷二百八十三〈丁謂傳〉：「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又，張舜民《畫墁

錄》：「（建溪）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

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蔡襄善於鑑別茶葉的軼事，分

見彭乘《墨客揮犀》卷四：「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

岩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

笥中選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嚐，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岩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

索茶貼驗之，乃服」：卷八：「蔡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

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秘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

團雜之。』丞驚呼。童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19

 例如唐蘇廙〈仙芽傳〉、宋蘇軾〈葉嘉傳〉、元楊維楨〈清苦先生傳〉、明徐爌〈茶居士傳〉。粘振和〈元末楊

維楨〈清苦先生傳〉的茶文化意蘊〉以為：「（茶傳）代表文人對茗飲的熱愛，進而將個人對茶學知識，串連文

化意涵，投注以人生價值，而寫成的文化結晶。」 
20

 石韶華專著《宋代詠茶詩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八十五年碩士論文，有做一番系列的整理與論

述，頗具參考可觀之處，此不贅引。 
21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七記「豫章先生」羅從彥（1072-1135）「少時，嘗為茶詞，寄〈滿庭芳〉云：『北

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冰

瓷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為扶起尊前，碎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袖，醒魂到明

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

名動天關。碎身粉骨，功合在淩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

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攬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

寢，相對小妝殘。』詞意益工也。後山陳無己同韻和之……」。 
22

 葉夢得《避暑錄話》記洪州雙井茶因黃庭堅之推廣而聞名：「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數畝。雙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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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中提升了茶在文化中的地位。 

觥籌交錯之際，王羲之、孫綽、謝安等人因「曲水流觴」，得輯《蘭亭

詩》；李白與諸弟坐在桃花林下，飛羽觴、行酒令，「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

數」，增添了飲宴的文化意涵；品茗啜茶時，亦有鬥茶、行茶令；司馬光以茶

喻德行23、歐陽修以茶當「潤筆」24、朱熹從茶中悟理25、注重養生的蘇東坡，

認為食飽後應喝茶26。後人更發展出茶道、茶浴、茶食、茶療等，茶已然超

越「生津解渴」的角色，而是與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活動。 

台三線以行政院的大門前為起點，在繁華台北城，先後化名為大家所熟

悉的忠孝西路、中華路、和平西路等；一路往南經華江橋跨新店溪後，又以

文化路、四川路等名字，搖身一變為台北縣板橋市的主要幹道，以中央路貫

穿全土城市。然而不管怎麼稱呼，全長四百三十八點七公里的台三線，長度

在省道中名列第三，僅次於台九與台一線；從起點台北到終點屏東，經過的

縣市鄉鎮近乎五十個，堪與台一線媲美。 

台三線與其他道路最大的不同，還在於獨特的地理位置。拿和它同是南

北縱貫道路的台一線比較，當後者離開大台北地區的新莊、三重等地，沿著

平坦的西部平原，暢行無阻時，台三線卻自台北盆地的西南側穿出後，選擇

爬上爬下，轉進中央山脈以西的淺山區，穿梭在高山與平原之間、人口稀少

的丘陵地。 

台三線最初修闢的目的，正是為了促進內山偏遠鄉鎮的經濟。茶、糖，

與樟腦，是一八六○至一八九五年間，台灣的三大出口品，其出口值占同時

期全台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中茶的主要產地，幾乎是沿著今天台三

線的中北部丘陵路段而展開；產業的運輸需求，促使地方聯絡道路初步形

成，終成今日台三線的前身；而產業所累積的記憶－種茶、採茶、炒茶，一

切與茶有關的生活，也在時間的發酵下，終於錘鍊成最寶貴的文化資產。龍

潭的「龍泉茶」、北埔的「椪風茶」，以及峨眉的「東方美人茶」(其實皆指

                                                                                                                                                                  
分寧縣，其地即黃氏魯直家也。元佑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多致之。」 
23

 趙令畤《侯鯖錄》卷四。 
24

 歐陽修《歸田錄》卷二。 
25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 
26朱弁《曲洧舊聞》卷五也記錄講究飲食順序的蘇東坡，認為食飽後應喝茶：「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

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襄邑抹豬炊共城香

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鬪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

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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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毫烏龍茶」)迄今仍是台三線茶產業的重心。 

本校位於新竹縣芎林鄉，地理位置在桃竹苗台三線的中央，2009年成立

客家文化中心以來，為有別於各國立大學，即以推廣客家生活文化為主要任

務，6年來，在客家委員會以及教育部的支持下開設過客家文化與美學通識課

程、客家文化與產業通識課程、客家語言與文化推廣班、客語認證輔導班、

客家社區總體營造通識課程等，並且辦理過客家民俗文化傳承創新系列活

動、全國客家語配音比賽、客語唐詩宋詞朗誦比賽、新竹縣國中教師客家藍

染傳習培訓營、莫克拉風災災後社區重建服務、以客為尊，哈燒客家語育樂

營、戀戀客家情冬令營以及客家民俗文化傳承創新系列活動等各式文化推廣

活動。101年在積蓄客家文化推廣活動的能量之後，本中心結合本校商管學院

提出文創產業中介人才學分學程培養學生成為客家文創產業中介人才，讓學

生可以進入文創產業的經營與行銷、數位化文創產業，或從事國際文化會展

之相關工作。2015年開始辦理「客家產業人才培訓課程」台三線班，目前已

完成第四期。 

本計畫規劃利用本校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過去6年來所累積的地方經營資

本，建置一個以茶席為核心的跨產業合作平台，該平台預計將產出鏈結相關

產業的教材以及產品模組。 

 

 

圖一 跨產業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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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最適合擔任跨界產業平台的地方。一方面學校擁有教學的專業與

高級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學校可以提供設計與研發成果；再則，學校可以

無私的鏈結不同的產業以及吸引、鼓勵年青人的參與。 

由圖一所示，本計畫將集中在茶席的設計，包括茶葉、茶點、花藝，投

入教學、設計，產出茶藝、花藝、以及茶點的示範與影音教材，並結合茶和

花兩種不同產業形成新開發的產品模組-四季茶席。這樣的茶席概念未來可以

衍生出更多的茶席產品。 

 

三、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本計畫初期為調查型研究，蒐集的資料經過歸納、整理之後將作為教

學、行銷、產品開發的依據，故而規劃使用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將分區、分領域訪談地區生產加工業者、文史工作者、或團體

代表忠實呈現新竹地區茶葉生產、銷售、加工、開發等現象，以田野調查

訪談取得呈現第一手珍貴資料，以彌補文獻資料之不足。最後整理、分

析、歸納，找出獨特性與地域特色。 

從事田野人文研究調查時可分成三個基本概念：一是人與地的關係，

二是人與人的關係，三是人與超自然的關係。本計畫將從上述三個架構來

觀察台三線新竹茶產業，歸納出幾個方向： 

(1). 地理生態有幾項特質：一是重視區域的特質，二是重視人地關係。不

同時代的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維持經濟生活？如何讓物資流

通？三是空間結構：聚落的形成、交通線(古茶道)的往來等。最適合種

茶的溫度，大概介於攝氏十二到二十八度之間，年雨量不得低於八十

到一百英寸；年初的早晨最好有霧；土壤最好富含有機質…而這些，

都是位處丘陵，土壤排水良好的桃竹苗地區所具備的。 

(2). 產業經營：全盛時期全台有400多家製茶廠，新竹縣即佔了200家左

右，種茶地點多位於台三線上，茶業全盛時期時，光是關西鎮種茶面

積就高達5,000公頃，等於今日南投縣茶園面積，相當驚人。 

(3). 日常生活：人若習慣於每天固定的生活，容易喪失對周遭生活敏銳觀

察的能力。就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而言，從客家尋常的飲食中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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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台灣另一種茶食文化，因此客家人的生活習慣與特別的飲食文

化，也是值得注意的。 

(4). 社群聚落：就族群的特質來看，台三線地區的族群以客家人的分佈居

多，特殊的族群文化對台三線的茶文創產業應該會有不同的啟發和實

踐。 

(5). 在地化：茶種的選擇、茶點的開發、花藝的設計、搭配都必須符合在

地元素、客家文化元素和創新思維。 

田野調查法的記錄方式為文字、錄音和影像，並確認輔導建置工作坊和新

產品開發的進行方向。 

(二)、進行步驟 

本計畫採三層式建構，第一層為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把各領

域個別元素開發出來作為基礎設施的資源整合依據。例如，茶產業：茶葉的

種植、加工、茶產品行銷等；花產業：花材、花藝等全部編碼造冊進行能量

登錄。藝文產業受限於經費，與茶點在本年度計畫中先以設計為主，完整示

範茶席的開發與展示。 

 

圖二 基礎設施層 

 

第二層為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有了上述基礎層的資料依據，可以

將各領域的工坊開發出來，作為平台的資源整合依據。整合平台就是學校，

平台的資源包括老師、學生、愛好者、教室、設備等等。預計輔導開設的工

坊有茶藝工坊、花藝工坊、點心工坊和影像記錄工坊。各工坊之間可以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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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或串聯、複合，未來可以形成新產品開發模組。 

 

圖三 平台整合層 

第三層為各工坊交互作用後衍生的可能組合，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是以軟體和軟實力建構的實踐層。例如，茶藝、茶點和花藝的結合

可以創造出特色店，而隨著花材、食材和茶葉品種的不同，可以依此模組開

發出無可計算的新產品組合，這些特色店既可以形成聚落，又可以有效區隔

市場，而且每一個新產品都可以作為創業的基礎。選擇不同的異業結合的方

式，又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經營模式，還可以規劃在不同區域連鎖或加盟。 

 

圖四 功能衍生層 

本研究流程如圖五所示，分成前置期、期中作業期、建置期以及結案四

個步驟。前置期主要在開發新竹區茶葉與花藝的個別文化元素，編碼造冊進

行能量登錄以建置基礎設施層。期中作業需藉由田野調查確認地方特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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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素與產業鏈結。計畫希望能使用在地食材、在地文化以及在地花材。建

置期應依研究主題，整合分析後輔導建置各式工作坊。最後以體驗行銷法，

用示範茶席展示可能的新產品組合以及新經營模組、撰寫並提交期末報告，

於期末審查後，依審查意見修正提出結案報告。影像與文字記錄規劃成為教

材範例。 

 

圖五 研究流程與步驟 

 

四、研究成果 

(一)、 產業地圖 

(1). 茶產業 

以臺三線經過的新竹鄉鎮為範圍，研究小組原本計畫在每個鄉鎮

都找出代表性的茶廠，然後在地圖上編碼，也希望這些茶廠以後可以

擴點成線，編成臺三線上輕旅行的據點，因此比較偏向有與遊客互動

潛力的茶廠。 

經過調查，本計畫發現新竹縣13個鄉鎮中，新豐、竹東、寶山和

尖石缺乏計畫設定特性的茶廠，傳統製茶區的關西、北埔則仍是未來

最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各地區納入編碼的茶廠如表一所示。茶廠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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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請參考附件一。 

 

表一 新竹縣茶產業編碼商家一覽表 

地

區 
茶廠 簡介(入選原因) 

竹

北 

怡農茶園 經營至今已是第三代，堅持以有機裁植，不噴灑農藥及化學

肥料，用最傳統的手工方式採茶、製茶。 

湖

口 

湖口老街

香草花園 

擁有不同於老街的異國情調，又同時能融入老街的情懷。 

瑪納庭園

茶館 

湖口老街天主堂經過進駐單位的維護，再次成為民眾、社區

的活動空間。瑪納庭園茶館由老闆自己設計施工裝潢，老闆

從事國樂教學、表演，同好也可來此切磋交流。 

嶢品 三個堅持：品味－共邀客人品茗品食；品意－室內空間環境

氣氛；品生活－生活美學藝術品。客人來到嶢品藝術餐飲可

以從食，從環境中感受到老闆對藝術、對茶的熱誠和用心。 

新

埔 

振慶製茶

工廠 

自1967年開始營業，除了製茶還兼營內外銷。茶種多元，有

綠茶、紅茶、烏龍茶、鐵觀音、包種茶等。 

關

西 

錦泰茶業

股份有限

公司 

1936年創立，初期以製紅茶、綠茶外銷日本。2002年茶廠轉

型增設內銷研發部，朝多角度企業化發展，除生產紅茶、綠

茶、純茶油系列產品外，更創新獨門深研老祖宗「炭焙茶」

技術。 

台灣紅茶

股份有限

公司 

創立於1937年的台灣紅茶股份有限公司，在2005年台灣執行

一鄉鎮一特色的計畫時，為地方與觀光休閒盡一份心力，將

場地規劃為台紅茶業文化館，不定期也會舉辦音樂表演，帶

給地方更多藝文色彩。 

高平茶業 創立於1930年，生產綠茶、紅茶銷往北非、歐美地區，1981

年每日產量可高達一萬斤茶葉。注重研發，除了茶葉，另有

茶製沐浴系列商品如茶摳、洗髮乳、沐浴乳等。 

元昌製茶

工廠 

關西第一家製作有機綠茶粉的元昌茶廠是一個專門製造有機

綠茶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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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休閒

茶廠 

擁有近8公頃的茶園及20幾年的製茶經驗。種植多種奇特的水

果及成功復育獨角仙，提供昆蟲、果樹的自然生態以及各種

古農具等的導覽解說。 

芎

林 

鹿寮坑驛

棧 

鹿寮坑驛棧前身為新聯茶廠，迄今已有進80年之歷史，目前

主體建物仍保存完整。近年來因社區生態產業觀光的興起，

茶廠閒置空間正能提供到訪遊客一舒適的休憩餐飲空間。 

五

峰 

五峰泱坡

佳境製茶

坊 

觀霧高山烏龍茶，全程由農委會輔導產銷履歷，保證絕無農

藥殘留並且使用花生粕、豆粕做為有機肥料。 

橫

山 

內灣茶堂 全台灣第一家商業化擂茶創始店。 

北

埔 

膨風茶文

物館 

配合四周觀光茶園、果園、歷史古蹟、水域遊憩設施等。 

水井茶館 水井的所在位置正處於姜家古蹟聚居內，其茶館建築本身正

是天水堂的外橫屋。 

義興茶廠 1962年創建迄今的「義興茶廠」，自家裡有茶園，手藝習自祖

傳，常是新竹縣膨風茶賽頭等獎得主。木造的外觀閣樓，建

築在山野之中，洋溢著古代建築風情。 

煙豐製茶

工廠 

至今已傳承四代，有百來年歷史的製茶工廠。 

三十九號

北埔擂茶 

年輕人創業成果，所有擂缽都是自己工作坊燒製出來。 

天水茶行 一百年木造古厝，空氣中總散發著淡淡的木頭香及茶香，在

此古色古香、清幽的環境裡，喝上一口茶，彷彿置身仙境，

與世隔絕。 

峨

嵋 

峨眉茶行 擁有百年茶事經驗的老茶行，如今第四代齊聚一堂繼續為家

族在台茶的領域中努力。2011年參加兩岸鬥茶爭霸賽更一舉

奪下兩岸茶王。2014年設立東方美人茶故事館。 

圖六至圖十二 是新竹縣分區茶廠的編碼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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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竹北茶產業商家地圖 

 

 

圖七 湖口茶產業商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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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新埔茶產業商家地圖 

 

圖九 關西茶產業商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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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芎林茶產業商家地圖 

 

 

圖十一 五峰茶產業商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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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北埔茶產業商家地圖 

 

以上地區以及峨眉、橫山的茶產業商家地圖編碼，皆可透過以下鏈結取得。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CP42NuRsfOfSjuTE-BlF7lncU&usp=sharing 

 

(2). 花藝產業 

花藝產業商家不只是販售花材，還必須能客製化針對茶席設計展開

花藝設計。運用這樣的標準，本計畫發現新竹地區符合資格和規模的花

藝商家僅有8家，能量上似乎不足。圖十三花藝商家的編碼地圖。花藝商

家聯絡資訊請參考附件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CP42NuRsfOfSjuTE-BlF7lncU&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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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新竹縣花藝商家編碼地圖 

 

花藝商家地圖編碼，皆可透過以下鏈結取得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8tGJMC8xS20zx9jxndObPNYJYk&usp=sharin

g 

 

(二)、 影音教材 

(1). 茶席設計 

本計畫依據春夏秋冬四季茶葉以及花材的特性，設計了四季茶席作為

示範產品模組。未來，商家可以根據本計畫的設計原則，組合不同的

茶葉與花材，搭配茶點，開發出不同特色的茶席。 

茶席開發的步驟是先由中華茶藝聯合促進會、中華國際無我茶會推廣

協會泡茶師、茶道老師選定能代表新竹縣四季的茶葉，然後由人文花

道發展協會根據茶道老師的茶席設計搭配當地、當季花材做瓶式或盆

式插花。花藝設計的三個主要原則是：適當的搭配茶席，不能喧賓奪

主、力求簡單容易被模仿以及價格便宜不要使用過度的花材。 

春季茶席 

主題：茶與花的邂逅-芬芳春綠 

茶品：包種茶 

茶類：烏龍茶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8tGJMC8xS20zx9jxndObPNYJY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8tGJMC8xS20zx9jxndObPNYJYk&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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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青心烏龍 

發酵程度：輕發酵 

揉捻程度：輕揉捻 

外觀：條索狀、色澤墨綠 

湯色：蜜黃、蜜綠鮮豔 

香氣：幽雅花香味 

滋味：爽甘醇清澈不苦澀，回甘力強 

製程：包種茶製作過程：1.採茶菁 →2.日光萎凋 →3.室內萎凋 →4.炒

菁 →5.揉捻 →6.乾燥 →7.焙火 →8.包種茶。 

春天是喝包種茶的好季節。行家都知道，春季的包種茶喝起來最清新

入喉，尤其是坪林地區所產的文山包種茶 「香、濃、醇、韻、美」，

長久以來一直是品茗者的最愛。 

在早期，臺灣出產的茶葉只有烏龍茶一種，內、外銷售甚佳。但自清

同治十二年( 1873 年)起，由於受到世界茶業不景氣的影響，外銷銳

減，因臺灣茶葉價格高於其他地區，終致烏龍茶有行無市，陷入絕

境。部份茶商為求生存，就將臺灣烏龍茶運至福州，改製成包種茶，

這種新口味的茶葉，當時稱為花香茶，也開啟了從烏龍茶改製成包種

茶之先。 

據日人井上房邦氏之調查報告指出，包種茶是包種茶葉距今150餘年

前由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人王義程氏所創製，仿武夷岩茶的製法製造安

溪茶，並由他倡導及傳授製法，當這種茶葉製成後，用方形福建毛邊

紙兩張內外相襯，放入茶葉四兩包成長方形之四方包，包外蓋上茶名

及行號印章，稱之為「包種」，然後運往福州加實香花出售，或經由

廈門直接運銷南洋，這是包種茶製造的開始，也是包種茶名稱的由

來。現亦有人將之古意新解，稱之「包中」，希望喝茶後參加應試會

考也能包中。 

小葉種「青心烏龍」茶種所製作的包種茶，帶有蘭花與桂花香，滋味

醇和，入喉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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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茶席 

夏季的代表是東方美人茶。東方美人茶，又稱膨風茶、五色茶，茶芽

白毫顯著，又名為白毫烏龍茶，是烏龍茶中，發酵程度最重的茶品。

發酵度在60%～85%之間，主要產地在台灣的新竹、苗栗、桃園一

帶。適合製作東方美人茶的茶種以青心大冇為主，採收必須在炎夏

六、七月，大約在端午節前後10天，茶樹嫩芽經小綠葉蟬吸食後，稱

為「著涎」的茶菁，茶葉品質的好壞決定在「著涎」的程度。 

經手工採摘一心二葉，再以傳統技術精製而成高級烏龍茶，茶葉白毫

肥大，葉身呈白、綠、黃、紅、褐五色相間，有濃濃的蜜香、熟果

味，西方飲茶人士譽之為東方美人（Oriental Beauty）。 

東方美人的沖泡方式： 

型態：條索狀 

水溫：85-92度之間 

茶器：磁壺、蓋碗、玻璃壺 

置茶量：茶器的1/3-1/2  

浸泡時間： 

第一沖 60-70秒 

第二沖 30-40秒 

第三沖 50-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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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美人茶非常的耐泡，甚至可多達6-7沖都還有滋味。 

 

  

 

秋季茶席 

主題：茶與花的邂逅 – 紅葉暖秋 

茶品：桃映紅茶優質獎 

茶類：紅茶 

品種：台茶18號紅玉 

發酵程度：全發酵 

揉捻程度：重揉捻 

外觀：條狀纖細勻稱，色澤墨黑鮮潤 

湯色：紅豔明亮 

香氣：天然肉桂的淡香 

滋味：甘醇濃郁 

製程：紅茶的製造過程為室內萎凋5~18小時，再經由揉捻過程使葉片

細胞劇烈損傷使多酚氧化物質與多酚氧化酵素進行反應，然後再進行

渥紅發酵，令葉片完全變紅，產生良好紅茶品質。 

秋高氣爽，稻穀成熟，是滋養沉潛與歡慶豐收的季節。秋天，也是天

氣開始由熱轉寒，進入陽陰消長的階段，人體也從消耗旺盛過渡到沉

潛休伏，這個時候開始需要養生進補。 

紅茶在全發酵加工過程中發生了以茶多酚酶促氧化為中心的化學反

應，對胃具有刺激性的“茶多酚”減少90％以上，產生了茶黃素、茶紅

素等健康新成分，香氣物質比鮮葉明顯增加，也由涼性轉為偏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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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紅茶具有紅茶、紅湯、紅葉，香甜味醇養胃的紅茶的功效與作用

特徵，另外對便秘、脾胃不和也有很好的調理保健作用，非常適合於

秋冬飲用。 

紅玉(台茶十八號)因具有台灣山茶的基因，沖泡後帶有天然肉桂的淡

香，入口則留有一股清涼如薄荷的芳香感，相當獨特，是兼具香氣和

甘美口感的紅茶，非常適合純飲。 

 

 

冬季茶席 

主題-當下即是-茶與茶花的邂逅 

四季有序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則是宇宙能量運行二十四節氣已至

冬，萬物休養生息的季節，以茶觀心、以花會友，以生命安頓契合自

然為茶席佈置理念。 

烏龍茶的製程 

茶青-萎凋(靜置，攪拌)-發酵-殺青-揉捻-乾燥-初製茶-精緻-包裝 

湯色；湯色墨綠色，活撥艷麗，水色金黃清澈明亮，香氣有高山茶鮮

活香氣 

茶品；烏龍茶 

茶類；烏龍茶 

發酵程度；輕發酵 

揉捻程度；外觀形狀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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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球狀 

香型；青花香，如阿里山烏龍茶 

茶性特稱；滋味甘醇，喉韻強，不會苦澀，綜合來看有阿里山高山茶

之品味 

茶量；緊結1/3 

 

 

影音教材中包含茶席的設計、花材的選擇以及花藝的特色，影音連結

請參考： 

春季茶席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8th1eXquk 

夏季茶席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aQz2_1NTWk 

秋季茶席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xNR36sbig 

冬季茶席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ohgKd3AsQ 

 

(2). 茶點烘培 

受限於經費，茶點製作由本校專業教師示範，四季茶點分別是蜜茶涼

凍、茶香薄片、紅茶乳酪蛋糕和茶香花餅。 

茶點的配合與製作方式請參考 

春季茶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0eKYzRbRTk 

夏季茶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VCqQUD2_4 

秋季茶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W4XxzEiI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8th1eXq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aQz2_1NTW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xNR36sb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ohgKd3As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0eKYzRbRT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VCqQUD2_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W4XxzEi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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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茶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L8RxI482E4 

四季點心的食譜請參考附件三。 

 

(三)、 示範茶席 

示範茶席有兩個效果，第一，將研究成果做一個整理，同時也聯繫4個

工作坊的能量為未來合作建立模式。第二，推廣產品模組的概念。 

  
王國忠理事長示範茶席插花 黃月里老 師示範東方美人茶席 

  
王國忠理事長示範茶席插花 人文花道發展協會王國忠理事長嘗試擂

茶 

 

(四)、 計畫成果網頁 

計畫成果皆放置於本校客家文化中心網頁，網頁架構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L8RxI482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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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cec.tust.edu.tw/files/90-1015-123.php 

(五)、 其他 

配合本計畫的執行，本校圖資中心與人文花道發展協會分別以茶為主

題策展竹雕茶具與茶席之花。在沒有經費支援的情形下，這兩項展覽

充分展現了計畫中強調的產業鏈結強度。如何整合資源，以茶席為核

心，協調各產業發揮其專長與特色，仍能以文化元素有效提升產業的

高度和價值。 

下圖為翁明川、翁偉翔父子二人，於大華科技大學圖書館二樓藝文中

心，自4月6日起至5月31日止，推出主題「竹見革命：翁偉翔現代竹藝

術表現展」，共計展出作品20套/組。 

  
翁明川老師作品一 翁明川老師作品二 

  
翁偉翔老師作品一 翁偉翔老師作品二 

 

下圖為中華人文花道發展協會6/10-6/16台北書院展出，影像工作坊出機

攝影的紀錄。 

http://cec.tust.edu.tw/files/90-1015-12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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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忠老師示範 花材處理 

  
台北書院和成品一 影像工作坊剪接台 

 

五、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完成的質、量化指標分別如下： 

(一)、 質化指標-4H 

(1). High Touch 深度體驗：本計畫的示範茶席就是提供這樣一種深度體驗的

計畫成果。 

(2). High Technology 高科技感：利用影像紀錄製作教材，使得教材和學習脫

離老舊思維，擁有創新+的理念。影像工作坊協助完成茶席，包含茶道和

花藝，以及茶點製作共8支影片的拍攝與後製。 

(3). High Control 高品質：嚴格控制示範茶席的品質。由中華人文花道協會的

王國中老師協助把關。 

(4). High Value 高價值：建置區域產業合作平台，利用異業以及異域結盟的方

式，賦予茶產業更多的文化價值，不光只是產品價格。 

(二)、 量化指標 

(1). 完成新竹區茶產業以及花藝產業調查。地圖編碼開放提供查詢。 

(2). 建置新竹縣產業合作平台。本計畫案受限於經費只能提供平台給茶產業

與花藝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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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成立4個相關的工作坊：茶藝、花藝、點心和影像工作坊。 

(4). 綜合各工作坊的開發成果，舉辦四季示範茶席，出席累計283人次。 

(5). 工作坊編製茶席與茶點影音教材各一份。 

本計畫挑選了春夏秋冬四季代表新竹縣的包種茶、東方美人茶、紅茶和烏

龍茶，結合適合茶性、當季、當地花材的花藝創作，搭配茶點建置了四季示範

茶席，其用意在運用跨業結合與文化元素以提高茶道的文化蘊涵與價值。 

商家或一般消費大眾，皆可以透過影音內容激發不同的產業產品組合或提

高生活文化素質。計畫也公開新竹地區茶產業與花藝商家的編碼地圖，可以有

機會媒介謀合不同產業的商家共同開發新產品，促進地方經濟。 

建議後續研究能擴大調查地區並增加產業的鏈結度。除了茶葉與花藝產

業，可增加茶點烘焙、陶、瓷、書畫、音樂等，更能豐富茶文化的蘊涵，多元

模組化商品，達到振興茶文化與客家產業的效果。 

本計畫申請之初，原調查範圍是台三線的桃園、新竹、苗栗地區，規劃鏈

結茶葉、花藝、烘焙產業，後因客委會核定經費有限，僅調查新竹縣地區，產

業鏈結也以茶葉和花藝為優先，茶點烘焙則限於示範。然而，調查結果顯示，

新竹縣花藝產業相對稀少，許多商家未來可能往桃園市組成聯盟，產業鏈結強

度與計畫原先預期不同，但是跨地區鏈結卻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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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茶產業商家名冊 
地

區 
店家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網址 

竹

北 

怡農茶園 www.facebook.com/%E6%80%A

1%E8%BE%B2%E8%8C%B6%E5%9C

%92-1485545555006954/ 

湖

口 

湖口老街香

草花園 

http://hukoucafe.myweb.hi

net.net/ 

瑪納庭園茶

館 

嶢品 www.hukoulao.com.tw/fengx

i/front/bin/home.phtml 

新

埔 

振慶製茶工

廠 

www.facebook.com/ChinKing

tea.TAIWAN/ 

關

西 

錦泰茶業股

份有限公司 

www.kingtaitea.com/ 

台灣紅茶股

份有限公司 

www.formosablacktea.com.t

w/ 

高平茶業 www.teainlife.url.tw 

元昌製茶工

廠 

www.greentea-wun.idv.tw/ 

雲海休閒茶

廠 

http://cloudandseafarm.bl

ogspot.com/ 

芎

林 

鹿寮坑驛棧 

五

峰 

五峰泱坡佳

境製茶坊 

www.5657.com.tw/yunpo 

橫 內灣茶堂 lei-tea.07168t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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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店家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網址 

山 

北

埔 

膨風茶文物

館 

www.pft.com.tw 

水井茶館 www.peipu.com.tw/sub4a.ht

m 

義興茶廠 www.facebook.com/1962yisi

n/ 

煙豐製茶工

廠 

三十九號北

埔擂茶 

39tea.com.tw/ 

天水茶行 

峨

嵋 

峨眉茶行 www.emeitea.com/ 

http://39t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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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花藝商家名冊 
地

區 
店家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網址 

竹

北 

濱江花市 

青芯花卉設計 

芙蘿拉時尚花苑 
 

www.floraflorist.com.tw 

青尚琳花藝 

湖

口 

喬軒花藝中心   

綠點子花藝生活

館 

www.greenidea.com.tw 

Line ID：dar0813 

竹

東 

白蘭鮮花店 

麗的花藝生活館 t262.tftd.org.tw 

http://www.floraflorist.com.tw/
http://www.greenide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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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茶點食譜 

春季茶點 

蜜茶涼凍 

洋菜，亦稱瓊脂、洋菜膠、大菜、菜燕，是從海藻類植物中提取的膠質。1660年代由日本美

濃屋的太郎左衛門提取出來。可作為魚膠的代用品，常被用於沙拉、大菜糕或果凍等甜品。 

瓊脂亦會使用於實驗室，通常作為細菌的培養媒體或用於分子生物學實驗[3]。 

洋菜是由紅褐藻類提煉而來，生洋菜是白色半透明的，市面上可買到粉狀、角狀、條狀、絲

狀等等不同型態。在食品加工的用途上，可做布丁、果凍、茶凍、咖啡凍等等。口感較其他

常見做為凝結用途的食品加工材料脆。使用時需要先在水中加熱至90度左右溶化到看不見顆

粒為止，然後在其中添加想加入的甜味食材或是水果粒就可做成洋菜凍，或是甜點表層的凝

膠。日本的許多的甜點和菓子就運用了許多的洋菜。由於被認為富含纖維及吸附脂肪的特性，

受到愛美人士喜好，但事實上並沒有這種效果。 

材料1蜜茶凍 

1. 洋菜粉1大匙、糖50克

2. 10克茶葉、熱開水800克

材料2奶酪 

1. 奶油乳酪60克、糖20克、牛奶38克

2. 洋菜粉1茶匙、牛奶25克

3. 無糖鮮奶油90克

4. 茶末適量

做法： 

1. 取一些熱水先沖茶葉有茶色後倒除濾乾茶葉，才加熱開水800克沖泡茶葉出味後，濾出茶

汁 

2. 將洋菜粉與糖拌勻加茶汁煮有黏稠感後即可倒入瓶中靜置結凍

3. 取奶油乳酪與砂糖加入煮溶化拌勻至光滑即熄火；洋菜粉用牛奶泡軟後，加熱牛奶拌勻，

再加入1和2料拌勻，待涼 

4. 鮮奶油打6-7分發，加入做法3拌勻後，才倒入個人喜愛的模型中，送冷藏約30分出餐前表

面灑些些茶末即可 

夏季茶點 

茶香薄片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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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鹽奶油100克、糖133克、鹽1克 

2. 蛋白133克 

3. 鮮奶油35克 

4. 低筋麵粉133克、 

5. 茶葉10克〈磨碎後4克入粉，6克入鮮奶油〉 

做法 

1. 材料1拌勻至反白後，將蛋白分次加入拌勻 

2. 材料3鮮奶油煮開加入茶末拌勻沖入做法1再拌勻 

3. 將粉料〈麵粉、茶末〉過篩後與做法2再拌勻，就可以裝入擠花袋 

4. 餅乾麵糊平均擠注如10元大小的圓形，入烤爐前稍盪平。 

5. 200/130約10分，邊緣上色中心不軟陷，即可出爐，出爐後，用平鏟輕刮餅乾底部即可盛

出烤盤，待涼食用呈現「香、酥」口感！ 

 

秋季茶點 

紅茶乳酪蛋糕 

材料:(5吋蛋糕模2只) 

底層:消化餅乾壓碎125g(8-9克) 

奶油80克 

乳酪蛋糕:奶油乳酪250g、糖80克 g、麵粉50g、蛋120g、紅茶葉5g、熱水50g、鮮奶油150g 

 

作法:1.底層的奶油溶化加入餅乾碎拌勻,鋪在有紙模的蛋糕模底層壓實入冷藏 

2.奶油乳酪隔水加熱拌勻,加入糖拌勻,麵粉拌成顆粒才加蛋拌勻,加入紅茶50g 鮮奶油煮到濃

稠即可 

3.倒入模型(有餅乾碎的)即可入烤箱 

4.上火200/下火150約50分鐘,冷卻即入冷藏食用風味佳 

 

冬季茶點 

茶香花餅 

1、無鹽奶油 100g + 糖粉 60g 

2、蛋25g 

3、凍頂烏龍茶葉末5g + 低筋麵粉 

作法 

1、把1材料拌勻後加入2材料半打至混淆 

2、把3材料過篩加入作法1中拌勻入冰箱冷藏20分 

3、取出麵團壓成0.2-0.3cm 壓出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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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上火200下火170入烤箱改上火200下火0烤12分即可 

5、表面漿餅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