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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中興興村尋茶趣

聽民歌 好心情 「交通安全行」

展售茶層層安檢 確保品質放心買

林文和╱攝影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定 10
月 7日 ~15日在中興新村登場，

堂堂邁入第 8屆的茶博，今年主題
「綠野仙盅」，將過去分散的展場，

集中在中興大操場，以木棧道連結

成徒步區，與農特產展售區相互搭

配，集結人氣，對許多年長者或行

動不便者，是一大福音，在樹蔭草

皮圍繞的大操場四周，就可追尋到

茶趣。

今年圍繞在中興大操場的場館，

從入口迎賓門進場，順時針方向有

安全衛生製茶廠、南投茶區產業館、

優質茶專區、農村再生館、國際工

藝茶學院、工藝意趣館、世界茶葉

之旅、紅茶館。休閒農業館、茶業

生活應用館。好客產業館、黃金品

茗館、茶業創新技術館、茶薰六覺

及茶葉身心體驗館、曲水流觴。 
農業處長陳瑞慶表示，過去茶博

有部分展場在中興大會堂後方虎山

文藝館，今年為方便民眾就近參觀

和集中消費，都拉到中興大操場及

其周遭的中興會堂、青少年活動中

心。過去偏重介紹日韓和大陸茶藝，

今年另邀請到俄羅斯和波斯等歐亞

國家，在青少年活動中心設置國際

茶席館，擴展茶藝更寬廣的國際視

野。

茶博的「年度大戲」─ 10月 8
日（星期日）千人茶會，來自全國

的茶藝愛好者，將備妥茶席席地而

坐，烹煮自家珍藏的茶葉，邀您品

茗，上千人一起倘佯在綠油油的大

操場，共享愉悅的茶香，既壯觀又

詩情畫意。品完茶之後是民歌演唱，

在星空下踏上歸途；10月 10日（星
期二）千人揉茶，共享製茶的天倫

之樂，帶著作好的半成品，回家繼

續烘焙，體驗難得的茶農樂。

中興會堂內有茶藝文化展演，中

興會堂前廣場有台灣優質茶葉展售

區，大會堂右側是農特產、休閒農

業及紅茶展售區，大操場右側是美

食區，總計有 300個攤位，展售茶
葉、咖啡、茶器、農特產、小吃美

食。　

開閉幕典禮將邀縣內國際級的樂

團─民和國中合唱團、親愛愛樂弦

樂團演出。

找茶找渣，買茶最怕買到進口茶

和農藥茶。到南投茶博可以放

心買茶、喝茶。因為茶博在茶葉展

售區招商時，嚴格把關。攤商須具

備政府認證的相關驗證標章，並經

過農藥殘留的合格檢驗，才有資格

進入會場販售台灣茶。

除了參展茶農都經縣政府篩選，

需為優質茶農或衛生製茶廠方得入

場，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在各類茶

產品之外，遊客參觀茶博，還可以

同時瀏覽咖啡、水果、茶具等特色

產品，任君選購。

另外，今年縣長特等茶評鑑比賽

已進入第三年，分青心烏龍─清香

型及熟香型兩組，邀請縣內各方好

手共襄盛舉。

縣長特等茶是縣內特色茶評鑑

抽檢件數最嚴謹的賽事，淘汰率約

50%，確保縣長特等茶的品牌及品
質。其中熟香型組的特等茶在展售

會當天以一斤 8萬元售出。今年茶
博會的茶葉展售區設有縣長茶特等

專區，讓民眾可以在現場選購。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茶鄉鹿谷 深度體驗茶香小旅行

▲茶博會，分享品茶的樂趣。

▲茶博會可以放心買茶、喝茶。

道安宣傳活動
活動日期 106 年 10/8（日） 17：30 ～ 20：30

活動地點 中興新村大操場（免費自由入場）

小提醒：活動席地而坐、建議攜帶坐墊享受音樂饗宴如遇雨天 活動會場移至中興堂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將
於 10月 7日至 15日在中

興新村登場，縣長林明溱扮茶

伯，再次為活動代言，並到名

間鄉、鹿谷鄉等地拍攝宣傳廣

告，為即將到來的茶博會宣傳。

「茶伯」是「茶博」的替身，

去年「茶伯健康操」，引領風

騷，轟動一時，今年茶伯則開

著廣告車，宣傳即將到來的茶

博活動！

去年茶博吸引 45萬人參觀，
今年活動內容更精彩。林明溱

表示，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自

2010年迄今已邁入第 8年，
今年以「綠野仙盅」為主題，

活動內容將讓人耳目一新，愛

茶人士不但可以到中興新村品

茗，還可以到南投市欣賞沙雕

藝術文化園區。

今年茶博會不但推出茶佐

餐、好客產業館、紅茶館、

茶生活應用館、國際工藝茶

學苑與工藝藝趣館，國際茶

文化也是亮點之一，台灣、

日本、韓國、大陸、越南、

俄羅斯、波斯將齊聚國際茶

席館，讓遊客將彷彿身在異

國，體驗不同的茶道風情。 

茶
伯
來
囉
！
茶
博
會
放
送

▲

縣長林明溱扮茶伯，為今年茶博會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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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南投茶 世界香

南投縣長

明溱夜話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開始了，已連續舉辦 8年的
茶博會，已經建立活動品牌。參加茶博會、體驗茶文化，

喝到不同國家的茶，已經成為茶界盛會，連國外遊客都

聞香而來，不想錯過良機。南投茶、世界香，茶博會的背後，

有很多意義。

一場茶博會，可以帶動茶的交易，可以體驗茶文化，還可

以體會南投濃濃的人情，愛茶人士聞香而來，嘗遍本土茶、

喝到外國茶，至於最喜歡什麼茶，遊客可以在茶博會中尋尋

覓覓，回甘在心底。

一場茶博會，拉近人的距離，千人茶會、千人揉茶，讓不

相識的人，因茶結緣，可以聊天說地，可以品茶話茶經，這

樣的機會、這樣的際遇，只有南投茶博會才能擁有。

一場茶博會，可以帶動茶產業革命，茶農可以體認消費趨

勢，販售合格的茶，免除消費者疑慮，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

互信關係，也讓人相信，地方特色茶所具備的『山頭氣』，

是不會被進口茶給取代的。

今年茶博會以『綠野仙盅』為主題，希望將飲茶族群年輕

化，茶博場地布置也突破及創意，所有活動體驗館，都集中

在中興大操場周邊，用木棧道連結成徒步區，與農特產展售

區相互搭配，集結人氣，也帶動商機，遊茶博、逛沙雕，也

是今年活動特色之一。

為營造多元品茶樂趣，茶佐餐、國際茶席館、黃金品茗、

創意時尚茶艷、茶葉技術創新館、好客產業館、紅茶館、茶

生活應用館、茶韻藝趣、休閒農業館、農村再生館、世界茶

葉之旅、茶葉身心體驗區、香道體驗、綠野仙盅音樂茶會、

曲水流觴⋯⋯等等，都有不同特色，南投茶、世界香，一定

會讓遊客驚艷不已。

第八屆「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將於 10 月 7 日起至 15 日止，在中興新村舉行 9天活動，是全台最轟動的茶盛會，年年創新。

今年茶博以『綠野仙盅』為主題，將發揮更大的能量及效益。取名『綠野仙盅』，是希望飲茶族群年輕化，由茶葉仙子引領遊客探幽尋

訪各處展館，感受不同的茶風情。

時間：10月 8日下午 15:00起   地點：中興大操場
千人茶會是茶博重頭戲，茶客、茶師席地而坐，泡茶聊天，展現南投好人

情。千人茶會在中興新村青青草原上，沏一壺茶友珍藏的名茶，讓茶客分享，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為茶而拉近。

精緻的茶桌鋪巾、擺飾，和大地相輝映，展現的是茶文化細膩的一面，每

座茶席都有不同創意，千人茶會將愛茶人集合在一起，一年一次的活動，已

經名揚國際。

千人茶會

黃金品茗  一百元嘗盡天下好茶

國際茶席館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青少年活動中心

國際茶文化是每年茶博亮點之一，日本、

韓國、大陸、越南、俄羅斯、波斯、臺灣、

凍頂等茶藝文化在「國際茶席館」，遊客可

以進入各具特色的茶世界，感受各國茶文

化，透過不同的茶席擺設，了解異國茶藝。

休閒農業館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茶博會，提供消費者認識農產業的機

會，休閒農業館呈現南投休閒農業區的特

色，並提供多項特色農業 DIY體驗活動，
可以看、可以玩，不玩可惜⋯

紅茶館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有小葉種及大葉種紅茶植栽介紹；假日

特別安排花與茶的對話茶席展演活動，還

有大葉種紅茶品茗，分辨紅茶的不同，包

括台茶 18紅玉、阿薩姆紅茶、原生種山茶、
台茶 21號紅韻等。
在紅茶館區，遊客可以利用假日品嘗台茶 18號紅玉

冰淇淋，且紅茶館內配置飲料吧台、下午茶、遊戲區、互動區、形象

拍照牆，錯過可惜。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王羲之的「蘭亭序」流傳千古，被喻為文人

雅士至高境界。

蘭亭序文提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

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敘幽情。」

古時的意境，重現在中興新村的茶博會上，

不同的是以茶代酒，增添雅趣，很受到遊客歡

迎。

茶
伯

時間：10/7~10/15每日 10:00-12:00 & 14:00-16:00
地點：中興大操場

一百元可以嘗到全台好茶？不用懷疑，黃金品茗會，網羅今年度全

國比賽茶特等冠軍茶及特色茶品，內行人的首選，就在這裡。

黃金品茗館有什麼茶，用一百元就可以喝到？說出來很多人不會相

信，有得獎鹿谷特等烏龍茶、頭等烏龍茶、三峽特等碧螺春、宜蘭新

品種金萱、坪林及深坑特等文山包種茶、瑞穗農會金牌獎蜜香紅茶、

鹿野農會金牌獎紅烏龍、木柵農會特等鐵觀音、阿里山特等烏龍及金

萱等，可說好茶盡出。

遊客品嘗台灣出產頂級的茶品外，也能體驗一下擔當評茶師的滋味。

黃金品茗館由凍頂茶業發展協會專業的評茶師，為遊客解說各項茶

特色、風味，並針對大家所提茶葉相關問題做最精闢的解說。

◎ 現場購票，每 10-13人即開桌，現場贈送精美紀念品杯乙只。

千人揉茶

時間：10月 10日 15:00起
地點：中興大操場

秋高氣爽的日子，眾人齊聚揉茶，

難忘的經驗，是很多人喜歡參加茶博

會的主因。

千人揉茶，可以體驗紅茶製作流程，

揉捻紅茶，自己做的茶自己喝，揉製完成

的紅茶，可以帶回家珍藏品嘗。 ▲千人揉茶，可以體驗紅茶
製作流程。

▲今年黃金品茗，走童話故事風。

▲曲水流觴，感受詩人喝茶的意境。

▲圖為韓國茶席。

曲水流觴

全國茶食尚料理競賽

時間：10月 13、14、15日   地點：中興大操場
為推廣南投特色茶餐飲應用，提升南投特色茶經濟效益，茶博會首度舉辦「全

國茶食尚料理競賽」。

全國茶食尚料理競賽，將廣邀全國茶產業、餐飲、觀光相關科系高中職師生

及社會人士參與。

全國茶食尚料理競賽以「南投特色茶」餐飲應用為主題，激盪創意，產出更

多創意茶餐飲料理作品，以鼓勵更多創意人才持續為南投特色茶餐飲應用注入新

生命，提升南投茶產業的產值效益。

茶葉技術創新館─茶の魔手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茶葉技術創新館，有【茶の魔手】、【台

灣靛紅】、【台灣純綠】、【最強農人】

四大展區，展現「茶の魔手」台灣茶業技

術創新方向；還有【原味台灣品茗區】及

【茶葉小學堂】互動趣味展區，經由新品

試飲、趣味問答，快速了解「茶の魔手」

與台灣茶業文化。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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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茶博會主題 年年創新

推廣以茶佐餐 辦茶料理競賽

國際茶席展風情 黃金品茗盡入喉

南投縣政府於 2010年首創南投世界茶業
博覽會，活動開辦，轟動全台，此後茶

博會年年登場，活動一年比一年精彩。

茶博會將茶農、茶商、茶友，集合在一起，

以茶會友，展現不同茶文化，國際人士聞香

而來，話題不斷，已成為年度盛會。

每年茶博會都有不同主題，累積活動元素，

從 2010年台灣茶世界香，推出千人茶會；
2011年泡茶看布袋戲，配合千人茶會，還有
千人揮亳；2012年囍茶宴；2013年南投找
茶趣；2014年太極美地展風情；2015年曲

水流觴舞動茶博，2016年樂活漫品 ；今年則
是「綠野仙盅」。

「茶業不只是品茗喝茶而已」，南投縣政

府辦茶博，希望提供茶葉產銷更多平

台，其中茶葉料理，是今年茶博一項特色，

縣府委請明道大學、大同技術學院、亞太創

新技術學院共同舉辦茶食競賽，廣邀各界高

手組隊參賽。發揮創意，拿出絕活，烹調跟

茶有關的料理。

今年茶博的創新將有「茶佐餐」，讓民眾

體驗茶葉除了單飲、入菜之外，還有何味覺

變化 ?農業處表示，一般人以為異國料理只
能搭配紅酒或白酒，如今防制酒駕嚴格，「茶

佐餐」可改變以酒佐餐的模式。

南投縣府特別邀請「講茶學院」，在茶博

會重新打造餐飲搭配方式，推出以茶佐餐的

概念。用道地的台灣烏龍茶搭配各國美食，

挑戰味蕾前所未有的體驗，顛覆大家對台灣

烏龍茶印象。在 9天的茶博活動中，茶餐的
活動有 3個主軸，第一站來到浪漫的義大利
風格、第二站是熱情西班牙小點與最後回到

台灣南投在地特色食材，透過不同元素的結

合，看到茶餐料理的新境界。

今年茶博首創的「全國茶食尚料理競賽」，

在10月13、14、15日分別舉辦全國創意「茶
飲」、「茶餐」、「茶點」競賽，廣邀全國

茶產業、餐飲、觀光相關科系高中職師生及

社會人士，以「南投特色茶」餐飲應用為主

題，激盪創意，製作更多創意茶餐料理作品，

鼓勵更多創意人才，為南投特色茶餐飲注入

新生命，提升茶產業的產值。

國際茶文化是今年茶博

的主要亮點，日本、

韓國、大陸、越南、俄羅斯、

波斯、臺灣、凍頂等茶藝都

將在「國際茶席館」一一呈

現，讓遊客可以體驗各國茶

藝風情。

每年最夯的「黃金品茗

館」收集了全國各大茶區

比賽的特等獎茶葉，只要

花 100元買票入場可品茗
10種不同特等茶。今年黃
金品茗館並新增特色茶會，

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主

題，讓遊客化身為愛麗絲，

參與紅白皇后的「紅白品茶

競賽」，讓民眾置身在童話

世界，享受黃金體驗。

今年茶博除了延續過去傳

統，也嘗試創新，特地找企

業贊助設置「茶葉技術創新

館」，讓參觀民眾除了喝「老

人茶」，也能嘗鮮。 
創新館分為四大創新展

區與二大互動趣味展區，四

大創新展區分別為「茶之魔

手」、「台灣靛紅」、「台

灣純綠」、「最強農人」，

展現台灣茶業技術創新的發

展方向；二大互動趣味展區，

是「原味台灣品茗區」及「茶

葉小學堂」，藉由新品試飲

及趣味問答，讓民眾更快速

的了解台灣茶業的新文化。

10 月 7 日起登場

▲茶博會年年有主題，遠近馳名，遊客近悅遠來。

▲縣長林明溱扮「茶伯」邀大家逛「茶博」。

▲茶博會國際茶席，各有不同
風情。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周邊廣場

來自全台各地的好茶，讓大家走一趟茶

博即可購足台灣好茶，絡繹不絕的人潮，

許多遊客希望能走一趟茶博，將全台好茶

一次購足，同時也透過各攤位的展售，更

瞭解茶葉周邊的商品，更瞭解台灣茶的文

化。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內
邀請日本、韓國等茶道團體，為嘉賓表演各國

茶道精神，展現本次世界博覽會多元化民族性，

融合視覺及聽覺的享受，也藉此為活動注入一股

新知，另外，本次也將加入俄羅斯文化展演與波

斯紅茶對話及講茶學院，期望能帶給台灣的愛茶

人更多元的世界茶文化。

今年茶博會，推出集點優惠活動，持有集點卡

遊客，到各指定點品遊並蓋滿 10個章，便可到國
際茶席館領取紀念品。

茶博期間，帶著集點優惠卡遊沙雕，原價 150
元的入門票，可以降價到 45元，好處多多。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周邊廣場

茶博會茶器跳蚤市場，由鹿谷生活茶

會會員搜集展出，茶藝相關用品器具，提

供遊客相互交流。

時間：106年 10月 12日
地點：中興會堂內

文學、文藝傳承與莘莘學子向下扎根，

讓孩童們從競賽中觀摩學習各區域的多

元性，提升學童泡茶技巧、禮儀風範及茶

席配置，刺激各校全面推動兒童茶藝原

動力，以期蔚

成全國泡茶

文化之風

範。

優質農特產品展售

國際與台灣茶道文化表演及展示

逛茶博  送好康─茶博集點遊沙雕

活動報報 小小泡茶師競賽

茶器跳蚤市場

▲茶博期間，帶著集點優惠卡，逛沙雕享折價優惠。▲小小泡茶師競賽，茶文化向下扎根。

▲茶道表演，展現各國茶道精神。

活動平面配置圖

茶葉技術創新館─茶の魔手

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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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萬花筒

★男尊女卑已過去，性別平等新趨勢，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茶鄉鹿谷 深度體驗茶香小旅行

舉世聞名凍頂巔，半隴雲霧半隴煙

▲在鹿谷鄉茶葉文化館由茶藝師介紹泡茶器
具與技巧。

▲「茶山輕旅行」活動—觀光導覽健行。

▲「茶山輕旅行」—安排揉捻茶的手作體驗。

▲這隻鳥，是茶雕藝術的表現，
看出什麼了嗎？

▲好茶好處多多。(圖：魚池農會提供 )

茶湯有不同顏色，茶色代表不同的

產地和茶葉名稱，在台灣紅茶、

綠茶最普遍，一般分成發酵茶與半發酵

茶，茶葉中含有兒茶素，據研究兒茶素

可以抑制異常細胞或脂肪增生，並降低

膽固醇。

喝茶可以提神，這是一般人對茶的

認知。其實茶可以獨飲，可以安安靜

靜，先用茶香沈澱自已，再一慢慢品

味茶的意境；茶也可以呼朋引伴邊喝

邊談心，茶讓人愉悅、快樂，茶葉的

角色，扮演生活催化劑。

喝茶的好處，不只是精神層面而已，

對健康維護也很有助益，喝茶可以放

鬆心情、可以去油解膩、可以提高代

謝、健康口腔消除異味、解除疲勞、

抒緩壓力，但個人體質不同，喝茶要

注意適量，避免影響睡眠。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加入了另一個

元素─香文化。

主辦單位邀請「中華香道

藝術文化協會」共襄盛舉，

讓民眾感受茶博另一種風

情，「香」約「茶」博的活動，

可以享受茶與香的美好！

   自古以來，香和茶都是
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杯茶、

一縷香，就能讓人

進入悠閒、放

鬆的寧靜氛

圍；對緊張

忙碌、壓力

破表的現代

人 來 說， 香

和茶可以療癒身

心。

除了 10月 8日、10月 10
日之外，「中華香道藝術文

化協會」於茶博活動期間，

每天下午 1時開始，連續推
出「手作祈福御守」和「篆

香禮法」的體驗。現場將有

多位香道老師指導，讓大家

透過手作與品香，將幸福隨

身攜帶，讓愉悅滿溢芬芳！

茶雕 料想不到的創作

顧健康有元氣 喝茶好處看這裡
 香 約茶博  遇見幸福

鹿谷鄉茶園遍佈，風景優美，散發

幽然恬靜與自在寫意的清新！

為了展現茶鄉鹿谷的多樣風情，

在地各單位也陸續推出結合各項遊

憩資源的活動、套裝行程，讓遊客

深刻接觸「茶」的迷人風貌。鹿谷

茶鄉文化協會規劃的「茶鄉小旅行」

結合在地茶產業與社區，帶遊客穿

戴採茶衣、竹斗笠，穿梭茶園體驗

採茶，順便解說茶葉的生態、茶園

管理的知識。體驗手製烏龍紅茶，

親自用手揉方式把茶葉揉出好滋味，

從中體會種茶、製茶的辛苦與自製

茶的手感溫度。趣味茶評鑑教您從

外觀、味道分辨茶的品種，也教您

茶器具的使用方法，學習泡茶的技

巧與品茶藝術。社區媽媽們運用在

地食材、以茶入菜，創意製作的菜

餚及點心，更重現古早採茶姑娘吃

的「採茶飯」口感。配合壓花茶葉

罐、茶染、茶皂等DIY活動，
都讓這一趟茶鄉之旅充滿樂

趣與藝術文化氣息。

鹿谷鄉農會則推出客製化

旅遊服務，讓遊客可以在賞

玩溪頭、杉林溪或其他旅遊

景點之餘，順道撥出半天或一天安

排漫遊茶鄉的行程。包括體驗採茶、

認識茶菁萎凋與揉捻過程；茶藝師

介紹基本泡茶禮儀及技巧、茶具，

教您動手泡一壺好茶；參觀鹿谷茶

博物館，專業評茶師帶您認識冠軍

茶的產生及凍頂茶特色等，還有鄰

近旅遊景點的專業導覽，引領您更

瞭解在地風光的魅力。

鹿谷鄉遊客中心主辦的「2017茶
山輕旅行暨珍惜水資源宣導活動」，

將於 10月 8日在湖光山色麒麟潭登
場，節目內容包括觀光導覽健行、

管弦音樂會、茶席品茗免費品飲凍

頂烏龍茶與蜜香紅茶、手作體驗

DIY、農特產美食品嚐及水資源有獎
徵答等。活動中蘊含知性教育、休

閒趣味，在茶香瀰漫的迷人景致中，

引導民眾更加珍惜彌足珍貴的水資

源。這項每年舉辦的活動，為想要

走訪探索鹿谷茶鄉的朋友，示範了

凍頂茶山、麒麟潭周邊的理想遊程，

歡迎大家參考洽詢。

【旅遊諮詢】

●鹿谷茶鄉文化協會∕ 0921-710232 
●鹿谷鄉農會休閒旅遊部∕ 049-2751962 
●鹿谷鄉遊客中心∕ 049-2755623

▲經常雲霧飄渺的麒麟潭，青山綠水宛如畫一般美麗！

▲「茶鄉小旅行」讓您戴著斗笠、穿上採茶服裝，體驗採茶姑娘的辛勞。

泡過的茶葉、茶末、茶

梗，可以變成藝術

品，你相信嗎？

今年茶博會推出「茶

雕」，利用泡過的茶葉、

茶末、茶梗 DIY後成了創
作藝術品，讓人覺得好新

奇。

松嶺茶藝協會理事長巫

依樺說，「茶雕」是環保

再利用的概念，泡過的茶

葉、茶梗乾燥後，都可以

變成茶雕的素材，創造出

不同的造型。

今年茶博會，茶雕藝術，

可以看、可以玩，不容錯

過。

茶渣妙用多

使用過的茶葉渣，你直

接倒掉嗎？

其實茶葉渣有很多用途，

譬如茶葉渣製做堆肥的方

法，燃燒殘茶可除臭、驅

蚊，很多人拿茶葉渣作枕

頭，可清腦明目；乾的茶

葉渣放進冰箱，可以吸附

異味。

花一點巧思，茶渣多方

再利用，可以減少垃圾量，

一舉多得。

茶除了喝，還可以蒸

臉敷臉，甚至鋪放

置在眼瞼來減眼壓。這

是名間鄉農會開發的茶

葉體驗，取名「茶薰六

覺」，在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設有專區，讓品茗人

士到此一遊，不虛此行。

茶薰六覺使用的是僅

炒菁的四季春條型茶葉，先進行觸覺即撿枝過濾，較嫩的

葉置於茶杯中待品，較粗的葉置於一只大碗，以開水沖泡

後將臉置於碗上方利用熱茶蒸汽來蒸臉，用心與意去體會

茶對身心靈的溫馨感，聞著茶的香氣，會場悠揚的樂音滿

足你的聽覺感受，整個過程中都是視覺享受。

小杯茶可品味四季春淡淡的桂花茶香，蒸臉後接著將面

膜置於茶碗中來敷臉，還將茶葉置於眼瞼上可減眼壓，身

心靈都能全然放鬆。你來參觀茶博，除了喝茶、買茶，不

妨來薰薰茶。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即日起到「南投福報臉書粉絲團」

按讚，並參加粉絲回饋贈獎活動，

就有機會獲得每期精選好禮，活動

辦法請參閱粉絲團活動公告！

第九波

水里鄉農會

水禮─

醬油麵線禮盒
梅子醬油 (250ml)+
日曬三干麵 (230gx3)

▲茶可以喝，還可以敷臉，茶博會
就可以體驗

茶薰六覺增添你的感官新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