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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6

邁入第 11年的南投世界茶業博覽
會，將於 10月 9日登場，今年活

動主題「拾憶茶香」，取「拾壹」諧音， 
並新增巧克力、咖啡節等項目，活動更

精彩、有趣。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每年都有不同

活動主題，題材更是年年創新，南投茶

博幾個字，締造茶活動領導地位，大大

小小的茶業行銷方案，早已望塵莫及。

只要提到南投茶博會，大家都想進茶

區，喝好茶、放開心情。

南投茶博 11年，回甘有勁。以茶會
友的盛會，近悅遠來。防疫期間不用出

國，一樣可以體驗不同茶文化，台灣

茶、大陸茶、韓國茶、日本茶、波斯茶，

同場交流，不同茶文化比一比，並彰顯

「南投茶、世界香」的產業特色。

縣府表示，今年茶博會依舊在中興新

村中興會堂週邊舉行，熟門熟路，找好

茶，愛茶的人可以呼朋引伴，聞香找茶

趣。

縣府表示，今年茶博會，活動時間從

10月 9日起至 10月 18日止。活動新增
巧克力咖啡節、山茗水袖、調茶比賽、

國際工藝茶學苑、亮點茶莊、台灣山茶

館及振興券摸彩活動，18日還有原住
民烤豬比賽。

歷年受歡迎的茶博活動，一樣歡迎舊

雨新知參與，茶文化展現、茶攤展售、

千人野餐趣、千人茶會、千人擂茶、客

家文化節、國際茶席展演、黃金品茗、

茶與音樂的對話、茶葉身心體驗，曲水

流觴，小小泡茶師比賽等等，還有台灣

茶品茗及推廣，茶具精品展售，一樣都

不缺席。 
縣長林明溱表示，茶博會開辦以來，

口耳相傳，吸引愛茶人士參與，累積茶

的美好回憶，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已經

是茶界的代名詞，不但為農民、茶商、

製茶廠帶來商機，也創造活動的奇蹟。

茶博 10 月 9 日開幕  拾憶茶香

茶博野餐趣先登場　馬拉桑

舉辦第 3年的茶博馬拉桑野餐，受
到民眾喜愛，網路報名踴躍，一開放

便額滿。

茶博野餐，可以坐在草皮上，享

受秋天的涼意，親朋好友一起聚會野

餐，相當有趣。

  茶博野餐趣，9月 15日網路報名，
限 400組、每組４至 6人參加，並於
10月９日下午４時 30分登場，可以
說是茶博開幕活動之一。

信義農會提供野餐墊、野餐袋、點

心、飲品、布農紅茶等，供參加者享

用，另為因應疫情，縣府請參加民眾

自備口罩及環保杯，安心參加茶博野

餐活動，前提還是防疫。

辦活動也要顧防疫。由於新型冠狀

病毒威脅未解除，今年茶博會將加強管

制，做好風險管理。縣府表示，茶博期

間，出入得戴口罩、量額溫，人與人保

持社交距離，避免成為傳染病破口。

年初以來，肺炎疫情迅速在國際間

擴散，影響各國經濟發展。國內因應得

宜，傳染性肺炎阻隔在社區之外，但隨

著出境者在國外檢出染疫，已經解封

的防疫措施，再度上緊發條。

縣府表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8月 5日列舉醫療照護機構、大眾運輸、
賣場市集、教育學習場所、展演競賽場

所、宗教場所、娛樂場所及大型活動等

八大類人潮擁擠或密閉場所，務必佩

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今年茶博會

也特別訂定風險管理計畫，便於遵循。

茶博期間，考慮人來人往，茶博場

地將設圍籬，並安排二處入口、二處

出口，進出場地得溫額溫、量耳溫、

戴口罩，並要求保持距離。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舉辦逾十年，

執行進出管制是第一次。縣府呼籲民

眾配合，做好防疫工作，保護自己也

保護他人。

茶 博 11
年， 傳 香

千里，茶的

盛宴，年年創新。

今年茶博會首辦巧克力咖啡節，南

投茶、可可巧克力、咖啡同台登場，

不但引人注意，行銷起來也更有力。

今年茶博會，特別設立巧克力及

咖啡專區，地點在中興會堂前大操

場榕樹下。巧克力主題館、咖啡主

題館，呈現咖啡文化、品嘗巧克力

的「黑色甜蜜」。

10月 17日、18日兩天有百人野
餐，報名參加，一場可可無限暢飲，

一場咖啡喝到盡興。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是愛茶人

士的首選；咖啡及巧克力，擁有不

同族群消費力，茶博會集合茶、巧

克力及咖啡原素，並強調地方特色

產業，讓活動老少咸宜，適合全家、

親朋好友一起參與。

 巧克力咖啡節
 活動創新

2015年南投茶博覽會推出曲水流
觴，流水送來茶水，讓喝茶多了一分

樂趣。於是，曲水流觴變成茶博招牌

活動，怡悅的喝茶方式，想到就開心。

「曲水流觴」是有故事的。最早來

自晉朝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

只是後人改造，變成以茶代酒，茶杯

盛滿的茶水，移到杯墊上，隨著流水，

再送到喝茶人手上，讓喝茶多了逸趣。

茶中有水，水中有茶，茶水不分家。

「曲水流觴」展現喝茶的樂趣。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可以體驗不

同的喝茶方式，日本茶道，韓國茶道，

可以靜下心來，感受東方的茶韻。

中式飲茶，從經典再出發，西方紅

茶，印度拉茶，中東風味的茶飲，還

有五顏六色的茶杯，茶具可以把玩，

以茶會友的趣味，茶博會最有味。

曲水流觴 茶趣滿杯

茶中有水  水中有茶

參與活動   管制進出戴口罩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8 日 星期四 2 生活大Tips

★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你我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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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11歲了。茶博
11年來，年年有驚喜，今年增加

咖啡活動節等活動，不但創造新話題，

也將為相關產業帶來商機。

有句廣告用語「不一樣，就是不一

樣。」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真的每

年都不一樣，活動內容不但推陳出新，

新的活動主題，更是精心設計。

多數人都知道，南投茶產量，無論

是質、量都是全台第一，但更多人不

知道的是，南投目前也是咖啡、可可

重要產地。

咖啡、可可產值高，需求大、但大

都仰賴進口，南投農民早已投入並種

植，並逐漸形成產業氣候。

這些年來，縣府協助舉辦咖啡比賽，

國姓咖啡農連年得獎，打出知名度、

建立品牌形象；屬熱帶植物的可可，

在南投成功生根，第一個可可產銷合

作社已經

在名間成

立，產業

充 滿 前

景和活

力。

可

可

是製做巧克力的原料，埔里 18度Ｃ巧
克力、妮娜巧克力已經和休閒遊憩連

結在一起，變成觀光的巧克力。

茶、咖啡、巧克力都是飲品，茶飲

大縣，南投縣屹立不搖，茶博舞台給

了更大發揮空間。今年起，咖啡、可

可加入茶博會主題活動，南投縣更將

成為飲料界的第一，來南投看來可以

「上癮了」。

茶博 11年，可以看到活動的創意，
活生生的教材，俯拾皆是，韓國茶道、

日本茶道，中國茶文化在茶博會交流，

激盪創意的火花，將南投茶也躍上世

界舞台。

茶博可以承先啟後，也可以創造新

的契機。11年來的茶博會，千人茶會、
喝茶看布袋戲、囍茶宴、南投找茶趣、

太極美地展風情、曲水流觴、樂活漫

品、綠野仙盅、到「香遇、相遇」，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戲。

今年活動因遇到肺炎疫情，縣府籌

備作業，更是處處小心，提醒大家，

逛茶博會還是得遵守防疫規定，保護

自己也保護他人，茶博可以辦得很成

功，成功的背後，則需要各界繼續努

力。

南投開「茶趴」

2020 茶博「拾憶茶香」 咖啡巧克力  茶博年年有驚喜

千人茶會是茶博重頭

戲，這幾年選擇雙十

國慶辦茶會，更有

意義。遊客慕名

而來，體驗千人

喝茶的樂趣。

茶師不藏私，拿

出最好的茶，和遊客分

享，秋高氣爽的季節，綠草如茵，

席地而坐，聊天喝茶，也是一種快

意，南投茶博會才有的活動，廣受遊

客歡迎。

今年千人茶會於 10
月 10 日下午三點
至四點舉行，泡茶

的茶師先報到，布

置茶席。四點起，

開放茶友可以領卡入

席，不妨早點排定時間，

參加盛會，屆時別忘了拍照，為茶

博代言，傳給親朋好友，邀請大家參

與。

揉出茶的清香、體驗製茶師的辛

勞；奉上一杯感恩，品味小茶師的用

心。山茗水袖活動，10月 17日登場，
有千人揉茶的熱鬧，有學生奉茶的溫

馨。參加揉茶活動的民眾，可事先向

水里農會報名，或當天現場報名。

縣府主辦茶博會，鄉鎮農會相挺。

17日舉行的山茗水袖活動，分成二
大主題，山茗指的是奉茶，由竹山鎮

農會邀請國中、小學生擔任小小茶

師，參與奉茶活動，預計開出八十個

茶席。

水袖，由水里鄉農會負責揉茶活

動，參加的遊客可以體驗製茶師的辛

勞，並在製茶 DIY中找到樂趣。

  到茶博玩一趟，可買到各地好茶。茶博會茶葉展
售區，香氣四溢，每一個茶攤都很熱情；「 歡迎奉
茶！」一攤接著一攤，拿著茶杯走進茶攤世界，光喝

茶就很過癮。

茶博會的茶攤，最能感受茶農的心意。茶商、茶農

以茶會友，訴說茶的故事，大家聊天說地，消費者和

農民以茶結緣，茶博拉近茶農和消費者距離。

南投茶博會，好茶盡出。比賽茶得獎牌匾，高掛在

攤位上，不怕貨比三家，要讓消費者滿意。各種茶器

具用品，農特產在展售區都可以買得到，這也是茶博

成功的主因之一。

茶博期間，同時舉辦客家文化節系

列活動，進行好客寶貝享快樂、客語

闖關享厲害、客家美食享好食、名人

講座享智慧等主題內容，讓民眾認識

客家文化。

「好客寶貝享快樂」，邀請南投縣

客語生活學校及客家社團演出，展現

客家藝文之美。

「客語闖關享厲害」，由客語老師

帶民眾從互動的遊戲中，自然輕鬆的

學會簡單客語。

「客家美食享好食」，民眾現場

參加客語闖關就有機會品嚐體驗客家

美食，瞭解客家特有的美食文化。 
「名人講座享智慧」邀請客家名人郎

祖筠，在文化局演講廳，演講多采多

姿舞台人生。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海納百

川，除了一般的茶業，也推廣有

機茶價值，希望有機茶蓬勃發

展，並反省和自然的相處之

道。

茶博會十年過後，

今年新推出有機茶葉

館，透過有機茶的

耕作展示，及相關說

明，讓民眾了解，茶耕和土地的

依存關係，不必然是破壞，也可

以自然共處。

有機茶主題館，並透過風、

土、水的描述，感受有機茶與環

境相輔相成的美好。

茶人、茶師、茶友、茶農，以

茶會友，預計八十八場茶席，傳

達茶與大地相處的熱情。

千人茶會  茶香四溢

山茗水袖  揉茶、奉茶

   客家文化節

有機茶葉主題 推廣有機茶業

國際茶席館 異國茶趣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前

時間：10月 10日下午 3時起    地點：中興新村大操場

時間：10月 17日下午 地點：中興新村大操場

時間：10月 18日    地點：中興新村大操場司令台週邊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青少年活動中心

南投縣長

茶葉展售區 以茶會友

茶葉可以薰？茶葉可以敷臉？茶葉可以紓

壓？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身心體驗區有專屬

茶藝師，帶領遊客認識泡茶器具、體驗泡茶程

序，遊客還可以體驗茶的不同用途，讓活動更

有趣。

茶除了可以喝，茶薰六覺是另一種體驗。用

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觸覺、意覺感受茶

的妙用，包括薰臉、敷臉、幫眼睛紓壓都可以。

茶葉身心體驗  茶薰六覺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11年了。今年茶博會從10月9日開幕，至10月18日止，１０天的活動期，茶香千里，到南投找好茶，

正是時機。

「茶博」開鑼一聲響，茶香飄四方。好茶吸引人，茶水回甘味，變成一種回味，茶博活動，年年推陳出新，有回味、更有

驚喜。

今年茶博會，推出巧克力咖啡節， 並舉辦調茶比賽，還有山茗水袖活動，台灣山茶館等等，再次讓人看到不一樣的茶博。

茶博會十餘年有成，以茶會友的活動，近悅遠來，樹立無可取代的地位。西方茶、東方茶，茶葉、茶具、茶食、音樂、布

置等等，氛圍的營造，可以看到不同茶文化，喝到的是茶水千秋。

茶博會滿足很多人的需要，也替茶農找到行銷平台。去年茶博有 55 萬人次參與，今年「拾憶茶香」，想必回甘更有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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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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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開「茶趴」

2020 茶博「拾憶茶香」 

馨。參加揉茶活動的民眾，可事先向

水里農會報名，或當天現場報名。

縣府主辦茶博會，鄉鎮農會相挺。

17日舉行的山茗水袖活動，分成二
大主題，山茗指的是奉茶，由竹山鎮

農會邀請國中、小學生擔任小小茶

師，參與奉茶活動，預計開出八十個

茶席。

水袖，由水里鄉農會負責揉茶活

動，參加的遊客可以體驗製茶師的辛

勞，並在製茶 DIY中找到樂趣。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農村好物

館」，優質農產品，吃、喝、賞、玩

一次滿足！

茶博會受各界肯定，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也在茶博會設置農村好物館，展

售優質農產品，到農村好物館一定有

收穫，很多好東西等遊客來參與。

介紹茶業改良場在臺灣特色茶風味

輪、臺灣茶分類分級系統 (TAGs)、農
產加值打樣中心、茶多元化相關調製

與加工技術研發、茶樹 DNA分子鑑
定技術之各項研究成果資訊，提供民

眾與茶業界朋友們最新的茶業相關知

識及技術。

花一百元，可以喝到全台好茶 !
南投茶博會活動招牌之一，黃金品

茗館，是內行人的首選。

茶界都知道，各地比賽勝出的特

等茶，價值不菲，想嘗到冠軍茶，

機會不多，更別說用最少的代價，

喝到各地的好茶。

茶博會黃金品茗館以比賽茶為號

召，紅茶、烏龍茶、東方美人茶、

碧螺春、高山茶等等，一次都到位，

茶界精品盡出，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黃金品茗館嘗遍天下好茶，專業

品茶師現場解說茶特色，茶香滿杯，

品茗享受之餘，還可以增進對茶的

認知。

茶博會有懷舊味 !懷舊是一種回
味。

茶博會開辦以來，古早味的傳統炒

茶方式，受到遊客注意。茶葉身心體

驗區有古式炒茶，大鍋一擺，茶菁灑

進鍋裡，炒茶的過程叫殺青，微火加

熱，茶葉在鍋中萎凋，製茶師得忍受

高溫，說明製茶多麼不容易。

現代製茶，機器取代很多人工步

驟，但炒茶功力，還是影響茶的風

味。除了炒茶，徒手秤茶，用手評估

茶葉的重量，也是相當有趣。參加相

關活動的遊客，可以拍照上傳臉書或

IG，留下紀錄，也可分享活動給親朋
好友。

茶博舉辦期間，中興會堂旁的

青少年活動中心設有國際茶席館，

內有中式茶席、韓國茶席、日本

茶席、英式茶席、印度茶席、中

東茶席等，值得隨便逛逛，國際

茶席館不但可以入內喝茶，更可

以貼近不同的茶文化。

茶博會活動，動、靜皆宜，遊

客待在國際茶席館，可以靜下心，

並喝到各國不同茶飲，西方的紅

茶、在地的烏龍茶、日本茶道、

韓國茶道，不同的茶，有不同的

泡茶禮儀。

國際茶席館，是學習茶文化的

好地方，無論是茶具、排場、布

置充滿異國風，不用出國就可以

喝到世界不同好茶。從茶師泡茶

的作動，喝茶的方式，便可以看

到文化差異。

原來，喝茶也可以很精緻，也

可以很愜意；喝茶閒聊的生活態

度，不一定得豪飲。

山茗水袖  揉茶、奉茶

農村好物館 嚴選好物

茶業改良場～研究成果展

炒茶 古早味

國際茶席館 異國茶趣

時間：10月 17日下午 地點：中興新村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週邊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青少年活動中心

小小泡茶師競賽
黃金品茗館  嘗遍天下好茶

活動平面配置圖

泡茶、奉茶都是生活的規矩，小小泡茶師競賽，也是茶文

化學習。參加泡茶比賽的學生，耳濡目染，進退之間更習得

禮儀。

  茶博會小小泡茶師競賽，
已經舉辦多年，小學生在泡

茶過程中，得氣定神閒，

才能布置茶席，泡一壺

好茶，更得知道奉茶的道

禮，因為小小的茶湯杯，盛

滿的是待人誠意。

時間：10月 18日    地點：中興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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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南投處處是好茶，像是遠近馳

名的日月潭紅茶、鹿谷的凍頂烏龍

茶等，而台灣最大的金萱茶專業區

也在南投，即是位於竹山鎮坪頂里

的「山坪頂金萱茶專業區」。

山坪頂位於竹山鎮的西南隅的

溪谷台地上，海拔高度約三百多

公尺，從國道 3號南雲交流道下行
駛台 3線，彎進投 149線往草嶺方
向走，在瑞興橋前左轉投 52號鄉
道不久即可進入山坪頂產茶聚落，

沿途所見盡是都是茶園、農家、製

茶廠，映襯路旁的茂密竹林，在蜿

蜒道路上鋪陳令人心曠神怡的盎

然綠意。

金萱茶正式名稱為「台茶十二

號」，一般農民習慣稱呼為「二七

仔」，市場上則以金萱茶之名廣為

人知，特色是香氣明顯，茶韻中帶

有獨特的奶香味，很受都會區消費

者喜愛。山坪頂的海拔高度雖然

不算高，但是氣溫、濕度與坡度都

很適合茶樹生長，一年可採收 5、
6次，是全國最大單一品種金萱茶
的專業區，其中又以春茶、冬茶

的品質深受市場肯定。

沿著道路行車穿越聚落經過茶

區牌樓後，就可以看到廣闊的茶

園在山坡上次第展開，這裡的道

路較為寬敞，隨時可以在路旁停

下來沿著茶園間的小徑走上茶山，

近距離觀察茶樹、聞聞茶葉香，

最高處還有一座茶王亭，讓您用

更廣闊的視野欣賞如詩

如畫的茶園美景。

相較於南投其他茶

區，山坪頂的知名度或

許沒那麼高，也沒有觀光化

的設施，反而因此保存了茶鄉農

村的純樸與自然風味。由於此處

位居前往「竹山第一美瀑－瑞龍

瀑布」的必經路線，回程還可以

轉往擁有絕美特殊地景的「小黃

山風景區」順道走走，山水與茶

園豐富多樣的視覺饗宴，串連起

來就是一趟值得推薦給您的秋日

賞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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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水期的瑞龍瀑布散發滿滿負
離子

日月潭紅茶很有名，參訪茶博

會日月潭紅茶館，紅茶界的四大天

王，台茶 18號紅玉、阿薩姆、台
茶 21號紅韻、台灣山茶一次呈現。
除了介紹紅茶，日月潭紅茶館內

設有感官品茗席，透過視覺、味覺

美感，紅茶的美好，就在茶杯裡。

南投八大茶區，生產優質好茶，

南投茶香產業館內，好茶飄香，值

得參觀。

南投八大茶區包括，大禹嶺、合

歡山、玉山、杉林溪、日月潭、南

投、松柏嶺。生產高山茶、紅茶、

烏龍茶、金萱等不同茶葉。

近年來農民透過生產履歷，及產

地標章，確保品質，南投八大茶區

的茶葉，在市場建立口碑，相當有

名氣。

南投茶加上南投米，茶米是特色農產

之一，茶博會設立茶米香館，推廣茶與

米的飲食文化。

茶米香館，由草屯農會主辦，館內有

品茶區、活動區、打卡區、展售區，讓

民眾有旅遊體驗，特色茶飲，DIY手作
碾米活動，也展現茶葉和米食的創意。

日月潭紅茶館
紅茶四大天王

南投茶香產業館

茶米香館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週邊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茶博會不僅有好茶，也展示和茶

相關的工藝。今年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國際工藝茶學苑，舉辦島與茶

風—國際茶文化特展，值得參觀。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今

年在國際工藝茶學苑舉辦茶文化特

展， 並有接駁車往返於茶博會及草
屯工藝中心，對遊客來說，相當方

便。

國際工藝茶學苑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手搖飲料，市場蓬勃發展，南投世

界茶業博覽會第一次舉辦日月潭茶紅

調飲競賽，規定參賽者必須選用魚池

鄉生產的台茶 18號紅玉做為基底茶，
需並選用台灣在地農產品做為副材

料，創作一款無酒精、具商業價值、

風味、特色的紅茶飲品。

這次紅茶調茶比賽，分成初賽、決

賽二階段；進入決賽者，將行展演。

學生組、社會組第一名，可分獲 5000
元獎金。

舉辦調茶競賽，主要讓消費者了解

台灣紅茶，進而達到推廣目的。

茶產區產製的茶葉很多，紅茶、綠

茶、包種茶、烏龍茶及膨風茶各有愛

好者。為建立茶品優良形象，茶博會

設立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推

廣優質好茶。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以「星級」

標誌為評鑑識別等級，從 1 顆星至 5 
顆星，星數愈多，表示衛生安全管制

愈徹底，對茶廠來說，星星愈多，表

示產品的肯定；對消費者來說，選購

這類茶葉，品質更有保障。

逛茶博，世界茶葉之旅是知性的活

動，一次可以看到 48種世界茶葉，
達到學習及教育目的。

  世界茶葉之旅，有世界茶葉靜態
茶顏觀色區，區內介紹茶葉，有青茶、

紅茶、綠茶、黃茶、白茶、黑茶、花

茶等七種；還有世界茶葉動態品茗區，

推廣世界與在地的台灣

品茗文化，該區開

放每天購票，遊

客可以品嘗各地

不同茶葉。

第一屆日月潭紅茶調飲競賽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

世界茶葉之旅  增廣見聞

決賽日期：10月 15日  地點：中興大操場司令台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茶博會
交通接駁服務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是一年一

度盛會。有鑑於遊客太多，造成交

通問題，縣府安排交通接駁服務，

讓遊客玩得高興，降低中興新村居

民生活影響。

依照縣府提供的資訊，茶博期

間，週邊地區將進行交通管制，遊

客開車到中興新村參加活動，可以

將車輛停到祖師橋附近的縣立棒球

場；或中興新村小巨蛋。

茶博交通接駁日期，包括 10月
9 日；10 月 10 日；10 月 11 日；
10月 17日；10月 18日。
發車時間，從上午 08:30到下午

18:15，預計每隔 20分鐘一班車，
但中午 11：40至下午 1點休息。
路線從縣立棒球場發車，終點在

中興大操場附近；另中興小巨蛋到

中興大操場，也會有接駁服務，如

有變動請注意茶博官網公告。

▲淡淡霧氣中的山坪頂茶園讓人心曠神怡 ▲最近很熱門的小黃山也在同一路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