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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姓名 電話 公開資訊

特等獎 劉o杰 0935-651362
好勝美地茶園

(小半天風味餐坊)

等次 姓名 電話 公開資訊

黃o倉 0928-163178 世馨茗茶

陳o聰 (049)2582631 茗順茶行

吳o三 (049)2732021 三億茶行

沈o珊 0972-366579 榮芳茶廠

黃o棟 0953-933222 東興茶業

賴o墉 0911-986522 上青茶業

林o丞 0937-352147
台灣

育丞茶業製茶廠

黃o村 0953-933222 東興茶業

謝o汕 0928-366070
台灣

賽德克の茶

黃o江 0953-933222 東興茶業

頭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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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姓名 電話 公開資訊

黃o泰 0933-387853

楊o華 0937-215649 春源茶行

陳o竣 0955-946259 山霖峰茗茶

林o妙 0910-936558 紅美人茶業有限公司

林o敏 0930-086819 漢林茶苑

林o宏 0928-248899 山上茶話

柳o成 0933-279515 雪嵩茶業

李o周 (049)2581059 李榮周

謝o民 0982-336529 富山居茶莊

陳o朗 0919-814967 奇萊山明源茶廠

賴o墉 0911-986522 上青茶業

陳o瑞 0933-522669

黃o敬 0937-700650 午二茗茶

沈o屏 0988-361282 泰獅茶農場

謝o汕 0928-366070 台灣賽德克の茶

許o瑭 0972-064770 順雙香製茶廠

李o儀 (049)2581059 新欣茶行

何o傑 0935-567465 大墩製茶工坊

蘇o慶 0912-357258 原昌茶業

沈o枝 0928-956860 泰獅茶農場

唐o章 0938-066858 慶元茶行

林o璽 0916-054168

陳o濱 (049)2582631 茗順茗茶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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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姓名 電話 公開資訊

許o麟 0937-255696 馨茗園高優質茶業

陳o竹 0921-640539 東星茶廠

林o丞 0937-352147 台灣育丞茶業製茶廠

楊o華 0937-215649 春源茶行

林o德 (049)2752215 鹿谷鄉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

陳o豐 0911-815885 生富製茶廠

鄭o憲 (049)2580868 Teahome茶坊

賴o墉 0911-986522 上青茶業

沈o枝 0928-956860 泰獅茶農場

沈o瑤 0928-903700 長順興茗茶莊

張o松 0933-512068 春勇茶行

張o宏 0933-521643 宏福茗茶

蔡o年 0933-833899 世豐製茶廠

林o文 0932-688906 清靜維也納小木屋

林o政 0910-542265 老林記茶業

王o德 0935-259790

李o堅 0932-698618 名山茶廠

錢o良 (049)2750177 福爾摩沙茶行

梁o綮 (049)2751212

陳o娟 (049)2751212

陳o賢 (049)2580074 日宏茶業有限公司

林o結 0910-564176 深茶話堂

劉o杰 0935-651362
好勝美地茶園

(小半天風味餐坊)
許o維 0985-308273 宜興製茶廠

徐o鼎 0915-516575 金鼎茶業

李o昇 (049)2581509 李坤昇

林o璽 0916-054168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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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玫 0933-512068 春勇茶行

陳o堯 0912-018690 陳俊竹茶農舍

李o平 0928-195717 和平芳茶廠

陳o銘 0935-346156  

沈o屏 0988-361282 泰獅茶農場

茆o藝 0921-644135 茶狀元茶業公司

鄒o珊 (049)2248281 佰茗

沈o嶒 0933-574220 永浩茶園

葉o偉 0911-659120 竹映民宿

紀o忠 0923-364078 廣源茶行

梁o禎 (049)2751212

王o進 0912-648301

傅o生 0975-957298 新芳茶行

林o常 0911-775890 林吉園以茶會友有限公司

劉o雅 (049)2751212

唐o章 0938-066858 慶元茶行

陳o財 0911-624264 香間小露

蔡o峰 0912-656135 三層坪夢峰製茶廠

連o民 (049)2582835 連勝茶廠

陳o洲 0919-693707 仙夷茶廠

何o儒 0928-364551 芳真茶業

許o維 0985-308273 宜興製茶廠

謝o璟 (049)2581584 綠泰茶業

葉o志 0910-008140 慶發茶業

黃o民
0955-723277

049-2580856
品香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梁o禎 (049)2751212

張o源 (049)2753812 鹿谷觀光農園

許o威 0920-498113

鄒o有 0919-714568 大騰茶園

辜o成 0937-714288 龍淵茶廠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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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o娟 (049)2751212

何o傑 (049)2753856 大墩製茶工坊

鄒o寬 0928-925568 大騰茶園

張o淋 0912-018688 秋淋製茶廠

劉o瑋 0921-012019 緯銓茶葉商行

楊o輝 0918-622179 楊泰茶行

巫o堂 0928-644292 冠昇製茶廠

林o玫 0910-754218 原昌茶業

蔡o峰 0912-656135 三層坪夢峰製茶廠

林o妙 0910-936558 紅美人茶業有限公司

陳o亮 0939-300779 力大茶廠

陳o廷 0939-300779 力大茶廠

林o敏 0930-086819 漢林茶苑

莊o君 (049)2243525 冠益茗茶

黃o敬 0937-700650 午二茗茶

劉o雅 (049)2751212

張o源 (049)2753812 鹿谷觀光農園

王o旼 0931-674378 心海茶園

陳o畇 0911-624264 香間小露

連o民 (049)2852835 連勝茶廠

陳o竹 0912-841205 陳俊竹茶農舍

翁o仲 0932-687838 上馨茶業

劉o豪 0928-997753 榮恩茶業

陳o竣 0955-946259 山霖峰茗茶

張o宏 0933-521643 宏福茗茶

謝o安 (049)2582892 日宏茶業有限公司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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