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保護個人資料，南投福報郵寄讀者個資，不做其他用途，如不想取得本報，請電（049）2231574告知，本報將停止寄送。 南投福報謹啟

8南投郵局許可證

南投免字第387號

雜　　　　誌

中華郵政南投誌字

第24號登記證登記為

雜誌交寄

國　　內

郵資已付

（南投縣政府廣告）

茶博會～香遇．相遇
新聞透視鏡

2018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將於
10月 6日起展開 9天活動，今年

茶博主題「香遇、相遇」，除了沿續

往年活動內容，今年新增印度拉茶、

及雲南大益普洱茶席展演，還有馬拉

桑野餐趣，精彩可期。

縣府表示，今年茶博會主題「香遇．

相遇」，是希望讓遊客在茶香中與茶

人相遇，並將飲茶族群年輕化，讓消

費者聞香而來加入飲茶行列。配合活

動主題，學校同學會、親友會，社團

活動等等，都歡迎到茶博舉行，在茶

香中分享重逢的快樂，讓茶博成為最

有人情味的活動。

  南投的茶博會，已經建立品牌活
動，國際茶文化交流是重點活動之一，

且今年茶博會，結合了多元品茶樂趣，

有茶葉身心體驗區、茶與音樂會、曲

水流觴、茶席 DIY、休閒農業館、好
客產業館、紅茶館、茶與生活應用館

等等，一定讓遊客驚艷不已。

歷屆茶博已為遊客及愛茶人士創造

美好回憶，國內外愛茶人士，近悅遠

來，在茶香中談天說地，千人茶會、

千人揉茶更是不可錯過的活動重點，

想體驗茶文化，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絕對是全台第一。

2018年南投縣長特等茶比賽，已
經揭曉，賽德克茶農謝汪汕奪下

清香組特等獎，鹿谷茶農錢伯享奪下

熟香組特等獎。茶博會將會設縣長茶

展售攤位，協助茶農行銷，並介紹給

消費者知道。

2018年南投縣長特等茶評選活動，
6月間在茶改場凍頂工作站進行評審，
由縣長林明溱公布得獎名單，他並

致電曾任議員的謝汪汕，恭喜得獎，

氣氛熱絡。

今年縣長特等茶品比賽，競爭激

烈，為了選出好茶，品質嚴格把關，

淘汰率近5成，能夠獲獎相當不容易。  
  林明溱表示，縣長特等茶受到大陸
消費者喜愛，銷售情況熱絡，今年參

加件數較去年成長約 1倍，證明縣長
特等茶已獲得市場肯定。

農業處表示，由於南投縣長特等茶

三年來的積極推廣，在市場已經打開

知名度。今年參加縣長茶比賽的茶樣

較去年成長約一倍，清香組共252件。 

熟香組共 230件，不僅茶葉品質佳，
茶農製茶技術也有很大進步，相信將

帶動另一波銷售熱潮。

縣長茶比賽   謝汪汕、錢伯享勝出

10 月 6 日起

中興新村登場

縣府核發茶葉外銷衛生檢驗證明
南投是農業大縣，茶產量與栽種

面積均居全台之冠，鑑於茶葉

品質影響出口，縣長林明溱縣長在

105年初決定，由地方核發茶葉外銷
衛生證明，縮短業者申請衛生證明的

時程。

過去業者如接獲外銷訂單時，依規

定須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

請並取得食品衛生證明始得辦理產品

外銷出口。但因該署受理全省食品外

銷案件數量龐大，如業者因申請所需

資料未齊全需退件補件時，常因公文

往返及相關審查作業耗時，致原預訂

出口時程延遲，影響業者經營效益。

為減少出口貿易之屏障，提升業

者外銷競爭力。衛生局辦理「茶葉外

銷衛生檢驗證明」申請核發作業，茶

葉業者如有需要瞭解相關申請作業流

程，可電洽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服務專

線 049-2231994。

今年茶博會，首次設置小小茶師

館，由小學生扮茶師，現場泡

茶，讓品銘更有趣。

往年茶博會，小小泡茶師比賽，特

別受到注意；學生在比賽過程中，學

習茶道及進退禮儀，泡茶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從小學起。

從小培養泡茶師，是推廣茶文化的

根基，茶博會沿續過去小小泡茶師比

賽，今年將延伸小茶師的展演舞台，

讓遊客品嘗小小泡茶師的手藝。

泡茶也是一種教育。茶博期間，縣

府將在中興新村大操場設置小小茶師

館，並由小學生扮茶師，親自為遊客

泡茶，小小泡茶師能泡出什麼好茶？

茶博會等您去探詢。

小茶師展手藝   
  小小茶師館有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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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拾起飄在水面上的杯子，細細品味現泡茶的香醇美味，體驗古代文人雅士喝
茶的風雅，2015 年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推出曲水流觴主題活動後，茶博曲水流
觴流個不停。

「曲水流觴」取自晉朝書法家王羲
之的「蘭亭集序」一文，茶博現場將佈
置「曲水流觴」場景，讓遊客沿著彎
曲的造景水流四周席地而坐，只不過
將盛酒的觴換成了茶杯盛茶，並將茶
杯擺在木製茶杯墊後放入水流中，緩
緩順流而下，當茶流經前面，便可取
用，伴隨著優美音樂，讓遊客體驗更
悠然自在的品茗感受。

不同國家有不同茶文化。參加南投世
界茶業博覽會，不用出國就可以看到世
界茶文化，真的是賺到了 !

今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茶藝文化
展演活動，於 10 月 6 日舉行開幕式後，
韓國茶道表演、茶與生活講座、雲南普洱

展演、日本煎茶道表演、四季茶禮，將展
現不同茶風，日本茶道的禮儀和規矩，韓
國茶道的不同，各有千秋。

今年茶道表演，融合視覺及聽覺的享
受，並將加入波斯紅茶對話，讓愛茶人
士體會更多元的世界茶文化。

中興會堂一樓左側，另舉辦「茶與茶菓
子，香遇時光」主題活動，推廣並介紹茶
點文化，並展現茶食特色，有茶與茶菓子
品嚐，手作茶麵等等。

會堂二樓也將同時舉辦茶書特展，書
中自有黄金屋，茶香中也有濃濃書香味！

2018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時間：10 月 6 日起　地點 : 中興大操場下方

時間 : 10 月 6 日～ 10 月 14 日　地點：中興會堂內

中興會堂周邊廣場，展售臺灣優質茶
葉。

　走一趟茶博即可購足台灣好茶。來
自全台各地的好茶，全都在這裡，許多
遊客逛茶博，希望能一次購足各地好
茶，因此各攤位都會泡上一壺好茶，隨
時迎賓。

　好茶、有禮。茶博會的優質茶葉展
售活動，最能讓人感受濃濃的人情，茶
的溫度在手心，人與人的互動、交情，
因為茶而接近。

　另外，中興會堂右側廣場，也設有
茶器物跳蚤市場，由生活茶會會員搜集
展出，茶藝相關用品器具，提供遊客相
互交流。

展售臺灣優質茶葉
時間 :10 月 6 日起    地點：中興會堂周邊廣場

民以食為天，認識文化就要從「吃」開始，臺灣
客家族群的特色茗品，展現優良客家文化特色，進
行客家擂茶教學與實作。

每日上、下午各安排 2 場客家擂茶 DIY 體驗活動，
並邀集在地客家優良廠商展售特色商品，並介紹客
家文化及客庄六大旅遊路線遊程，讓民眾了解南
投縣客家二次移民的文化。

好客產業館 - 擂茶 DIY 體驗區
 時間：10 月 6 日起    地點：中興大操場

香遇‧相遇 回甘的滋味香遇‧相遇 回甘的滋味

曲水流觴 喝茶風雅趣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已經進入第

九年；南投的茶博，不但建立活

動品牌，替茶農找到市場，也替消費

者找到好茶，兼具文化與消費市場的

茶活動，愈來愈精彩。

縣府每年定期在雙十節前後兩周，

在中興新村舉辦南投世界茶業博覽

會，目的是希望能提供茶農及民眾，

有一個交流平台，讓喜愛臺灣茶的民

眾更了解台灣茶產業的文化，並藉機

行銷南投茶，打響南投茶的知名度。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已列入交通
部觀光局「臺灣觀光年曆」年度主要

活動項目，南投能營造出常態性的國

際活動，非常不容易，我要感謝辛苦

的茶農，種出讓人回甘的好茶，也感

謝相關單位的努力，讓更多國外的遊

客到訪了解台灣茶產業的文化。

南投的茶博每年都有活動主

題，創造新亮點，讓參與的民眾

有不同的感受，2010年推出臺灣
茶世界香推出千人茶會；2011年
推出千人茶會搭配布袋戲活動；

2012年的囍茶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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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綠野
仙盅；到今年 2018年的「香遇、相
遇」，每年的創意，都讓茶博會成功

凝聚人氣。

我到任縣府以來，扮茶伯為活動行

銷，茶博健康操更是動帶風潮，還有

茶博舉辦音樂會，也是受到好評，這

二年來茶博活動場館集中在中興會堂

及大操場前，改善參觀動線，今年茶

博各攤區的環境，也將讓人耳目一新。 
茶博、茶博趕緊來，南投活動最精

彩。今年的茶博，個人很期待「香遇、

相遇」的未來，

想喝南投茶，

了解世界茶文

化，南投的茶

博，您不能再等

待。

南投縣長

茶博、茶博趕緊來 南投活動最精彩
茶 伯 話的 8

8

秋高氣爽的日子，眾人一起揉茶，是一項難忘的經驗。
很多人會喝茶，但不一定會製茶，也不了解製茶過程，雙十節舉辦的千人揉茶，採

用南投生產的小葉種茶菁，讓大家認識製茶
過程，國慶日當天讓喜愛茶的民眾們一同揉捻
香氣 撲鼻的小葉種紅茶，體會製茶辛勞，喝下
的每一杯茶更有滋味。

參加千人揉茶，揉製完成的紅茶，可以帶回
家，喝自已做的茶，別有一番風味。報名千人揉
茶，可在 10 月 6 日前可以向水里農會推廣部
洽詢，電話 (049)277-8417，或是活動當天在現
場報名。活動人數限定一千人，額滿為止。

千人揉茶  體驗紅茶揉捻
時間：10 月 10 日下午 14:30 起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 :10 月 6 日起    地點：青少年活動中心

茶的世界 國際茶席及文化展演

2018

不必出國也看得到 日韓茶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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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行車要禮讓，行人優先放心上。

花 一百元，全 台 最
好的茶，通 通 都 喝 得
到 ! 你相信嗎？

茶博會黃金品茗館，
是內 行人 的 首 選，台
灣各地的好茶通通在
這 裡，品茶師 現場 教
遊客如何喝一口好茶，

如何使用聞香杯，吸取茶香精華；感受冠軍茶妙不可言的茶香。
黃金品茗館今年也推出茶狀元品茗活動，10 月 9 日上午 11 時、12 時各辦

一場；第二場在 10 月 11 日下午 4 點、5 點。

茶博會期間，可以到茶葉身心區，
體驗古式炒茶、徒手秤茶及茶薰
六覺等和茶有關之體驗活動。

茶不是只能喝而己，茶薰六覺
運 用身體 感官與茶葉做親密接
觸，從撿枝、沖水、薰臉、到茶葉
貼在面膜上敷臉，讓人知道茶葉
的多種用途。

配合茶博活動，南投國際沙雕藝術文化園區推出優惠活動，茶博期間，可
享有優惠票入園優惠。

沙雕園區，有 2018 星光閃耀
黃金沙城、十全十美南投新視
界等沙雕作品，這些作品是日
本、韓國、加拿大及中國等各
國沙雕大師創作，是一處充滿
歡樂且具歷史、人文、藝術的空
間。

逛茶博，賞沙雕，也是今年縣
府力推茶博的行程。

小小泡茶師競賽，是茶博會特色活動之一，透
過泡茶比賽，讓孩童觀摩學習茶文化的多元性，
並提升泡茶技巧。

小小泡茶師競賽，不是只有比泡茶而己，也注
重禮儀風範及茶席配置，樹立茶博會風範。

黃金品茗 喝盡天下好茶

茶葉身心體驗 茶薰六覺

逛茶博 沙雕入場享優惠
小小泡茶師競賽

2018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2018 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10 月 6 日起至 10 月 14 日，在中興新村中

興會堂登場。9天的茶博活動，可以體驗不同茶文化，喝盡世界好茶，

有吃又有玩，南投世界茶業博覽和您「香遇、相遇」。

一杯茶，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秋高氣爽的季節，中興新村茶香四溢，

喝茶可以「香遇」，親朋好友也可以相約在茶博「相遇」。

南投茶世界香，舉辦多年的茶博會，遊客聞香而來，南投茶、台灣茶、

日本茶、印度茶、波斯茶通通有，回甘的滋味，不容錯過。

時間 : 10 月 6 日起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沙雕藝術文化園區

時間 : 10 月 12 日  地點：中興會堂內

10/6
登場

起

香遇‧相遇 回甘的滋味香遇‧相遇 回甘的滋味
茶博期間，活動場地設有農村好物館，並舉辦「好康」活動，等您拿獎品。
到農村好物館，只要上「農村好讚」臉書，並在推廣文章按讚，設公開分享，

留言說出指定通關密語及標註 3 位好友，即享有抽獎資格。
  另有賓果 9 是讚活動，只要完成指定任務，並連線成功，可在服務台參加扭

蛋活動，連線愈多，獎品愈豐富。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都是特優 4 星級、5 星級的製茶廠，提供衛生、
安全、優質兼備的「臺灣名茶」，供消費者選購。

臺灣是世界有名的茶葉產區，所產製的茶葉包括紅茶、綠茶、包種茶、烏龍
茶及 膨風茶 （東方美人茶）等，其中尤以包種茶及烏龍茶更是世界馳名。

在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內，可以找到評鑑特優星級的製茶廠，業者提
供不同的茶製品，可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

茶顏色有青茶、綠茶、紅茶、黃茶、白茶、黑茶等，世界茶葉之旅，展示 48 種
世界茶葉，並說明茶葉的特性，達到教育目的。

世界茶葉之旅另有收取門票的活動，泡茶師沖泡的茶葉種類多達 23 種，遊
客可視需要自行體驗，增加茶葉知識。

馬拉桑野餐趣是茶博會新增活動，透過音樂會，在自然環境中品嘗布農紅
茶，及特色餐點，活動中並安排布農族傳統技藝表演，展現信義鄉原住民族
風情。

參加馬拉桑野餐趣活動，採事前報名，9 月 30 日前可洽詢信義鄉農會，或
上官網搜尋。

農村好物館 快來領獎品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

世界茶葉之旅

馬拉桑野餐趣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大操場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大操場

時間：活動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活動專館

時間：10 月 13 日下午 5 時起    地點：中興會堂大操場

中興會堂可以看茶道表演，
青少年活動中心的國際茶席，
可以更貼近不同茶文化，今年
茶博會，新增印度拉茶活動，
令人耳目一新。

國際茶席館，呈現茶產製流
程、茶具、各國茶文化樣貌等，
透過不同的茶席擺設，醞釀獨
特的氛圍，將各種茶樣的特色
發揮的淋漓盡致。

時間 :10 月 6 日起    地點：青少年活動中心

茶的世界 國際茶席及文化展演

千人泡茶是茶博會重頭戲，秋高氣爽的季節，席地泡茶，別有風味。中興會堂大操場。青青草
原，坐擁五顏六色的茶席，音樂攸攸揚揚，飄來陣陣茶香，每年千人茶會，吸引不少遊客品茶、
聊天。

茶博「香遇、相遇」，以茶會友是千人茶會的特色，茶師用
心布置，談笑之間一壺茶變成瓊漿玉液，香氣在風裡鑽動，
烏龍、金萱、東方美人、綠茶、紅茶、龍井互爭高下。

千人茶會是茶界盛會。好茶可覓，但氣氛難尋，千人茶會
讓人體驗不同的喝茶樂趣，茶的趣味，就藏每一座茶席裡。

藍天綠地 千人泡茶趣
時間：10 月 7 日下午 16 時～ 17 時 30 分   地點：中興大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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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竹山第一美瀑」之稱的瑞
龍瀑布，年初啟用後，充

滿芬多精的山林，以及瀑布
負離子的瀑布區，大受遊客
觀迎。其實瑞龍瀑布附近有
茶區，當地的茶區是一處值
得探訪的秘境，有奶味的金
宣茶園，就在這裡。

到瑞龍瀑布遊玩，一定
會經過山坪頂，山坪頂正
是竹山茶重要產地，這裡
的金萱茶，又稱為瑞龍金
萱茶，遊客到瑞龍瀑布，
不但可以親近茶園，也可
以品嘗金萱茶品。

山坪頂的金萱茶園，風
景秀麗，沿著茶園小徑可
以散步、可以登高望遠，
也可以拍照留念，整座茶
山就像是一處秘境，讓遊
客四處取景。

山坪頂的金萱茶，在茶
界享有盛名，金黃色的茶
湯，有奶香味的茶，受到
市場歡迎。

有機會到瑞龍瀑布逛茶
區，金萱茶是不可錯過的
茶飲，說起有奶味的茶，
只要喝過山坪頂的金萱，
你一定不會忘記。

南投是茶的故鄉，茶產量及面積居
全台之冠，秋天時節到南投遊玩，

八大茶區白天可以走透透，喝好茶、賞
好景，夜間泡茶觀星，另有一番風情。

南投縣茶葉栽培，主要布在八大茶
區，茶區風景美麗。八大茶區包括南
投、名間、竹山、鹿谷、水里、魚池、
信義及仁愛等地。

不同的生產環境，生產不同風味的
茶飲。「凍頂烏龍茶」、「松柏長青
茶」、「杉林溪茶」、「玉山烏龍茶」、
「合歡山高冷茶」、「南投青山茶」
「水里勝峰茶」及「日月潭紅茶」都
是著名的南投茶。南投茶世界香，三、
五好友一起泡茶、聊天說地，茶的故

事，說也說不盡。
根據地緣及茶區景色特性，南投有

幾處值得一旅的路線，包括八卦山
九九峰旅遊區、國姓埔里旅遊區、清
境合歡旅遊區、溪頭杉林溪旅遊區、
集集信義旅遊區、日月潭旅遊區等

等。 
值得一提是，隨著縣府推動「觀星

活動」，茶鄉喝好茶、看星星，將受
到注意。南投茶區景點，夜間無光害，
最適合泡茶看星星，星空下的茶香行
程，會是最美的回憶。

恬靜清新─鹿谷茶鄉小旅行

鹿 谷 鄉 擁 有 好 山 好
水，在農業生產、旅遊
景點、歷史文化、自然生
態等方面都具有優勢資源，尤其
茶產業更是發展蓬勃，包括產茶、製
茶、茶評鑑等都是鹿谷的鮮明特色，近
年來轉型推廣農業旅遊也十分成功，吸
引無數遊客前來欣賞「鹿谷茶鄉」的迷
人風貌。

南投縣太極美地發展協會推出的「茶
鄉小旅行」套裝行程，結合在地茶相關
產業與社區，透過一日遊、二日遊套裝

行程規劃，帶領遊客走進凍頂烏龍茶故
鄉──鹿谷初鄉的茶園，讓大家化身為
一日茶農，身歷其境感受一下茶農的日
常生活。大夥兒依序穿上復古花色的採
茶裝，沿著茶園邊的小徑，走入下一代
返鄉重建活化的小茶園。

透過「茶園生態導覽」，遊客不但可
以體驗親手採茶，還可以學習從手工
揉茶到茶葉完成品的所有過程。在導覽
員解說下，手採摘著新鮮的一心一葉茶
葉，青澀的茶香味撲鼻而來，彷彿置身
早年的採茶年代，接著由茶師教導手揉

茶的技術，體驗手感的幸福，揉
捻之間感受撲鼻的茶香，最

後將茶菁烘焙成條狀紅
茶後大功告成！

活動中也安排了「台
灣 特 色 茶 評 鑑 」， 準

備五種台灣特色茶，採
用比賽茶的規模及器具，

由評茶師指導大家去評鑑各種
茶品的差異性，也可以透過體驗之後更
了解五種茶品的特性，從觀茶湯、聞香
氣、嘗茶味，從認識茶種與茶具的布
局，進而分辨喝出茶品的不同，以及發
酵度的差異性，增加茶知識。

行程中的「押花茶罐」是將較老的茶
葉壓製成押花茶罐的素材，再搭配上
周邊小徑採集的小花小草，取用大自然

的色彩，為自己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茶葉
罐，增加了套裝行程的趣味性。 

透過「農村採茶飯」讓遊客瞭解從產
地到餐桌，採用低碳在地食材料理，製
作成農村風味餐，不但讓遊客更了解在
地的產業文化，也為這趟旅程增添了難
以忘懷的好味道！

▲茶園導覽解說

▲手工捻茶賦予掌心的溫度
▲親子體驗茶葉押花

▲押花茶葉罐成品

為了提升南投茶業產值，南投縣
政府於 2010 年首創南投世界

茶業博覽會，活動開辦第一年便獲
得廣大迴響，此後茶博活動年年登
場，一年比一年精彩，茶農、茶商、
茶友，以茶會友，話題不斷。

茶博會每年都有不同主題，主題
年年創新，並蓄積能量，成為茶界
盛會。2010 年台灣茶世界香，千人
茶會首次登場；2011 年泡茶看布袋
戲，千人揮亳的場景很壯觀；2012
年囍茶宴，推廣飲茶文化；2013 年
南投找茶趣，探索茶的樂趣；2014
年太極美地展風情，推動茶鄉之旅；

2015 年 曲 水 流 觴 舞 動 茶 博；2016
年 樂 活 漫 品；2017 年 綠 野 仙 盅；
2018 年香遇、相遇。

為了行銷茶博會，縣長林明溱這
幾年扮茶伯為活動代言，茶伯健康
操帶動流行；去年 tea style 介紹茶
博，讓人耳目一新；今年則拍攝「香
遇、相遇」廣告主題，希望透過茶
博會，持續提升南投農產與觀光競
爭力。

南投茶博會，已經成為台灣茶產
業活動代名詞，創造的經濟效益，
及茶文化流行，將在台灣茶史中佔
有一席之地。

瑞龍瀑布茶區  有奶味的茶─金萱

▲揉捻是製茶中的重要步驟

▲到茶園親手採茶的新鮮趣味 香甜可口的農村採茶飯 

▲

談不完的話題
   細說茶博會

茶園遍佈，風景優美，茶鄉品味鮮體驗！

泡茶看星星 茶區任我行

南投縣太極美地發展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