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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邁入第十

年，配合十週年活動，今年主題

不但訂為「香郁拾穗」，取「相遇十歲」

諧音，縣府並選擇在雙十國慶舉辦開

幕活動，以茶代酒為國家慶生，讓今

年活動更具特殊意義。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已經是全台

最具吸引力的茶產業文化活動。南投

茶博十年前登場，馬上造成轟動；十

年後依舊是回甘有勁。由於茶博每年

推出不同主題，且內容不斷創新，使

得以茶會友的盛會，倍受各界注意。

今年茶博以「香郁拾穗」為主題，

意寓人與人在茶博

「相遇十年」，

十年來茶博會不

但是代表南投的

品牌活動，遊客

到南投各茶區旅遊，也創造可觀的觀

光效益。 
縣府表示，今年茶博會在中興新村

中興會堂週邊舉行，活動時間從十月

十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活動內容多

元，有茶文化展現、茶與音樂會、曲

水流觴、千人茶會、千人揉茶、千人

擂茶、國際茶席展演、茶葉身心體驗，

台灣茶品茗及推廣，茶具精品展售等，

還有凍頂茶香館氣味體驗等等，加上

週邊環境營造，讓遊客徜徉在茶香與

躍動的音符中。

歷屆茶博會創造茶的美好回憶，愛

茶人士，近悅遠來，不用出國也可以

體驗世界不同的茶，台灣茶、大陸茶、

韓國茶、日本茶、波斯等茶道文化在

南投茶博會交流，更凸顯「南投茶、

世界香」的意味。

代言茶博會 茶伯展功夫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邁入第十

年，縣長林明溱再度扮「茶伯」，

展現揉茶功夫，並在竹山山坪頂茶園

拍廣告，為茶博會代言。

廣告可以加深印象，擴大行銷效果。

今年茶博覽會廣告訴求「找好茶」，

希望愛茶人士到茶博會找到喜歡的好

茶。

為凸顯茶博找好茶印象，今年茶博

廣告透過蒙太奇手法運鏡，4位特務
在茶園間找尋南投極品好茶，林明溱

縣長則扮演「茶伯」，在茶廠展現揉

茶功夫，特務找到一心二葉的茶葉後，

茶伯再提供好茶的解答，茶伯並邀請

大家到茶博會「奉茶」

林明溱表示，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已經舉辦十年，今年活動主題訂為「香

郁拾穗」，歡迎茶博期間到南投找好

茶、喝好茶、買好茶，認識不同的茶

產業文化，並到南投各景點進行深度

的觀光旅遊。

橋聳雲天  全國公路八景冠軍

10 年茶博 雙十開幕「香郁拾穗」相遇十歲

千人茶會  累計超過一萬人次參與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開辦十年，

年年都有千人茶會活動，這項

活動已經是茶博的招牌，歷年參加人

數，累計過一萬人次以上，足以列入

台灣茶葉活動史。

千人泡茶是茶博會重頭戲，秋高

氣爽的季節，中興會堂大操場青青草

原，布置五顏六色的茶席，茶師、遊

客以茶會友，溫暖的茶彷彿成了瓊漿

玉液，回甘在心底，茶香飄在草原

上，喝茶的心卻是暢快無比。 
千人茶會是茶博盛會，喝茶的氛

圍，更勝於獨飲，好茶和眾人分享另

有樂趣，茶香加上話題，千人茶會拉

近人與人的距離。

2015年南投茶博覽會推出曲水流
觴，造成轟動，流水送茶來，讓喝

茶多了一分樂趣。從此以後，曲水流

觴變成茶博會重要活動，並營造怡悅

的喝茶意境。

「曲水流觴」取自晉朝書法家王羲

之的「蘭亭集序」，不同的是，文章

中的酒變成現在的茶，茶也可以坐到

杯墊上，順著流水緩緩而下，.於是茶
中有水，水中有茶，茶水不分家。

 喝茶的興緻，是可以營造的。曲
水流觴飲茶趣，興緻一來也可以玩遊

戲，至於如何玩，其實很隨性，猜拳

也可以。獲勝的人取用「流水茶」，

水又送走用完的茶杯，讓喝茶另有一

番逸趣。

茶中有水  水中有茶
曲水流觴  載動茶趣

今年首創千人擂茶

十年茶博，傳香千里，近悅遠來，

川流不息。

邁入第十年的南投世界茶業博覽

會，今年首創千人擂茶，擂動愛茶人

的心。

10月 13日下午在中興會堂大操場
舉辦的千人擂茶，不但是全台第一

樁，客家茶飲文化也受到注意。

茶博會每年設有擂茶攤位，受到

喜愛者歡迎。今年是茶博第十年，縣

府將擂茶攤變大，變成千人擂茶大排

場，絕對是茶博盛事之一。

客家擂茶，訴說客家文化的過去。

戰亂下被迫遷徙的客家人，曾飽受物

資缺乏之苦，好客的客家人為招待親

友，將穀糧炒熟後，與茶葉置於擂缽

中慢慢細磨，變成可充飢且解渴的擂

茶。

台灣的擂茶文化，據說是在民國

三十七年後傳入。從廣東河婆縣移民

來的客家人，帶來擂棍、擂缽後，擂

茶慢慢大眾化，客家茶飲文化也受到

重視。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活動一直

在翻新，千人茶會、千人揉茶，向來

都擁有高人氣。去年推出千人野餐，

更是一炮而紅，報名秒殺的紀錄，讓

人記憶猶新。茶博十年，縣府再接再

厲，不但首創千人擂茶、也邀請名家

揮毫，茶與書法結合，相得益彰，也

讓活動更有趣。

參加千人擂茶 必讀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首創千

人擂茶活動，時間訂在 10月 13日下
午 4時起，在中興會堂大操場舉行。

  參加千人擂茶活動，可在活動當
天到會場服務台，憑報名序號及身份

証，核對完成報到，由於席次有限，

超過名額將無法受理

擂茶，是利用擂缽、擂棍，將食材搗碎混合後沖泡的飲品。

傳統擂茶通常只有芝麻、綠茶、花生等簡單素材，後來加以

改良，另外加入小麥、蕎麥、燕麥、南瓜子、松子仁、葵花

子仁、黃豆、黑豆、綠豆、紅豆等，豐富了擂茶的口感，喝

起來也更為美味。也有人開發擂茶的冰飲、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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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十歲了。今年活動在雙十國慶舉辦開幕活動，國慶日南投「開茶趴」，

茶香的號角響起。

茶博會今年進入第十年，活動推陳出新，10月10日千人揉茶先登場，下午4時同時舉辦「茶

博十年名家揮毫」活動；11 日有「舞樂映茶香」系列表演，從上午 10 時起接力演出。

茶博會每年都有新挑戰，10 月 13 日首次舉辦千人擂茶，擂動客家文化的茶韻。千變萬化

的茶水味兒，西方的、東方的，客家的，各式各樣的茶，在茶博會中可以一網打盡。

十年來，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建立活動品牌，各國茶文化在這裡交流，也替南投茶農找到

行銷平台。回首十年，茶博會的茶韻，綿延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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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信不實食品廣告 拒當冤大頭。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已經十歲

了。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茶博的前世今生，有很多迴響。

南投是台灣重要茶產區，茶文化與

茶經濟佔有一席之地。為了行銷茶產

業，產地農會舉辦比賽，茶農交流烘

焙技術，累積市場能量。縣府以前舉

辦茶香健康節，喝茶配蕃薯的主題活

動，強調吃的健康，讓鄉下辦喜事的

活動，熱熱鬧鬧，也幫助南投農產品

行銷。

十年前，縣府第一次舉辦茶博會，

將地方製茶比賽活動，帶進世界，南

投茶文化也站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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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被煮開茶葉，茶香四溢，茶客聞

香而來，茶博會變成交朋友的地方，

愛茶的人找到喜歡的茶，茶農和茶商

也找到市

場。

南投的

茶博會，

十年來

建立活

動 品

牌，每一年活動主題都不一樣，不僅

一年比一年精彩，也帶動茶產業銷售

旺潮。

2010年的茶博會，千人茶會登場，
十年後依舊轟動全台；2011年喝茶看
布袋戲，充滿懷舊氣息；2012年囍茶
宴，推廣以茶代酒；2013年南投找茶
趣，將遊客帶到茶園旅行；2014年太
極美地展風情，介紹更多的茶園秘境；

2015年曲水流觴舞動茶博，讓飲茶文
化進入詩一般的意境；2016年樂活漫
品，強調喝茶可以有好心情；2017年
綠野仙盅，西洋的茶韻，別有風情；

2018年「香遇、相遇」，愛茶的朋友
們相逢在茶博盛會裡。

到任縣府以來，明溱扮演茶伯為活

動代言，茶伯健康操帶風潮，活動變

得更熱鬧，茶伯開著廣告車到處跑，

也把南投美景介紹出去。另外，縣府

也舉辦縣長茶比賽，提升南投茶的形

象，今年的茶博則以「香郁、拾穗」

活動主題，用來紀念茶博十週年。

茶博十年有成，要感謝的人很多，

感謝茶農的支持、感謝各界的迴響，

不少國外人士也慕名而來，參加全台

最有人情的茶會，南投茶世界香，十

年回甘。

★反黑、反毒、反霸凌  人身安全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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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起南投「開茶趴」

2019 茶博會「香郁拾穗」 茶博的前世今生  年年都精彩

品茶是一件快樂的事，喝到自已製

作的茶，可以讓快樂加分。 
茶博有吃、有玩。今年茶博會 10

月 10日國慶日開幕，率先登場的大
型活動就是千人揉茶，邀親朋好友參

加揉茶活動，不但可以體驗如何製作

紅茶，還可以將揉製完成的紅茶帶回

家，和家人分享喝茶的快樂。

　秋高氣爽，綠草為席。小葉種茶

菁是揉茶的原料，千人一起揉茶，也

揉出茶的香氣。

　參加千人揉茶，可向水里農會推

廣部洽詢，電話 (049)277-8417，或
是活動當天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千人茶會是茶博重頭戲，

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就是為了體驗千人

品茗的樂趣。

茶博開辦以來，

千人茶會很受歡

迎。茶師拿出最好

的茶，邀來賓共飲，全

台僅有的大型品茶活動，一

年只有一次。

今年千人茶會，依過去慣例，仍

在中興會堂前大操場舉行，

10月 12日下午三點至
四點，泡茶的茶師報

到，並布置茶席。

四 點 起， 開 放

品茗的茶友領卡入

席，想參加千人茶會

的朋友，可以排定時間，

參加茶博十年的千人茶會，並

拿起手機拍照，傳給親朋好友，為活

動留下記憶。

10月 10日起，茶博會開始，中興
會堂每天都有國際茶藝文化展演相關

活動。逛茶博的民眾可以選擇喜歡的

節目，到場參加。

茶博會有動態活動，也有文化展

示，10月 10日上午 10時 30分，舉
辦開幕式；11日舉辦乾隆、雲起、大
益香；12日舉辦歷代茶藝展演、茶
山情歌；13日舉行韓國茶道表演；
14日有茶香歌頌；15日舉行獻供五
方佛茶禮。

  16日有映像相遇拾歲；17日舉
辦看見茶鄉風情呤唱；18日小小泡茶
師競賽；19日舉行日本茶道；20日
閉幕活動。

茶博會也可以很懷舊 !懷舊也可以很有
趣。

茶葉身心體驗區有古式炒茶，可以體驗早

期大鍋炒茶的感覺，十分有趣；還有徒手秤

茶，試試手感，秤取茶葉，趣味與體驗兼具。

古式炒茶、徒手秤茶，取景容易，遊客拍

完上傳臉書或 IG，不但留下茶博紀錄，也
可分享活動給更多人。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農村好物館」，嚴選優質

農產品，讓遊客吃、喝、賞、玩、買一次滿足！

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設立的農村好物館，展示並

展售台灣好物農產品，並推出「農村好物粉絲頁尋

找幸運兒」、「農村好讚滿額兌換神秘禮」等活動，

還有農村好物 DIY體驗。

自己喝茶自己泡，今日掌茶席。南

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身心體驗館—茶

席體驗區，有專屬茶藝老師，一對一

帶遊客認識基本泡茶器具，並體驗正

確的泡茶程，自已泡茶自已喝，體驗

另一種品茗樂趣！

  茶薰六覺現場還有嗅覺、味覺、
視覺、聽覺、觸覺、意覺茶葉體驗，

用茶葉薰臉、敷臉、幫眼睛紓壓，強

調茶葉不僅可以喝，還有很多用途。

要提醒的是，部分活動支付體驗價，

並非全部免費。

走一趟茶博即可買到各地好

茶。茶博會茶葉展售區，愛茶人

士絡繹不絕，攤位展售的茶，香

氣四溢。

很多人喜歡逛茶博會茶攤，

因為茶攤和夜市不同，茶商或茶

農，熱情款待遊客，雙手奉茶，

以茶會友，遊客感到滿滿的溫

馨。

茶博會茶攤品茶，可以談天說

地，消費者和農民因茶而結緣，

茶博拉近產地和消費者距離。

走一趟茶博會，可以將全台好

茶一次購足，茶葉周邊商品也一

併呈現，包括各式各的茶器具用

品、精品，咖啡、農特產通通有，

滿足消費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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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茶席設在青少年活動中心內，今年有波斯、日本、

韓國、印度、中國、台灣、凍頂等國際茶席展演。

　國際茶席是茶博特色之一，每年都有這類茶席活動，

並呈現茶產製流程、茶具、各國茶文化樣貌，也讓人了解

茶席擺設的用心。

不用出國，便可以接觸到不同國家茶文化 !國際茶席是
茶博遊客必訪區，獨特的氛圍，發揮不同茶樣的特色，將

茶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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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人揉茶趣

茶博重頭戲  千人茶會
國際茶藝文化展演  天天有看頭

茶葉身心體驗  茶薰六覺

茶葉展售區   以茶會友

世界茶葉之旅  增廣見聞
國際茶席  茶風異趣

時間：10 月 10 日下午 14:30 領卡入席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10 月 12 日下午 3 時起    地點：中興新村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大操場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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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長

10/10
起

登場

時間：10 月 18 日 地點：中興會堂

古式炒茶 真趣味！

農村好物館 嚴選好物

茶博會十年，推出特別活動，只

要在茶博老照片找到自已，用手機

拍照後，即可到回顧展服務台領取

紀念品。

茶博會是人與茶交流的盛會，有

人年年來，並在照片中留下身影，

今年茶博會整理相關照片，讓遊客

找到自已，並喚起當年參加茶博的

回憶。

茶博十年，曾經參與的人，都是

紀錄著歷史，這部歷史還會繼續寫

下去。

食的安全，消費者重視。茶博會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引進

衛生、安全、優質兼備的「臺灣名

茶」，提供消費者選購。

建立國產茶品優良品牌形象，提

升臺茶國際知名度，強調優質安全

在地生產，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

售館，是評鑑特優星級的製茶廠專

區，吸引消費者青睞，並滿足消費

者多樣化需求。

日月潭紅茶很有名，今年茶博會

日月潭紅茶館特別介紹大葉種紅茶，

號稱四大天王的台茶 18號紅玉、阿
薩姆、台茶 21號紅韻、台灣山茶在
紅茶館裡都找得到。

同樣是紅茶，卻可以有不同的口

味。日月潭紅館今年結合台南麻豆

柚花及柚花醬，開發柚花紅茶系列，

讓紅茶有新喝法。

紅茶館內還有形象拍照牆，下午

茶飲料吧，可供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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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覽會設有國際工藝茶苑，南投添興

窯、田中窯、台中的陳遠芳、雲林

的老土藝術、台中的樺泰漆器，一

次可以看個過癮。

茶博會期間，在中興大操場的國

際工藝茶苑，結合中部陶藝、金工、

漆器名家作品，呈現給遊客，對喜

好茶與工藝的人來說，是一次難得

的機會。

好客產業館，展示臺灣客家族群

特色，透過客家文化生活教學與實

作，可以了解客家文化及相關背景。

好客產業館內有客家文化 DIY體
驗活動區，以及客家產業展售區，

並展示客家產業六大旅遊路線，在

這裡還有客家多元的特色商品及客

家美食，到館的民眾，也可以親子

共學，學習到簡單的客家話，逛茶

博學客語。

十年回顧 看照片領獎品

星級衛生安全製茶廠展售館

日月潭紅茶館 紅茶一網打盡

國際工藝茶學苑

好客產業館

時間：茶博會期間 地點：中興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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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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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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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車動向須注意，輪差死角要當心。

大崙山觀光茶園位於海拔高度介於 1,250至
1,600公尺之間，栽種面積廣達一百多公頃，是
鹿谷鄉最大的茶葉專業區，所生產的高山茶名

為「杉林溪茶」，深受市場好評，而氣候涼爽、

終年雲霧繚繞的特色氣候與景觀，也成為遊客

夏秋避暑的最佳去處。

除了茶園之外，大崙山還有一片超過 80公頃
的銀杏林，為東南亞地區首屈一指銀杏森林。

這裡原本是一大片的孟宗竹林，1990年代卻遭
受重大災病而大量死亡，由於當時竹子的經濟

價值已大不如前，所以農民們紛紛轉種烏龍茶，

為了符合高山水土保持的法令規定，便以混合

造林的方式大量栽種銀杏樹，因此造就這片銀

杏森林。

銀杏的枝葉會隨四季呈不同顏色變化，每到

秋季銀杏葉由綠轉黃時林相最美，一整片金黃

色樹林的夢幻景色構築「數大便是美」的最佳

詮釋，吸引不少遊客特地前來大崙山，可以賞

竹、品茶、沿著木棧步道走入銀杏林裡徜徉，

高海拔涼爽的天氣更可以避開「秋老虎」的悶

熱！

除了銀杏森林之外，沿著茶園的木棧道登高

賞景，不但擁有俯瞰四周茶園的遼闊視野，天

氣好時甚至可以遠眺中部四縣市的景色。置身

在一片綠意盎然的茶園裡，還有採茶的農婦、

曬茶的農家點綴其間，都能讓遊客倍感心曠神

怡，聆聽山林間鳥兒的清脆鳴叫聲，更令人感

受無比的安適恬靜。

大崙山因為特殊的地形、氣候因素，經常有

機會觀賞千變萬化的雲海浮沉美景，當您在水

氣足夠的日子到訪，走上茶園最高點的大崙觀

霧亭，就能被籠罩在瀰漫濃霧中。夢幻雲霧搭

配翠綠茶園與蔚藍天空，構築一幅色彩鮮明卻

又迷濛的美麗圖畫，絕對能夠讓您直呼不虛此

行！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舉辦

十年，不但是最具影響

力的茶產業活動，招牌更是

響亮。國內外茶產業展銷活

動，紛紛打起類似「茶博」

名號，希望多沾一點光。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日

月潭國際萬人泳渡、南投燈

會併稱南投三大活動。其中，

南投的世界茶業博覽會名號

真的是響叮噹

上網搜尋「茶博會」，讓

人看得眼花撩亂。從台灣到

中國大陸，和茶博字眼扯上

關係的活動不勝枚舉，茶博 !
茶博 !叫得漫天價響；但南投
世界茶業博覽會獨樹一格，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茶博」的魅力，讓人驚

嘆 !十年前茶博在南投萌芽、
逐漸茁壯，南投茶也因此走

進世界市場。南投世界茶業

博覽會有口皆碑，已經建立

無法撼動的地位。因為十年

來的南投茶博，結合茶文化

推廣，不僅主題年年創新，

也讓活動保持新鮮感，有別

於茶葉商展，南投的茶博會，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人生短短幾個秋，南投世界

茶業博覽會，今年走進第

十個年頭，秋高氣爽的季節，煮

茶品茗，香氣四溢，茶博的味

道，回甘在心頭。

茶博十年來，從南投出發，

走進世界，東方茶道、西方茶文

化，在茶博會交流，台灣茶躍上

國際舞台，寫下茶的春秋。

茶的歷史很久，一壺茶水，

倒不盡人生千秋。

以前的生活，什麼都不方便，

善心人在家門口擺上一壺茶水，

寫上「奉茶」二個字，方便路人

休息、解渴，好重新出發。

稻作收成的秋天，老一輩的農

民協力收割，汗水淋漓。農家奉

上一壺「割稻仔茶」表示感激，

還有「割稻仔飯」的味道記憶，

農村「奉茶」文化，傳遞在歲月

裡。

「奉茶」是關懷、也是感恩。

「奉茶」心意，更是長長久久。 
小小的一杯茶水，大大的心

意。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到處

有人「奉茶」，拉近人與人的距

離，因為奉茶，多了濃濃的人

情。

千人茶會、千人揉茶，今年

首辦的千人擂茶，都是「以茶會

友」，奉茶的情誼不渝 ----。
十年過後的茶博，也許更盛

大、更好玩，不變的是茶水千

秋。

茶博響亮  茶展沾光

黃金品茗 嘗遍天下好茶
花一百元，可以喝到全台

各茶區特等茶 !
南投茶博會黃金品茗館，是內

行人的首選。茶界都知道，各地

勝出的特等茶，價值不菲，想一

次嘗遍各地冠軍茶，更是機會不

多。 
茶博會匯集各茶區最好的比

賽茶，透過黃金品茗館供遊客

品味，無論是紅茶、烏龍茶、東

方美人茶、碧螺春、高山茶等等，

茶界精品盡出，愛茶的人趨之若

鶩。

黃金品茗館，是南投茶博會的

特色之一，專業品茶師現場解說

茶特色，杯裡溢滿迷人茶香，品

茗享受之餘，還可以接觸更多

的茶知識。

黃金品茗館  遊覽必讀

黃金品茗館是在中興大操場

週邊的展館，位 10月 10日起開
館，分成上午場和下午場。上午

場從 10時到 12時，下午場從 14
時至 15時。
今年黃金品茗館還另外舉辦

現代茶飲、炭培茶分享活動，遊

客也可以參加。

舉辦第二年的茶博馬拉桑

野餐，受到民眾喜愛，

網路報名踴躍，一開放便額

滿。

茶博野餐趣在 10月 19日
下午舉行，信義農會提供野

餐墊、野餐袋、木托盤、布

農紅茶、梅餐壽司、梅子綜

合果凍、雜糧米香、瓜子、

點心、台灣當令水果及信義

農會所產製的烏梅汁、翠梅

綠、紅茶飲等商品，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也

請參加者自備環保杯，民眾

也可自備餐點，家人好友在

秋風微涼的大操場上共享「馬

拉桑野餐趣」。

馬拉桑野餐趣

茶博10年 茶水千秋

銀杏森林夢幻絕美 大崙山觀光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