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順序 茶葉產區/鄉鎮 茶園名稱 負責人姓名 茶品名/自信作

1 台東縣卑南鄉 佳芳有機茶園 蘇殷德 有機紅烏龍

2 新竹縣關西鎮 徐靖宜(吉璞茶莊) 徐靖宜 有機GABA茶

3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 依然自然共生農園 伍樹水 清心烏龍茶

4 新北市坪林區 東成茶葉 林奕慧 有機評選包種茶

5 南投縣名間鄉 洺盛農場生態茶園 陳洺浚 有機白茶

6 南投縣仁愛鄉奇萊山茶區 茶半解農場 許瑞麟 有機大四喜禮盒

7 新北市坪林區 三星山有機茶園 鄭信忠 有機清香包種茶

8 台東縣卑南鄉 大峰茶園 廖悅辰 有機紅烏龍

9 高雄市六龜區 拿普原生茶有機農場 謝國華 拿普有機喬木紅茶

10 南投縣埔里鎮 昱香園有機茶園 賴昱維 紅玉白茶

11 南投縣名間鄉 瑞成茶廠 余金炘 祁韻紅茶

12 台東縣鹿野鄉 立品有機茶園 李金榮 有機純淨兒茶素綠茶

13 南投縣鹿谷鄉 昊璟清秀有機示範茶園 廖文毅 昊璟清秀紅寶石有機紅玉紅茶

14 南投縣名間鄉 永峰有機茶園 謝錫勳 佳葉龍茶

15 南投縣信義鄉  金葉有機茶園 黃漳沂 有機烏龍茶

16 宜蘭縣三星鄉 松輝有機茶園 謝朝陽 佳葉龍茶

17 南投縣仁愛鄉 川風堂 林佩君 蜜香月光白茶

18 新北市三峽區 谷芳有機茶園 李昌峻 有機碧螺春綠茶

19 桃園市復興區 雪霧有機茶莊園 張正義 巴山福芽/春回/有機蜜香紅茶

20 南投縣名間鄉 聖翁有機茶園 曾淑緩 有機紅玉紅茶

21 花蓮縣玉里鎮 伊禾茶 黃文諄 蜜香紅茶

22 南投縣名間鄉 鳳凰單叢茶園 陳以國 飄香翠玉烏龍茶

23 南投縣魚池鄉 紅玉明珠紅茶園 蔡衍宗 有機紅玉紅茶

24 南投縣魚池鄉 嫩葉紅農莊 蔡竹韻 圓滿茶餅

25 南投縣埔里鎮 星陽茶園
陳陽
彭玉美

有機紅玉紅茶

26 新北市坪林區 曦之谷茶軒 吳瑞曦 曦谷紅茶

27 南投縣水里鄉、魚池鄉 日心農場 李景松 有機老茶(紅茶)

28 嘉義縣梅山鄉 茶供足有機農園 張供足 高野虹(小葉種紅茶)

29 南投縣名間鄉 佳紘有機茶園 謝承海 冬片茶

30 南投縣魚池鄉 水葉農場(水葉紅玉ownnwo) 王信哲 梵音紅茶(紅玉紅茶)

31 南投縣名間鄉 東新厝有機茶園 洪玉瑛 精選有機清香烏龍茶

32 南投縣名間鄉 上禾有機茶園 翁錦榮 有機蜜甜香烏龍茶

33 南投縣魚池鄉 柏盛茗茶 王證程 紫芽山茶

34 宜蘭縣大同鄉 玉露茶園 林立偉 有機東方美人茶

35 南投縣仁愛鄉 福得茶圃 陳光博 有機高山烏龍茶

36 南投縣信義鄉 原鄉自然復育茶園 陳榮基 清香烏龍茶

37 南投縣竹山鎮 甲子認證有機茶園 林松枝 有機白茶

38 南投縣名間鄉 雪之嶺 陳錦昌 台灣工藝茶(紫菁靈)

39 台東縣鹿野鄉 博雅齋自然茶園公司 吳秋伶 ITQI三星博雅齋-紅烏龍

40 宜蘭縣冬山鄉 薪寬茶園 陳力綺 2020銅蛙選-烏龍茶

41 南投縣仁愛鄉 回味有機茶園 郭茂楠 有機烏龍茶

42 高雄市六龜區
發現·山茶

FAXING SHAN CHA
何佳薇 喬木白茶

43 南投縣草屯鎮 亨霖茶園 李銘哲 自然紅

44 新北市坪林區 世芳有機茗茶園 陳錠鋐 有機白茶

45 南投縣仁愛鄉 樸園自然生態農場 郭坤榮 蜜香烏龍茶



46 台東縣卑南鄉 御品賞健康莊園 陳至榮 有機蜜香紅烏龍

47 台東縣鹿野鄉 鹿嵿記休閒茶莊 黃玉蘭 有機迎香紅烏龍

48 南投縣仁愛鄉 頂善茶園 邱煥興 有機紅茶

49 花蓮縣富里鄉 雲閩茶園 王俊元 有機蜜香紅茶

50 南投縣鹿谷鄉 鈺泰有機茶行 林清但 鹿谷迎香

51 台東縣鹿野鄉 女兒不懂茶 林廷瑀 蜜香紅烏龍

52 南投縣仁愛鄉 金瑞悅茶園 林昇鋒 野放有機茶

53 南投縣名間鄉 連振佑 連振佑 紅玉紅茶

54 南投縣魚池鄉 茶米藏莊園 黃捷步 日月潭紅茶(台灣山茶)

55 南投縣魚池鄉 馨午茗茶 葉庭凡 日月潭台茶18號 紅玉

56 南投縣仁愛鄉 霧上原鄉茶 劉富欵 金萱烏龍茶

57 嘉義縣阿里山 正新園茶業 賴嘉副 有機紅茶

58 新北市坪林區 尊上溪山有機茶園 陳金環 文山包種茶

59 南投縣竹山鎮 夢幻自然有機茶園 陳儀龍 有機金萱烏龍茶

60 新北市坪林區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
金會附設福田有機農業推廣中

賴錫源 GABA 佳葉龍茶

61 苗栗縣三義鄉 淨斯茶 吳美玉 機採青心烏龍茶

62 新竹縣關西鎮 幸福林有機茶園 林秀貞 有機東方美人茶

63 南投縣魚池鄉 1936老東方茶鋪 石享玉
【1936老東方茶鋪】楊貴妃綜

合山茶特調

64 南投縣鹿谷鄉 武當生態茶園 廖武當 有機紅玉紅茶

65 南投縣魚池鄉 天乙紅茶莊The Nudist Tea 謝文玲 <如約而至>典藏紅玉

66 南投縣名間鄉 賀家生態茶園 賀大維 蜜香紅茶

67 南投縣名間鄉 明清有機茶園 陳明清 有機紅茶

68 南投縣名間鄉 松順利有機茶廠 陳松輝 佳葉龍茶(GABA TEA)

69 南投縣竹山鎮 初日製茶 李嘉麟 自然紅

70 南投縣魚池鄉 洪館有機農場 洪堂駿 台灣老欉山茶(紅茶)

71 南投縣魚池鄉 康世欣 康世欣 心栽 紅玉

72 南投縣魚池鄉 仁源茶園 王清良 有機紅玉紅茶

73 新北市坪林區 青心茗坊 謝金土 文山包種茶

74 南投縣名間鄉 松茗自然生態茶園 張木東 武夷蜜香紅茶

75 南投縣名間鄉 松本茶 林昆溥 清香生態烏龍茶

76 南投縣魚池鄉 樹德園 王翊年 台茶8號紅茶

77 南投縣名間鄉 鼎嘉有機茶園 陳睿潼 有機紅烏龍

78 南投縣魚池鄉 湧香製茶X鐵塔有機 陳春貴 台茶8號

79 南投縣鹿谷鄉 力文有機農場 陳淑鈴 有機冬片茶

80 新北市坪林區 三和有機/自然農法/野放茶 余三和 有機山茶紅茶

81 嘉義縣梅山鄉 兩儀有機農場 李宙橙 有機烏龍茶

82 宜蘭縣冬山鄉 正福茶園 游正福 台茶17號白鷺紅茶

83 南投縣仁愛鄉 以琳茶園 李燕鈴 蜜香紅茶

84 新北市坪林區 山外山有機生態茶園 林映宏 紫芽紅茶

85 花蓮縣瑞穗鄉 瑞穗有機生態農場 王蓬賢 東印紅茶

86 新北市石門區 箴品茶研 李宗烈 GABA元氣美人茶

87 南投縣名間鄉 寶樹自然生態茶園 謝賢鴻 黃茶

88 新北市坪林區 綠光農園 陳陸合 有機白茶

89 嘉義縣阿里山鄉 豆輝有機生態農場 杜玉倩 有機烏龍紅茶(夕陽如丹)

90 南投縣名間鄉 村野自然生態茶園 蕭素月 有機蜜香烏龍茶



91 南投縣名間鄉 生生茶業有限公司 陳冠英 有機紅水烏龍

92 南投縣名間鄉 大地義工有機茶園 張明華 精品有機綠茶

93 南投縣名間鄉 慈耕自然生態農場 楊文正 1992

94 新北市坪林區 良昇生態茶作 白國良 有機包種茶

95 南投縣名間鄉 源記新茶業有限公司 謝瑞隆 紅玉GABA紅茶

96 花蓮縣瑞穗鄉 舞間茶心 葉慧雯 有機烏龍茶

97 南投縣魚池鄉 日月作物 黃雅惠 老欉紅玉紅茶

98 嘉義縣梅山鄉 一品茶葉 邱宏仁 有機紅茶

99 南投縣魚池鄉 騰霖有機紅茶 葉尚軒 紅玉白茶

100 南投縣竹山鎮 歡喜地生態有機茶園 黃文涼 歡喜地有機烏龍茶

101 宜蘭縣礁溪鄉 五峰茗茶 賴審 五峰茗茶

102 南投縣鹿谷鄉 臺大實驗林鳳凰茶園 蔡明哲 臺大烏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