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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山乌龙茶	

1.台湾高山乌龙茶品种概况 

1.1 品种简介	

台湾高山茶是指产于台湾，海拔 1000 米以上茶园的半球形包种茶，属于乌

龙茶1的一种，以南投鹿谷地区所产的冻顶乌龙茶起源 早。海拔高度决定了茶

的品级，海拔越高喉韵回甘口感愈佳。�

高山乌龙茶，干茶芳香扑鼻，冲泡后，果花香清扬芬芳，入口即能感觉到浓

郁细致的花清香，花果香气味，落喉甘滑，韵味饱满，色香味甘，回甘迅速有层

次，喉韵口感甚佳，回香饶舌不退。因其制作过程叶片边缘，与其他叶片碰撞，

而产生氧化作用，所以出现了茶叶心青，茶叶边缘红的特点，故又有“绿叶红镶

边”的美称。�

�
                                                              
1在台湾，乌龙茶专指用乌龙茶种、并以乌龙茶方式加工的茶种。如铁观音、包种茶之类的茶，在台湾不被

视为乌龙茶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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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品质特性	 	

台湾乌龙茶种，来自福建安溪，在南投鹿谷地区培育而成。制作乌龙茶必须

使用青心乌龙、大冇乌龙、大叶乌龙等品种，始被认同为正统乌龙茶。台湾也有

使用金萱、翠玉、四季春或其他品种，来制作乌龙茶，这些皆被视为新近研发的

茶类，有别于正统的乌龙茶。�

台湾乌龙茶大致指轻或中度发酵、轻焙火、揉捻成半球状的品种。台湾乌龙

茶与中国大陆青茶迥异之处，尚有一重点是中国大陆青茶在凋萎后还以摇青、作

青程序补充初步发酵，台湾则通常在萎凋后即进行炒青，炒青是一道兼具促进发

酵与停止发酵的细致手工，成败全凭炒茶师父的经验与天时地利人和。�

高山出产的茶叶天生便拥有下列两项优势。一是因为高山气候冷凉，早晚云

雾笼罩，平均日照短，导致茶树芽叶中所含「儿茶素类」等苦涩成分降低，进而

提高了「茶氨酸」及「可溶氮」等对甘味有贡献的成分。二是由于日夜温差大及

长年午后云雾遮蔽的缘故，使得茶树的生长趋于缓慢，让茶叶具有芽叶柔软，叶

肉厚实，果胶质含量高等的优点。�

1.3 产地分布	

台湾的高山茶园，多是从旧有的林班地、竹林地开垦而来，地力丰沛，含有

大量有机质，适合茶树发育。日照充足，降雨量平均的区域，为种茶植茶的 佳

地点。�

台湾高山茶产地分布极广，以嘉义县与南投县境内海拔 1,000～1,400 米的

新兴茶区为主。其中又以阿里山茶、杉林溪茶、梨山茶、玉山茶为代表。�

目前台湾高山乌龙茶三大产地分别为杉林溪、梨山、阿里山。阿里山茶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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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嘉义县，少部份位于云林，高度在 1,000～1,700 米之间；杉林溪茶区位于

南投县，高度在 1,000～1,700 米之间；梨山茶区位于台中市、南投县，高度在

1,600～2,500 米之间。�

除了三大产地外，台湾亦有几处高山乌龙茶产地。包括位于桃园的拉拉山，

高约 1600 米；南投的玉山茶区，海拔 高 1700 米；南投的合欢山茶区，海

拔 高 180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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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制作工艺	

 
 

台湾高山茶之所以口感甘醇，香气独特，喉韵特强是因为经过繁琐严谨的八

道制茶工法。如此才能展现出中国的质美。津津有味�

(1)摘采茶青:� 以双指尖的弹力,轻柔摘取鲜嫩长熟的一心二叶(或一心三叶)�

(2)日光萎凋:� 将在茶园接摘下的嫩叶放置窗户外,在太阳光下曝晒,让每一片叶

子都能照到阳光,不时翻动嫩叶,直到表面呈现软波浪状.�

(3)室内萎凋:� 走水,静置,搅拌.{静置}促进水分蒸散又称(走水),将茶叶摊成薄薄

的一片.� {搅拌}双手翻动茶叶,让叶子中的水分蒸散,再将茶叶放在双手手掌内,轻

微翻拌,使叶缘细胞碰撞摩擦,促进茶叶停止发酵.�

(4)急速杀青:� 以高温将茶叶炒熟或蒸熟,破坏叶中的活性酵素,让茶叶停止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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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去鲜叶中不必要的茶青味.�

(5)适度揉捻:用布将茶叶包成球状搓揉和滚动.让茶叶松，紧，密，实，且均匀。

茶叶揉压时,汁液会被挤出来附着在表面上,使冲泡时容易溶解.�

(6)均匀解块:� 将揉捻成一团的茶叶分开,呈现揉软富弹性亦不粘手的 佳状态.�

(7)重复揉捻:� 重复多次搓揉和滚动,使茶叶中的水分消散,外观呈现半球形.�

(8)反覆烘焙:� 利用高温将茶叶的水分完全蒸发,且完全停止发酵作用,一般依焙

程度可分为 1:轻火-生茶:约 2-3 分熟。� 2:中火-半熟:约 4-5 分熟。� 3:重火-熟茶

-约 6-7 分熟。� 茶叶的品质保持在理想程度,方便茶叶贮存,运送和销售.�

1.5 保健功效	

台湾高山茶是半发酵茶，它既有红茶甘甜香醇的特色，又有绿茶鲜美浓郁的

味道，它是属于性和不寒的茶叶。一年四季都适宜冲泡饮用，其具有非常好的养

生作用，分解脂肪，减肥健美之功用，更能提神益思，消除疲劳，利津利尿，解

热防暑，解毒防病，消食去腻，所以亦称美容茶、健美茶。它还突出表现在防癌

症，降血脂，抗衰老等功效。�



 

7 
 

2.台湾高山乌龙茶产业概况 

2.1 产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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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上、中、下游之关联性，若将本产业体系与产品制程结合，其上游主要

从事茶青采摘至粗制茶完成之经济活动；中游产业负责制成精制茶至分级包装，

下游产业则为产品销售通路；分述制茶业上、中、下游之主要活动内容及关联性

如下：�

A.上游－属半发酵茶之育种与制作技术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从茶树品种之培育、研究、种植至摘取茶青，均须仰赖人员之技术经验累积，

而粗制过程亦因产品发酵作用之时效性更须专业人员之经验，台湾制茶技术尤以

半发酵茶 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B.中游－中小型茶厂林立。�

泛指从事饮用茶叶之精制、加工及包装之厂商，其经济效益在使上游完成之

粗制茶具有市场性及保存性，以提高茶叶之附加价值，并兼具将市场信息传达予

上游厂商，从事品种开发或制程研发等改良，以生产符合市场需求之产品。�

C.下游－传统独资经营之茶庄、茶行林立。�

饮用茶叶于经过精制、加工、包装后即可由各通路销售予消费者或外销，台

湾制茶业之下游近年来面临大型量贩店、电视购物等新通路之竞争，故传统茶庄、

茶行之销售市场多有地域限制，难以符合经济效益，渐朝利基市场发展。�

2.2 生产概况	

台湾种植的茶树为常绿灌木，全年均可萌芽生长，其中春茶与冬茶的产值较

高。就区域而言，北部茶区老茶园较多，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中部茶区多属中、

高海拔新兴茶园，生产高级茶，售价与产量较高。�

根据台湾地区“农委会”指出，近年台湾积极辅导调整产业结构，透过相关



 

9 
 

计划辅导发展特色茶产制，并持续配合活化农地政策推动休耕地种植茶、辅导设

立「农商合作集团生产区」，积极拓展内外销市场及发展各地区之特色茶品。�

 

�

近 10 年，台湾茶叶生产在不断萎缩。台湾茶叶的种植面积从 2003 年的

19310 公顷，逐年递减，减少到 2012 年的 13486 公顷，减少了 30.6%；茶叶

产量从 2003 年的 20675 吨，减少到 2012 年的 14902 吨，减少了 27.92%。�

尽管台湾茶叶的生产量在萎缩，但其生产精心程度依然保持惯有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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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茶园管理方面，台茶农非常注重水分管理，茶园普遍安装喷灌设施，

基本施用有机肥，农药的使用受政府严格管理和辅导。其次，在茶厂设施方面，

其机械化、电子化程度较高，特别是日光萎凋和室内萎凋的设施科学先进，能有

效控制批量茶青的失水率。高山茶的茶青采摘标准严格，毛茶制优率高且稳定。

后，当地茶产业分工很有特色。台湾有专业采茶队伍与制茶团队，由高海拔茶

园向低海拔茶园一路向下继续。台茶农在自家茶厂完成自己的生产后，会将厂房

出租给制茶团队，由团队承接代加工茶叶业务。这样的合作方式，提高了茶叶优

化率，充分合理地配制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使经济效益 大化。�

未来产业发展将以生产优质、安全的高级茶产品并与进口茶作区隔，积极拓

展内外销市场，并发展地区特色茶，加强国际竞争力。据台湾地区“农粮署”预

估，2016 年目标总产量约为 14,400 吨，较 2015 年产量 14,280 吨略增 0.84%。�

2.3 进出口概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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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方面，由于台湾地区罐装茶与泡沫红茶兴起，新的消费方式非台湾茶叶

可以满足，另，普洱茶风行带动的收藏与投资风潮，致茶叶进口价量齐扬。�

出口方面，前因后 ECFA 时期关税的优势，总出口的价量于 2015 年有明显

成长。�

2.4 消费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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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乌龙茶产业特性，属于内销导向型产业。近年来，台湾工商业发展，工

资、土地、原物料价格节节高涨，茶叶生产的成本增加，茶叶发展朝精致农业方

向深化，复以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饮茶风气日益盛行，根据各项统计数据

显示，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变，在台湾每人每年平均饮茶量，由 1982 年的 0.77

公斤激增到 2015 年的 1.69 公斤，使得内销市场所需的包种茶与乌龙茶等部分

发酵茶增长迅速。展望未来，台湾茶叶内需市场仍被看好。�

3.台湾高山乌龙茶价格影响因素 

3.1 供求关系	

供需因素是影响高山乌龙茶价格走势的 基本因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

过于求价格下跌。从产量上来看，由于产地地域局限，生产成本不断增加，高山

乌龙茶产量却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然而由于当地居民茶消费量增加，以及非本

地区的需求量增加，高山乌龙茶需求量近年来快速增长，本地产量甚至已无法满

足当地需求。高山乌龙茶的品质不可替代性以及供不应求的状况，造成了其价格

高居不下并稳步增长的态势。�

3.2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高山乌龙茶的成本一般涵盖种植成

本、加工成本、劳动力成本、租金、管理成本等方面。�

种植成本包括承包山头的费用、开荒费、茶苗费、农药化肥费、各种农业设

备及其他费用等。加工成本包括青叶运输费、加工过程中的水电费、人工费、加

工机器折旧费、以及包装等费用。劳动力成本主要包括种植、施肥打药、除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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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茶叶的人工费用。�

高山茶区气候与海拔因素，导致采摘运输困难，加工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相对

较高。高山茶青必须现地现做，而午后经常性的起雾环境，时常影响后制茶叶的

成功率。所以顶级的好茶，只能看老天的脸色。加之近年来，台湾工商业发展，

工资、土地、原物料价格节节高涨，茶叶生产的成本明显增加。� �

3.3 产区海拔因素	

“高山云雾出好茶”。高山乌龙茶区海拔高度的差异，直接影响茶树生长环境，

进而对品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高山茶区温差大、湿度大，日照短，漫反射强，

在品质上直接表现为叶片饱满，滋味苦涩因子降低、甘味因子增加、芳香因子增

加，品质上升。因产地不同,冲泡后又各具独特的清香、茶香、果香、焦糖香等

味道。�

在三大高山乌龙茶产区中，以梨山茶海拔 高，价格也 贵。在台湾，2000

米的梨山高山乌龙茶，批发售价约为 500-750 元每斤；2200 米以上，约从 800

元每斤起跳。冬茶因为比较少，售价又会更贵一些。杉林溪及阿里山茶区，因高

度不如梨山，售价相对低些。1500 米以上的杉林溪及阿里山茶，批发价约在 450

元左右。不过由于产区游客多，近年来售价也有提高。�

3.4 季节因素	

台湾高山乌龙为一年四季可采品种，春茶采期从 3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夏

茶 5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秋茶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冬茶则在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冬茶量 少价 高，春茶其次夏秋茶量较多，价格相对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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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政策因素	

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规定，台湾和大陆的茶叶贸

易进入了早收清单目录，对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实施优惠政策。然而此协议后续进

程为停摆状态，对于台湾高山乌龙茶的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3.6 其他因素	

此外，台湾高山乌龙茶品牌附加值、宏观经济因素、物流因素、替代品竞争

因素等都会影响其价格波动。�

4.台湾高山乌龙茶品质监控 

4.1 生产优质安全茶产品	

台湾地区“农委会”为落实“健康、效率、永续经营”之安全农业政策的施

政理念，并因应市场开放及廉价进口茶之冲击，对于台茶产业之辅导着重卫生安

全管控及强化外销。此外，“农委会”提出“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提供前瞻

的农业愿景，创造新的生活价值，倡导 LOHAS“乐活”，重视消费健康及环境保

育，台湾茶产业辅导策略。�

辅导建立优质茶专区，引导产、制、销合作经营，创造品牌特色，建构具内

外销竞争力之产销体系与营运团队。推动茶叶厂农合作体制与产地标示，加强用

药安全教育及茶叶农药残留检测，2010 年提高抽检数量为 3,000 件，以生产符

合安全卫生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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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茶品标章与标示辅导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区隔进口伪劣茶品，加强辅导茶叶生产单位申请产销履

历验证，截至 2010 年 8 月底累计明 156 个生产单位 1,004 公顷通过产销履历

验证，产品贴有产销履历标章以利追溯。另辅导主要茶区法人、团体或政府机关

向经济智慧财产局申请茶叶产地证明标章，目前嘉义县政府、鹿谷乡公所、台北

县市政府、竹山镇公所及瑞穗乡农会已分别取得“阿里山高山茶”、“鹿谷冻顶乌

龙茶”、“文山包种茶”、“杉林溪茶”及“瑞穗天鹤茶”产地证明标章注册，其中

“阿里山高山茶”、“鹿谷冻顶乌龙茶”及“杉林溪茶”产地证明标章截至月已核

发使用 29 万余枚，对于保障本地茶信誉及质量具有相当帮助。�

此外，亦配合《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等相关规范，推展有机茶，加强

有机认验证管理，辅导农友提升有机生产技术、建置有机生产专区，扩大有机农

业生产、拓展营销通路、推动 CAS 有机农产品标章等措施，加速岛内有机茶业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