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杯天下名茶吧！

嘉茗茶園

說是天下名茶可不是吹噓的。嘉茗茶園是蜜香紅茶的創始店，而且還
以此獲得過國際級「第一屆天下名茶大賽」紅茶組的金牌獎，轟動一時。

小綠葉蟬大變身
說起香味飽滿甜柔的蜜香紅
茶，是許多人的最愛，而這種經小
綠葉蟬叮咬而產生香味的茶品，還
帶了許多獨特的色彩。
小綠葉蟬喜歡咬食茶葉，會使
得葉片捲縮變形，因此最早是被茶
農視為害蟲，一律以農藥來對付。
沒想到偶然機會中它大變身了，因
為農民無意中發現被小綠葉蟬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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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過的葉片，製作過後竟會出現一
種特殊的果蜜香味。
嘉茗茶園的老闆高肇眗，後來
以此研發出以小葉種的大葉烏龍
為原料、並以全發酵方式，製做出
全台第一支的蜜香紅茶，成為創始
店，而後瑞穗也被視為「蜜香紅茶
的故鄉」。

來杯天下名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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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態故事館裡有著小
綠葉蟬的詳細故事，以及其
他茶葉的小知識
圖 2: 嘉茗茶園將小綠葉蟬
暱稱為「高小蟬」

圖 3: 品特 色茶 一次可以喝
到 14 種左右不同種類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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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農藥是剋星
說到小綠葉蟬，若是放任它啃
食 茶 園，葉 片 會 萎 縮 捲 曲，甚 至
掉 落，因此 收 成只有一 般茶 園 的
1/3，而這也成了蜜香系列茶品的
珍貴之處。
不過非常令人好奇的是，小綠
葉蟬既然會使得茶葉捲曲萎凋，但
蜜香茶又非得要經過叮咬不可，要
如何從中取得平衡呢？「我們會看
茶菁的條件做分級，總共有12 級。」
嘉茗茶園的第二代高一婷笑說，
「咬
得越嚴重的，香味越濃，所以價格
也越高喔！」
小綠葉蟬其實也有著天敵，它
是「白斑蜡蛛」，但問題是台灣並
沒有這種昆蟲，因此在台灣，小綠
葉蟬變得沒有天敵，唯一的剋星是
農藥，只要有一點農藥就會消失不
見。

蜜香系列茶品在台灣廣受歡迎，
茶農為了留住小綠葉蟬，農藥也不
噴了，都是無毒栽種，嘉茗茶園同
時也是花蓮最早一批加入縣府「無
毒農業」團隊的，讓人喝得健康安
心。
說到這邊，大家一定好奇，創始
店嘉茗茶園的蜜香紅茶滋味如何
呢？「喝起來溫潤滑順，並且帶有
一股天然的果蜜香味。」高一婷如
此形容。
如果來到嘉茗茶園的話，附設的
「蜜香紅茶生態故事館」相當值得
去，裡面有著小綠葉蟬的詳細故事，
以及其他茶葉的小知識。順便再參
加一下嘉茗的「品特色茶 DIY」，一
次可以喝到 14 種左右不同種類的
茶，試過一次就知道自己到底喜歡
哪種風味的茶，同時也順道了解各
種茶葉的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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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品茶已是台灣文化一個重要的部份

圖 2: 高肇昀 ( 右 ) 與太太粘曉燕 ( 左 ) 合力開創出嘉茗茶園
圖 3: 品特色茶可做為了解茶的第一步

圖 4: 蜜香紅茶與柚香茶都是嘉茗茶園的主打商品

自己動手做
【品特色茶】

+DIY+
Tea Sampling

1

2

開始品嚐。建議從淡口味的茶
開始，慢慢喝到較濃口味的茶

Begin the tasting. Start from
the milder-flavored teas and
gradually work to the richer,
stronger-flavored 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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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講解各種不同的茶種、特色
Read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 of each tea.

3

喝過一輪之後，應該會產生不
少心得感想，老闆會一一為你
答覆
After finishing the tasting,
share your thought s and
questions with the owners.

為何茶葉產生香味
為什麼茶葉被小綠葉蟬叮咬之後會產生得特 殊的香氣
呢？真是令人好奇。
原來是茶葉被其叮咬之後，植物會自動開啟防禦反應，散
發出一種獨特的香氣，為的是吸引小綠葉蟬的天敵 -- 白斑蜡
蛛來幫忙吃掉作亂的小綠葉蟬，是為一物剋一物的概念。
而這種防禦機制被聰明的台灣人加以運用，製做出了散發
蜜香的茶品。只能說，願意不使用農藥的茶農，就能得到小綠
葉蟬的甜蜜回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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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程
如果待在瑞穗的時間為一天，
可參加嘉茗茶園的製茶體驗，
感受一下製茶過程；若是有兩
天時間的話，則建議前往參觀
牧場、北迴 歸 線、泡溫 泉，同
時也可品嘗茶 餐或是在地的
風味餐。

製茶體

驗

品嘗茶

餐

泡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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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電話：（03）887-1325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 65 號
臉書：搜尋「嘉茗茶園」

營業時間：8：00 ~ 21：00。
體驗：

品特色茶：5 人以上，每場 2000 元；15~30 人，每場 3000 元。須事先預約。
製 茶 體 驗：5~10 人，每 人 500 元；30 人 以 下，每 人 300 元。內 容 包 括
茶園解說、採茶、蜜香紅茶的揉茶 DIY、茶飲特調 DIY。需兩星期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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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blessed Tea
Jiaming Tea Garden

‘Blessed by heaven’ i s an apt
description of Jiaming’s specialty teas.
Not only did this farm produce the
world’s first honey-black tea, they won
the gold medal at the 1st World Tea
Awards in 2006.
Leafhoppers (aka tea jassids), just
one of a plethora of pests that threaten
crops and bring sleepless nights to
farmers, have a natural preference
for tender tea leaves. Pesticides are
traditionally used to control leafhopper
infestations because pest bites cause
leaves to shrivel and brown.
Wanting to ‘go organic’, Jiaming
Tea Garden worked with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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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ex tension ser v ice to
develop a more natural way to control
these pesky critters.
Long story short, each attempt
e n d e d i n f a i l u re , w i t h f i e l d s o f
leafhopper-ravaged tea leaves. But, in
processing these leaves to save what
they could of the season’s crop, Jiaming
found something unexpected. Tea
brewed from the damaged leaves had
a refreshingly complex and pleasantly
honeyed flavor. The once-frustrated
owners had uncovered an unexpected
gem -- a wholly new, 100% organic
category of tea: Honey Black.
The smooth sweetly satisf ying

t a s te o f h o n e y b l a c k te a i s t h e
plant’s natural, defensive reaction to
leafhopper nibbles. No nibbles, no
honey-black tea.
Jiaming remains first in the honeyblack category, distinguishing its honey
black teas into 12 grades. Visit Jiaming
Tea Garden’s homey visitors’ cent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oney-black tea
story and leafhoppers, and sample over
a dozen different grades and types of
tea.

+ DATA +
Tel: (03) 887-1325
Address: No. 65, Wuhe Village, Ruisu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Facebook: search for “JiaMingHoneyBlackTea”
Hours: 08:00~21:00 daily
DIY:
Tea Sampling – NT$2,000 for groups of 5~14; NT$3,000 for
groups of 15~30; Advance reservations required
Tea Production Tour – NT$500 per person (5~10 people);
Discount for larger groups; Includes tea farm tour, tea picking, honeyblack tea rolling, and tea beverage making DIY; Please reserve at least
2 week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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