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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穎茶涼—調查分析氣泡茶飲的市場接受度

壹、前言
自古茶經記載茶葉應讓身體可以活血化瘀，暖身暖胃的好飲品。東方人農閒聊天時多以
熱水泡茶增進感情，所以自古泡茶多存在中、高退休年齡層，因為泡茶很耗時間，年輕一代
族講求效率，多避而遠之；茶葉種在台灣山坡地，是自古重要農作物，採茶更是與客家文化
緊密結合。根據實地訪談，木柵鐵觀音為台灣十大茶品之一，最好的秋茶，同時也是次好的
春茶，更有「七泡有餘香」(一泡茶大約為四旬)美稱。(詳見附件一)
自從台灣加入 WTO 後，茶業面臨了大陸越南劣質茶葉傾銷台灣，導致惡性削價競爭，台
灣高價優質茶葉無法生存。目前市面手搖茶市場充斥以便宜混合越南大陸茶，不僅讓原本健
康養身的茶，現在變質喝到摻雜農藥茶葉，變成了易致癌的物質，成為傷害健康的元兇(如附
件二)為了能夠延續茶業文化，本研究希望從調製氣泡茶飲，讓年輕消費族群喜歡新口味，透
過研究了解茶葉文化發揚至年輕族群，以創新方式詮釋傳統茶道，讓大眾更能接受真正茶的
風味卻不需熱泡或者繁瑣泡茶程序。
一、研究動機
研究組員從學校各班每年園遊會所賣項目發現，利潤最高往往是成本低、調製方便的手
搖杯，引發本組研究動機；根據商業週刊顯示，市面上碳酸氣泡飲品受年輕族群青睞，若能
融合碳酸氣泡與台灣特種茶--鐵觀音及包種茶應是熱門商品，所以本研究小組想藉由調製上述
兩種茶品原料，加入碳酸氣泡，注入瓶裝來吸引年輕族群接觸消費茶文化，讓傳統味道得以
延續，並全新風味呈現，為茶葉帶來更多風味與商機；本研究將以推出大眾口味的氣泡茶飲，
改變茶葉行銷方式為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先蒐集資料後，實地訪談上游茶商，再以所學策略分析氣泡茶飲的行銷策略
 本研究組員將作 Pilot Study，調製木柵鐵觀音及文山包種茶兩種氣泡茶飲，迎合年輕
族群。
 以試飲品讓消費者試飲，調查分析氣泡茶飲的一般市場接受度。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小組嘗試調製出不同茶葉飲料配方，最後本研究發現將氣泡與台灣特有的木
柵鐵觀音及文山包種茶混氣泡的茶飲，味道相當的融合且毫無違和感。因為觀音茶的濃厚回
韻的味道如同沙場一般的波濤洶湧，搭配上了氣泡的，曇花一現，相互配合，形成一種特別
韻味。另外，文山包種茶也是台灣十大茶品之一，也是春茶中的不二首選，包種茶與觀音茶
的差別在於包種茶就像飛舞空中的精靈，加入了氣泡的包種茶每次喝下口後都有如蜻蜓點水
一般又像在舌尖上開了燦爛如朝陽的花，若即若離，但卻又讓人回味無窮，春意似放。(如附
件一)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過程中，利用了資料蒐集法、實驗法、商業策略分析與市場調查；先上網搜尋
相關資料以及查詢相關書籍來方法與目的；利用實驗法調製氣泡茶飲，藉由組員試喝、觀察
去改變其成分比例、甜度與口感，探討何種茶葉適合與氣泡混和搭配出味道香醇的氣泡茶飲，
以決定迎合大眾口味；利用實地訪談拜訪木柵地區的農會、茶行及茶農，取得珍貴一手資料，
市場調查則是就是讓受訪者品嘗試用產品後，填寫市場調查分析，接著回收及統整樣本反應
與資料，作出結論，最後再統整出所有資料做出完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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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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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人力，僅能兩種茶飲試驗，無法擴及全部；另外市場調查樣本僅限
木柵、景美等文山區，作簡單小規模市場接受度調查。
貳、正文
一、研發嘗試氣泡茶飲
本研究動員許多好友同學，一組人進行實驗嘗試調製氣泡茶飲；為了研發氣泡茶飲，利
用人脈向廠商租借二氧化碳加壓機，以調製飲料，提供組員實驗測試口味作 Pilot Study，最後
三次實驗後，作出計較符合大眾口味氣泡茶飲(詳如附件一)。等確定口味後，使用了約 30 顆
二氧化碳加壓，製作出 130 瓶左右試飲產品。
二、商業分析與擬訂行銷策略
本研究動員許多好友同學，一組人員進行資料蒐集，對氣泡茶飲作商業策略加以分析探
討，決定其未來行銷策略；本研究想透過調製氣泡茶飲產品，針對氣泡茶飲，利用所學商業
經營理念作商業分析與行銷策略探討如下:
(一)SWOT 分析
SWOT 分析
 此產品為台灣原產地製造，養殖、加工、包裝，並可以讓消費者參觀養殖場等
等過程，以及申請國家品質認證標章，讓消費者更加安心的飲用產品。
S 優勢
 產品為台灣首創先例，結合舊有茶品，使消費者有固有印象能讓消費者嘗試品
嘗，能讓消費者嘗到不同之處，讓消費者眼睛為之一亮。
 目前前端供應商並不穩固(供貨商因為客源尚未穩固，而不願意先獲後付)。
W 劣勢
 創業團隊經驗較少，無法立即了解消費者需求。
 毒茶事件使消費者對於商品的信心減少，讓消費者重視產品的出處、來源，可
以藉由此機會推廣來源安全的茶飲。
O 機會
 現代年輕人喜歡便利性高的手搖茶飲商品，可以讓消費者高便利的使用此產
品。
 台灣手搖茶飲店面四處林立，若無特色，難以競爭。
T 威脅
 氣泡融合茶飲為賣點，競爭對手容易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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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SWOT 分析(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在分析中可以看出本產品主要的優勢在於台灣製造，及產品據新穎特色，在市面上沒有
此款茶品，而劣勢是因為目前並沒有穩固客源而使現在前端供貨源沒有極大的投資興趣，還
有的是本研究雖指出此產品具有商機，但因推出此項產品時經驗較為不佳，並沒有辦法即時
了解消費者需求。
而在機會上因為台灣毒茶食安事件使得人心慌慌，這是本產品的外部機會，本研究會以
安全食品為主打來銷售產品，現代的便利性極為重要，本研究的產品以便利的健康，將會使
有便利需求及食品安全疑慮的消費者願意購買此產品。在外部威脅上面，因產品具新穎特色，
在推出後容易被模仿，而且飲品類競爭激烈，本研究如要推出此產品將極為困難。

如何善用優勢
如何停止劣勢

如何創造機會

如何減少威脅

SWOT 分析之後
規劃觀光工廠，讓消費者能夠更加清楚瞭解到茶的製造過程，喝得更安心。
使用舊有茶葉印象吸引消費者，讓消費者先購買商品，在品嘗時讓消費者
感覺獨特。
開發多堅上游廠商，讓消費者能夠更平順的品嘗茶飲。
尋求前輩指點，增加人脈，讓推行時更加多樣管道。
藉由毒茶事件，以安全無毒，有機健康為主軸推廣茶品的好處，使消費者
增加對產品的信心。
初期能以開幕促銷的分享方式以削價競爭法來提高消費者的購買率，以一
傳十時傳百的方式做促銷。
能推出節日活動，讓消費者能自己泡出數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茶，後期以開
發觀光工廠為軸心，讓消費者看見製作過程以增加信心。
精益求精，將商品多樣化，以不同的方式品嘗，俗話說的好:「雞蛋不要
放在同一個籃子」，讓商品有其他的樣貌，增加商機。
表 1-2 SWOT 分析之後(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在分析中可看出本研究將以觀光工廠的方式增加產品獨特的競爭力，使消費者能夠親眼
見證本產品的製作方法，使消費者能夠更加支持本產品，而本研究將會以向上推廣的方式先
抓住上由廠商的信心，還有的是本研究會尋求在飲品上面的前輩的幫助，使本產品能夠更加
進步。
經由毒茶事件後消費者會極為注重食安問題，藉由此機會增加消費者對此產品的關注度，
及產品偏好，新品上市初期推廣極為重要，本研究將會用各項行銷方式來推廣產品後增加喜
好顧客群，穩定銷量等等的，在穩定產品後我們將會增加他種口味或是他種款式的飲品，以
具備競爭力。
SWOT 交叉分析
S 優勢
W 劣勢
(內部優勢，外部機會)

外
部
分
析

o
機
會

使用台灣在地原料，解決了
消費者擔心的食安問題，藉
此讓消費者有意願購買本研
究的產品，因此增加知名
度，運用各種銷售方法讓客
源穩固。

(內部劣勢，外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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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供應商不穩固，讓貨源不夠穩定，因
為供貨商認為客源還不夠多，無法信任，
藉由消費者擔心的食安問題，推出品質優
良的飲品，讓消費者願意購買此項產品，
以穩固客源，供應商就會願意固定供貨了。
創業團隊經驗不足: 挖角或尋求前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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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威
脅


產品獨特性: 消費者對於茶
的音像停留在舊有的手泡
茶，這讓本研究的產品具有
優勢，能讓消費者為之一
亮，不再將印象停留在舊有
的茶品。
(內部優勢，外部威脅)
在市場上若提出新產品，容
易被爭相模仿，利用優勢讓
消費者增加好感，不主推產
品本身而推食品安全、身心
健康印象，讓消費者對於產
品專注於好喝健康。
增加知名度後將不只專於此
項產品，精益求精設計出其
他產品
開設觀光工廠，讓消費者親
眼見到自己所飲用的產品製
造過程，確保健康美味安全
無毒。

點，以讓品嘗過本研究產品的消費者提供
意見，加速產品進步成長。

(內部劣勢，外部威脅)




尚未有穩定供貨源，也沒有完善的實體銷
售通路時，如何穩固消費者的心，讓消費
者很想購買產品，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後?讓供貨商有一定的供貨量，以此為出發
點慢慢增加銷售通路。
尋求有經驗者協助，藉此增加產品的種
類，樣試等等讓消費者能有多種選擇，能
夠購買。

表 1-3 SWOT 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 自行整理)

在交叉分析中的（內部優勢，外部機會）中本研究將會以特殊性為銷售主力、食安為行
銷重點，藉由此機會增加客源並穩固消費族群，(內部劣勢，外部機會)內部的供貨源不穩我們
將用外部機會來說服前端供應商，使供應商願意投資此商品，(內部優勢，外部威脅)本研究利
用此產品的新穎性來推廣行銷，利用健康飲品來穩固客源。(內部劣勢，外部威脅)本研究會找
尋專業者的從旁協助，慢慢的來擴張行銷。
(二)五層次分析
核心產品
基本產品
期望產品
附加產品
潛在產品

產品五層次
能夠在口乾舌燥時，時能雨般的解暑消熱，又不甜膩飲品。
消費者購買飲品是為了能在想喝些特別的味道，滿足慾望。
本研究期望消費者期望嘗到全新口味飲料，特別口感讓消費者感到驚喜驚奇。
定期的促銷活動，附贈隨身包讓消費者試嘗發泡式茶葉的便利性及美味，藉此機會傳承台灣
茶文化。
未來舉辦各項活動讓消費者更多放鬆休閒的機會，也讓大眾了解此樣產品。

表 2-1 產品五層次

(資料來源: 自行整理).

本產品的核心為解渴消暑的聖品，基本為滿足品嚐的慾望，期望品嚐到新穎的飲品，也
會不定期附加茶包或者舉辦特殊活動，期望未來能發展觀光工廠。
(三)五力分析
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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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競爭者→
各式手搖茶飲店面

現今著名的連鎖手搖茶飲店有五十嵐、茶湯會、茶的魔手、清心福全等多家飲料店，為了
標榜特色，推出全新的『凍手泡茶』等活動，讓本研究與消費者間有更多的互動。

潛在競爭者→
各式瓶裝飲料
替代品威脅→
他家飲料店模仿
消費者議價→
消費者議價能力低
供應商議價→
原料的商價能力高

未來推出瓶裝氣泡茶飲，讓消費者更加便利購買產品，同時意味將會與現在便利超商瓶裝
飲料互相競爭，為了使產品更具有競爭力，將會定期推出新產品或包裝。
現在市面上已經有許多的汽泡飲料，以獨套口味建立品牌忠誠度及增加顧客的信賴度。
消費者可能會要求有優惠或是特價，所以若是消費者採取團購或是大量訂購的方式，可以
讓消費者有特殊的優惠若需求量沒有那麼多的顧客本研究也將會推出特別的優惠。
原物料品質要求甚高，也購買大量的原物料，所以中間的價格也會比較高成本相對的也會
提升，要求供應商提供原物料折扣以壓低原料成本

表 2-2 五力分析

(資料來源: 自行整理)

現有的競爭者極多，不單有一般茶飲店還有包括瓶裝茶飲，在現況下很多種類的瓶裝飲
品，這將會成為本產品最大的阻力，此產品具新穎性，這容易造成他家飲料店模仿，本研究
將會不定期推出他種口味，本產品的價格將會是固定的，除了不定期的活動促銷，或者
大量購買此產品，否則本產品將不會有議價空間，而原料的議價本研究向上游茶商大量購買
將會有議價空間。
(四) STP 分析

市場區隔
目標市場
市場區隔

STP 分析
1.台灣的高中大學生(不分男女) 2.年齡介於 15-25 3..注重飲食 4.具小額經濟能力
5.感到炎熱的人等為主要定位。
產品主要以年輕族群為銷售訴求對象，因為年輕人對於新產品接受度比年紀長者高，再加
上長輩已經習慣茶葉沖泡的口感，對於氣泡會有一定的排斥；希望能傳承茶的美好口感，
讓年輕人有更多機會了解茶。
1.台灣原產茶葉 2.養身氣泡茶飲 3.解暑消熱聖品 4.帶著台灣文化
5.傳承的茶歷史

表 2-3 STP 分析

(資料來源: 自行整理)

本專題主要將市場的定位訂在年輕族群及注重飲食建康的族群身上，本研究希望藉此項
產品來推廣茶文化。
三、擬訂行銷策略
(一)網路
在各大入口網站申請廣告版面及在年輕人常使用的社群軟體將內容投稿至網路新聞報社
利用分享的功能使民眾更加了解此項產品，如：蘋果動新聞、yahoo 或是 Etoday 新聞雲來作
為分享促銷的方式。也可讓產品自然的傳達到消費者的身邊。
(二)影片
拍攝微電影，透過 Youtube 及 Facebook，截圖分享畫面傳至臉書本粉絲專頁即優惠的方式
宣傳，使大眾更有機會了解此產品。請部分知名 youtuber 代言各式飲品以增加產品知名度讓
此產品能在年輕人當中颳起潮流。
(三)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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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推出買十送一，加一元多一件又或者第二件 7 折等活動，用
小問題籤答對了後面有折扣條碼，會依問題難度而改變折扣，這是能折
又能學得特殊折扣。
(四)、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動員許多好友同學，另一組人員則負責設計問卷，經指導老師修正後，接著走上
街頭發送試喝飲料，調製 70 瓶氣泡鐵觀音，60 瓶氣泡包種茶做試喝飲料。請年輕族群填寫市
場接受度問。本研究總共發了約 200 份問卷，發放地點以西門町、木柵動物園、台北東區、
台北車站、饒河夜市。經問卷資料彙整分析發現，本研究研發產品廣受好評。
男女比例

男,
4.2
女,
6.8

甜度喜好程度

整體喜歡程度

是否願意購買
不願
意,
1.4

不喜
歡,
0.8
還好,
2.7

喜歡,
5.2

願意購買的價位

還好,
2.7

願意,
4.8

一週購買次數

過淡,
1.4
30元,
3.2

過甜,
3.2

適中,
8.2

回甘程度
過淡,
1.4
過濃,
2.7

25元,
2.5

20元,
6.5

3次
以上,
3.2

1 次,
4.3
2次,
3.2

氣泡濃密程度
過疏,
2.8

適中,
7.8

適中,
3.7

過密,
6.2

在男女比例上，因為女性較願意嘗試新產品，所以女性比例較男性多而在甜度的部分
大概有 62%的人覺得口感剛好有 26%的人覺得口感甜膩有 12%的人覺得口感過淡不夠甜，整
體來說大多數的人還是覺得比較剛好的。
氣泡消去後會帶出茶葉的回甘鐵觀音的回甘濃度有 65%的人覺得濃度適中，有 23%的人
覺得過濃，則有 12%的人覺得口感過淡回甘，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人們覺得這個程度剛好。初
入口氣泡會在口中炸裂，大約有 49%的人覺得入口的氣泡過密，有 29%的人認為剛好不會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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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太疏，而有 22%的人覺得氣泡不夠濃密，太過稀疏。
在整體喜歡程度上有 60%的人喜歡這項產品，有 31%覺得這項產品不夠吸引他們，而有
9%的人討厭這項氣泡茶飲，在大多數試喝者中喜歡這項產品。如果將價位訂在 20 元會有近
53%的人願意購買，訂在 25 元的話將會 21%的民眾願意購買，定在 30 元的話會有 26%的人願
意購買。代表著價位訂在 20 元會有最多消費者。如果此產品上市是否願意購買，在我們發送
的 200 份問卷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願意購買這項產品，30%不會特別購買這項產品，有 16%
不會購買這項產品。從一半的試喝者中調查願意購買的次數有近 40%的人願意在一周內購買
一次這項產品，有 30%的人願意再一周內購買兩次，30%的人願意購買三次。
參、結論
本研究動員許多好友同學，一組人員進行資料蒐集，對氣泡茶飲作商業策略加以分析探
討，決定其未來行銷策略；一組人進行實驗嘗試調製氣泡茶飲；為了研發氣泡茶飲，向廠商
租借二氧化碳加壓機，以調製飲料，提供組員實驗測試口味作 Pilot Study。等確定口味後，使
用了約 30 顆二氧化碳加壓，製作出 130 瓶左右試飲氣泡茶品，接著走上街頭發送試喝飲料，
請年輕族群填寫市場接受度問。本研究總共發了約 200 份問卷，發放地點以西門町、木柵動
物園、台北東區、台北車站、饒河夜市。
經問卷資料彙整分析發現，氣泡消去後會帶出茶葉的回甘鐵觀音的回甘濃度有 65%的人
覺得濃度適中，有 23%的人覺得過濃，則有 12%的人覺得口感過淡回甘，大約有一半以上的
人們覺得這個程度剛好。初入口氣泡會在口中炸裂，大約有 49%的人覺得入口的氣泡過密，
有 29%的人認為剛好不會太密太疏，而有 22%的人覺得氣泡不夠濃密，太過稀疏。在整體喜
歡程度大部分喜歡本研究產品。如果將價位訂在 20 元會一半首訪者願意購買，代表著價位訂
在 20 元會有最多消費者。如果此產品上市是否願意購買，在我們發送的 200 份問卷中，有一
半以上的人願意購買這項產品。從一半的試喝者中調查願意購買的次數有近 40%的人願意在
一周內購買一次這項產品。以上為市場調查問卷結果。
肆、引註資料
1.
朱自振(2010)，《中國古代茶書集成》
2.
陸羽(2008)，《茶經》解析
3.
WillianUrx(威廉·烏克斯)(2015)《茶葉全書》
4.
維基百科(2017)，包種茶，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5%E7%A8%AE%E8%8C%B6
5.
維基百科(2017)，茶，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
6.
維基百科(2017)，鐵觀音，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81%E8%A7%82%E9%9F%B3
附件一、調製研發記錄
本研究進行調製過程主要有三次實驗(如下)；第一次實驗口味是極為不好的，主要是沒經
驗，也沒有將所有的原料準備很好、完全，所以接著進行第二次實驗
說明(如下圖)
配
方

在第一次實驗時使用了小蘇打粉、檸檬酸與木柵鐵觀音的搭配，

過
程

我們將木柵鐵觀音沖泡完成後，加入小蘇打粉，將小蘇打粉攪拌均勻後，加入檸檬酸，我們第一次使用一
般的馬克杯，將檸檬酸倒入後產生了超多氣泡，流到整個桌面上，將氣泡勺掉後裡面的茶只剩少許，少到
根本無法嘗試，後我們將一般用的馬克杯改為寶特瓶，我們依照前面的做法將木柵鐵觀音沖泡完成後將小
蘇打攪拌均勻，加入了較之前少的檸檬酸，加入檸檬酸後將寶特瓶密封後搖均勻。當打開罐子後，可能因
為小蘇打比例不對，產生太多氣泡，直接噴灑出來，拿著的同學差點鬆手，最後氣泡茶只剩半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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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喝
討
論
探
討
分
析

組員試喝後，每個人試喝後臉色都不佳，不但完全沒有茶味，茶葉濃度太高，完全無法下嚥。
A 同學：我喝完直接吐出來! 味道超難喝，味道很像海上撈出來卻放很久的死魚味，超鹹的也很臭，那個
味道超級噁心的，我絕對不要再喝一次，更別說拿去賣。
B 同學：應該是檸檬酸加太多，太酸好鹹，噁心!!那個綜合起來味道讓人真的很想吐。
C 同學：我嘴巴有一個奇怪的味道，覺得我在喝鹽巴水，好鹹、好想吐。
小蘇打比例不對，調製過程只是隨意的加量，並沒有遵行固定比例並做紀錄。以至於調配出來的味道極為
不佳。
使用容器不對: 馬克杯部密閉，導致氣泡時直接噴流出來，使用保特瓶雖然密閉，因為沒有抓準小蘇打雨
水比例而導致氣泡過多，在打開保特瓶時其實極其危險，氣體過多感覺瓶身快破碎。
攪拌方式不對，攪拌檸檬酸與小蘇打時的攪拌太隨興，並沒有一定方向，可能直接間接造成濃度不均勻。

第二次實驗上網找尋適合比例後，整理如下
配
方
過
程
試
喝
討
論
探
討
分
析

說明(如下圖)
網路上說要加糖漿會讓味道比較好，延續第一次實驗配方並加入糖將，將容器改為玻璃瓶，原料茶依然鎖
定鐵觀音
將鐵觀音沖泡後加入適當比例的檸檬酸、小蘇打，後使用攪拌匙攪拌均勻，將調配出的氣泡茶打開後，倒
入杯中，最後再加入糖漿。
調配出來的味道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好，因為檸檬酸的鹹味也還在，茶味也沒出來，第二次實驗加入的糖
漿並沒有使味道更加好反而還使茶中有鹹甜酸等味道將茶味完圈蓋過。
A 同學：雖然沒有第一次難喝，但是還是很難喝，不宜上市；味道仍舊噁心，酸、甜、苦、辣都有，乾脆
賣這種飲料叫「人生」好了啦。
B 同學：我覺得可能小蘇打粉跟檸檬酸比例不適合，或者不蓋放一起，換一個配方好不好。
C 同學：味道很奇怪誒--又鹹又甜味道，很噁心，比例都對，會不會是茶葉不搭味。
檸檬酸小蘇打的味道太重了，即使比例按照書上，也無法住鹹酸的味道，決定將不使用小蘇打與檸檬酸製
作氣泡。
茶葉的味道過淡，可能是沖泡的不夠久又或者茶葉不夠量，我們將會在下次詢問手搖茶商最適合茶葉濃度。
加入糖漿味道變得很奇怪，有可能是糖漿與茶葉不合適，下次嘗試使用方糖或其他糖漿

第三次的實驗完成完美口味比例
配方
過程
口味

討論
分析

說明(如下圖)
將鐵觀音泡好後倒入玻璃瓶內灌入氣泡後，加入方糖再使用氣泡加壓機。
本研究租借了氣泡加壓機，除鐵觀音外，本次新開發包種茶口味，依上述配方調製加入氣泡。
鐵觀音的味道濃厚，加入氣泡後將味道增加了層次感後，慢慢遞出了鐵觀音濃厚的味道。最後鐵觀音
的甘甜留齒存香
包種茶的味道清淡，再加入氣泡後氣泡消去帶出了包種茶的清甜，讓包種茶增加了特殊的口感，包種
茶不需要加入方糖就已經不錯喝了。
A 同學：歐歐歐這次終於好了，不錯喝內。
B 同學：這次加入氣泡讓茶變的很特別，真的不錯喝。
C 同學：冰的應該更好喝，我把它拿去冰。
第三次的實驗完成，算是調製過程口味最好的一次，推測主因是因為加入汽泡加壓機與冰鎮的關係

實驗產品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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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實驗二

實驗三

附件二、實查訪談茶商記錄

時間: 2017.03.01 13:00

地點: 木柵貓空茶工廠

訪談對象: 茶商陳先生

訪談人: 同學 a 同學 b 同學 c

簡要內容如下
(學生)請問貓空這帶茶葉種植狀況?
(陳先生)木柵鐵觀音為台灣十大茶品之一，最好的秋茶，同時也是次好的春茶，更有「七泡有餘香」(一泡茶大
約為四旬)美稱
(學生)請問一下，關於現今茶的銷量好嗎?
(陳先生)要看誒，目前茶外銷蠻好，內銷就不大好做；台灣人只有在過年過節會來買，我是賣給大陸人觀光啦，
大陸人來台灣很喜歡買茶，他們都買回去送親朋好友，那些大陸人覺得送台灣的茶很體面，很有錢。
(學生)那除了大陸觀光客，誰還會來買?
(陳先生)會阿會賣給韓國人，有些韓國人會來買，日本也會，但都很少，他們瞧不太台灣茶。
(陳先生)歐韓國人就愛國阿，而且韓國人不太愛喝茶，他們比較喜歡咖啡啦，阿日本人覺得台灣的茶品質不好瞧
不上。
(學生)台灣不是以茶著名嗎?為什麼還會品質不好?
(陳先生)齁黑巄喜(台語:那都是)假的啦，現在齁喝到的都不是純台灣茶拉都是別的地方來的，你以為台灣真的
產那麼多茶歐，假的假的啦，有至少四分之三是國外混和的啦真的台灣的都很少啦。有啥辦法，自從
台灣加入 WTO 後，茶業面臨了大陸越南劣質茶葉傾銷台灣，導致惡性削價競爭，台灣高價優質茶葉
無法生存。目前市面手搖茶市場充斥以便宜混合越南大陸茶，不僅讓原本健康養身的茶，現在變質喝
到摻雜農藥茶葉，變成了易致癌的物質，成為傷害健康的元兇。

附件三、夏飲茶涼 Bubble Tea 市場調查問原始問卷
您好，
我們是台北某私立高中學生，正在完成專題製作及參加全國小論文競賽，以下是我們調製試喝問卷，根據
口味請您根據試喝後口味，填寫市場調查問卷，您所提供資料，僅供本專題研究，不做其他用途，非常感謝您
提供寶貴的意見，謝謝。
研究團隊 2017.03.20

一、基本資料(問卷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1-1 您的性別 □男 □女
1-2 您的年齡 □15 歲以下 □15-18 歲 □18-25 歲 □25 歲以上
1-3 您的學歷 □國中以下□高中 □大專 □研究所
1-4 您的職業 □學生 □家管 □軍公教 □工商服務業 □無業
1-5 您每周購買手搖飲料大概次數 □3 次以下 □3-10 次 □10 次以上
二、產品口味
2-1 比較同款手搖茶飲，您認為是試喝產品的甜度 □過甜 □適中 □過淡
2-2 比較同款手搖茶飲，您認為是試喝產品的回甘程度 □過濃 □適中 □過淡
2-3 比較同款手搖茶飲，您認為是試喝產品的整體感覺 □喜歡 □還好 □不喜歡
2-4 比較同款手搖茶飲，您認為是試喝產品的氣泡濃密程度 □過密 □適中 □稀疏
三、市場接受度與價格
3-1 您認為是試喝產品能夠接受的價位 □20 元 □30 元 □25 元
3-1 比較其他同價位商品，對於本產品如果上市是否願意購買 □願意 □還好 □不願意
3-1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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