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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各種茶類之製造方法
(Manufacture method of  various teas in Taiwan)

台灣本國所生產製造之茶葉，其茶樹來源最初係 200 多年前

(1796~1820) 開始自中國引進茶樹種苗，而最初之製茶技術亦由中國福建

製茶技師傳授，之後 200 多年來在台灣逐漸發展出具有本國特色之各式台

灣茶類 (Taiwanese teas)。台灣茶類之製造，依照發酵 (fermentation) 程度可

分為不發酵茶 (non-fermented tea)，如綠茶 (Green tea)；部分發酵茶 (partially 

fermented tea)，如輕度發酵之包種茶 (Pouchong tea)、中度發酵之烏龍茶

(Oolong tea)、及較重度發酵之鐵觀音茶 (Tieguanyin tea)；以及完全發酵茶

(fully fermented tea; completely fermented tea)，如紅茶 (Black tea)。至於後發酵

茶 (post-fermented tea)，如普洱茶 (Puer tea，即黑茶 ) 則為中國製法，非台

灣本國之代表性茶類，因此本章依照發酵程度不同之順序，分別介紹台灣

現行各種茶類之基本製法。

台灣國內目前種植供為製茶之主要茶樹品種 (tea varieties) 依序為：青

心烏龍、青心大冇、台茶 12 號 ( 金萱 )，其餘少量種植之品種包括：武

夷、青心柑仔、硬枝紅心、鐵觀音、佛手、水仙、大葉烏龍等。其中青

心烏龍、台茶 12 號 ( 金萱 )、台茶 13 號 ( 翠玉 )、台茶 19 號 ( 碧玉 )、

台茶 20 號 ( 迎春 )、及四季春等主要用於製造包種茶與烏龍茶，而台茶 8

號、台茶 18 號 ( 紅玉 )、台茶 21 號 ( 紅韻 )、台茶 22 號 ( 沁玉 )、與台灣

山茶主要用於製作紅茶，均屬種植面積較大的品種。一般而言，大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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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茶學：台灣茶類之製造生產

茶樹之葉片含有之多酚類 (polyphenols) 化合物、與其中之兒茶素類化合物

(catechins) 較多，較適合製作紅茶；小葉種茶樹因葉片所含之多酚類化合

物與其中之兒茶素較少，較適合製作綠茶、包種茶與烏龍茶。通常製作紅

茶之茶菁原料葉片顏色不宜深綠。若以小葉種製作紅茶，雖然增加香氣，

但滋味較淡。

一、發酵的定義
(Definition of  tea fermentation)

製茶學所稱的「發酵 (fermentation)」，與一般食品科學的發酵 ( 如釀

造酒、豆腐乳、或醬油等 ) 不同，其中並無微生物參與作用，而只是茶菁

葉肉細胞內之酵素氧化作用。茶葉製程中所謂「發酵」係指茶菁在採收

後，在日光萎凋 (outdoor wither; sun wither) 與室內萎凋 (indoor wither) 過程

中，茶葉內部水分逐漸減少，內容物〔酵素反應基質 (substrate)〕濃度逐

漸增加時，因細胞膜通透性降低、氧化酵素與反應基質作用、以及氧氣進

入葉片細胞內而引發之「酵素性氧化作用 (enzymatic oxidation)」，此過程

主要由氧化酵素蛋白 (oxidative enzyme protein) 進行催化反應。

一旦茶菁經過殺菁〔fixation；包括炒菁 (stir fixation)、或蒸菁 (steaming 

fixation)〕過程，則酵素蛋白受到破壞，失去酵素活性後，茶葉則進行「非

酵素性氧化作用 (non-enzymatic oxidation)」，僅能進行單純之化學氧化反

應，又稱為後氧化反應。上述兩階段之氧化反應使茶葉衍生出不同的茶

類。

從生理生化層次而言，究竟茶葉製程中的「發酵反應 (fermentation 

reaction)」，所指為何？其實在茶葉製程中最初使用此名詞並不正確，但

錯誤沿用逐漸成為習慣用法。曾經也有研究者認為是一種腐敗 (putre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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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所致，但發現茶葉「紅變」* 需要氧氣參與反應。於 1900~1930 期

間，當時認為茶葉發酵係微生物活動所致，但基於三項理由，包括：

⑴ 茶葉發酵之化學反應相當快速，但微生物活動緩慢。

⑵ 茶葉發酵時未見微生物快速增殖。

⑶ 用氯仿殺菌過的茶菁，仍會進行發酵作用，推測應該不是由微生物

控制發酵過程。

直到 1940 年代由 Sreerangacha (1941, 1943) 分離出「茶多元酚氧化酵素

(polyphenol oxidase)」，並證實茶葉發酵是由這種酵素催化而形成。

自 1940 年代以後有關茶葉發酵機制的研究，Roberts (1952) 確認茶葉

發酵最主要的反應是兒茶素類化合物 (catechins) 的酵素性氧化作用，其利

用色層分析技術鑑定分離出「發酵反應產物」－茶黃質 (theaflavins) 與茶

紅質 (thearubigins) 並加以命名。1964 年日本 Takino & Imagawa 確立不同的

兒茶素 ( 酯型與非酯型 ) 如何形成茶黃質的化學反應。

基於上述研究，狹義的「茶葉發酵 (tea fermentation)」定義係指兒茶素

的氧化作用，以多元酚氧化酵素為催化劑，氧化後形成二聚體 (dimer) 茶

黃質系列成分，可再進一步則形成茶紅質混合物。而廣義的「茶葉發酵」

定義，則泛指在進行主要反應，即兒茶素氧化 ( 形成茶湯水色與滋味 ) 之

後，會帶動不飽和脂肪酸、類胡蘿蔔素、與胺基酸的氧化裂解反應，形成

香氣及許多其他已知和未知化學反應。

茶葉的發酵過程即為茶葉的氧化作用，茶葉中主要的多酚類化合

物 (polyphenols) 之一，即兒茶素類化合物 (catechins)，經過多元酚氧化

(polyphenol oxidase) 的催化後發生氧化，形成氧化形式的多酚類聚合物茶

黃質，以及茶紅質 ( 圖 2.1)；氧化的程度越高，多酚類聚合物的形成與種

* 「紅變」係指因過度氧化，造成茶葉外觀呈紅褐色。

製茶學清樣0903.indd   7 2018/9/3   下午 05:15:06



8 製茶學：台灣茶類之製造生產

類就越多。兒茶素類為無色的化合物，結合成二聚體形式的茶黃質呈現橙黃

色，茶紅質溶於水則呈現紅褐色，因此製程中氧化作用越劇烈的茶類，如紅

茶或重度發酵的烏龍茶，其茶湯水色就越趨近橙紅色。至於普洱茶茶湯所呈

現的黑褐色，則是來自微生物參與的後發酵過程，非屬於酵素性氧化作用。

有關茶葉發酵程度之說法，基本上僅能作為參考，例如文山包種茶

發酵程度 10~20%、白毫烏龍茶 ( 膨風茶、或稱東方美人茶 ) 發酵程度

50~60%、鐵觀音茶、凍頂茶之發酵程度 15~30%、白茶之發酵程度低於

圖 2.1  兒茶素經由多元酚氧化酶催化後形成茶黃質與茶紅質。此酵素蛋白原本

在細胞內間隔化存在於液胞中，之後因萎凋、攪拌過程中細胞胞器破損

而釋出，開始進行氧化反應，其產物茶紅質賦予紅茶特殊顏色與味道

資料來源：The Tea Horse Caravan, http://www.theteahorsecaravan. com/2013/05/chemical-constituents-  
　　　　　of-camellia.html; Hilal 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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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均只能憑發酵過程中之茶葉外觀顏色、香氣之變化予以粗估其發酵

程度，並無法實際測得明確數據。研究者也有以「兒茶素減少百分率」作

為發酵程度之指標，但實際上茶葉「發酵反應」所涉及之層面很廣，包括

香氣、滋味、與水色，所牽涉之生化代謝也不僅限於兒茶素而已。若以

「發酵產物」茶黃質、與茶紅質之產生量來定義「發酵程度」同樣也不適

當。此外，紅茶屬於完全發酵茶，但以發酵程度而言，其並未達百分之百

發酵。經發酵後兒茶素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茶葉中，並未完全消失。

兒茶素減少百分率＝
鮮葉中兒茶素總量 – 成茶中兒茶素總量
　　　　  鮮葉中兒茶素總量

×100%

資料來源：御寶園有機茶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upoyuan/ cha-ye-zhi-shi/cha-ye-fa-jiao

二、不發酵茶
(Non-fermented tea)

不發酵茶係指製茶過程中，新鮮茶菁採摘後，於短時間內即進行高溫

殺菁，使其氧化酵素蛋白變性 (denaturation)、失去酵素活性，之後再經揉

捻整形後乾燥，即可完成製茶程序。例如常見之綠茶 (green tea) 即屬於不

發酵茶。在台灣國內製作綠茶之主要茶樹品種為青心柑仔 ( 圖 2.2)，此品

種主要產地在新北市三峽區，適製綠茶，如碧螺春與龍井茶。

圖 2.2  茶樹品種青心柑仔幼芽嫩葉呈濃綠色，萌芽數較少、葉片內折度大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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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酵茶之製程

1.殺菁

綠茶殺菁 (fixation) 之方式包括炒菁 (stir fixation)、蒸菁 (steaming fixation)、

與烘菁 (hot air fixation)，分別採用炒菁機 ( 鍋炒 ) ( 圖 2.3)、蒸氣、以及熱

圖 2.3  炒菁機之能源為

瓦斯 ( 上左 )，通

常茶工廠多外接

天然瓦斯。瓦斯

管路分為基本流

量與加溫流量 ( 上

右 )，利用控溫開

關 ( 中 1 左 ) 調節

加溫用瓦斯之流

量。瓦斯管路再

連接至燃燒爐頭，

由旋轉開關控制

瓦斯進入引火用

燃燒管或是整排

燃燒管 ( 中 1 右，

中 2)。 炒 菁 鍋 錶

溫 ( 下圖右側 ) 可

顯現溫度。炒菁

機內鍋之旋轉速

度、 排 風 扇、 進

風扇、及電源則

由控制面板 ( 下圖

左側 ) 操作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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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酵

全發酵茶製作並未進行殺菁步驟，故其發酵反應係由氧化酵素蛋白調

控，此部分為決定全發酵茶品質之重要關鍵。茶葉經由揉捻破壞細胞膜系

後，原本存在於液胞 (vacuole) 之多元酚 (polyphenols) 流出，經與多元酚氧

化 (polyphenol oxidase) 反應 ( 圖 2.1)，而完成氧化反應 ( 意即慣稱之「發

酵」，實際上不宜以此名詞描述 )。

通常全發酵茶進行發酵所需之溫度為 26~32℃，此溫度範圍內反應最

快，溫度不足則反應減緩、所需時間增加，溫度超過則加速反應、但品質

下降，甚至產生酸化。

4.乾燥

全發酵茶製作之最後工序即為乾燥，主要是將水分含量降至 3% 左

右，可使用甲種或乙種乾燥機進行脫水乾燥。

五、各種不同發酵程度茶類製程之比較 
(Comparison of  tea making process of  various teas with  

different fermentation level)

茶葉主要依照製程中之發酵程度分為不發酵、部分發酵、及全發酵

茶，但事實上相關之其他製程也有所不同，故可衍生出不同茶類。此外，

由茶乾及茶湯色澤區分，可分為綠茶、黃茶、白茶、青茶 ( 主要為包種

茶、烏龍茶 )、紅茶、及黑茶 ( 普洱茶為代表 ) 等六種，其中白茶、黃茶、

與黑茶為中國生產，台灣國內並未生產。通常主要茶類之分類方式與製程

差異說明如下 ( 表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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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要茶類之分類方式與製程差異

依發酵

程度分類

依成茶外觀

顏色分類
關鍵製程 代表性茶類

粗估發酵

程度

不發酵茶

綠茶

茶菁→炒菁→揉捻→乾燥 龍井茶 0%

茶菁→蒸菁→粗捻→中揉→ 
精柔→乾燥

煎茶

茶菁→炒菁→揉捻→滾筒初乾

→滾筒整形→再乾

眉茶

珠茶

黃茶
茶菁→炒菁→炒揉→悶黃→ 
焙乾

蓮蕊茶 <5%

部分

發酵茶

白茶
茶菁→室內萎凋→炒菁→輕揉

→焙乾

白毫銀針

白牡丹茶
5~10%

青茶

茶菁→日光萎凋→室內萎凋

( 靜置、攪拌 ) →炒菁→揉捻

→乾燥

條形包種茶

( 文山包種茶 )
8~12%
( 輕度 )

茶菁→日光萎凋→室內萎凋

( 靜置、攪拌 ) →炒菁→揉捻

→初乾→團揉→再乾

半球形包種茶

(凍頂烏龍茶 )、
鐵觀音

15~30%
( 中度 )

茶菁→日光萎凋→室內萎凋

( 靜置、攪拌 ) →炒菁→回軟

→揉捻→乾燥

膨風茶

( 白毫烏龍 )
50~60%
( 重度 )

全發酵茶

紅茶
茶菁→萎凋→揉捻→發酵→ 
乾燥

紅茶 95~100%

黑茶
茶菁→炒菁→揉捻→渥堆→ 
乾燥→蒸壓→成形

磚茶、餅茶 80%

說明
所謂「渥堆」係將揉捻過之茶葉堆積存放的過程，經過發

酵之後使茶質更加醇和，同時顏色也因氧化而呈現深紅色

百分率

僅供粗

略參考

資料來源：林木連等 (2006)，作者修改

有關茶葉製程中之發酵程度，其發酵程度的大小並非絕對值，各種說

法存在差異，依發酵程度而言，大約粗估紅茶 95~100%、黑茶 80%、青

茶 ( 包括烏龍茶 50~60%、包種茶 10~30%)、白茶約 5~10%，黃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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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茶則完全不發酵。這些發酵程度百分率僅能供作粗略意象式描述，並無

科學實測數據之證據。*

 

* 本章參考資料：林木連等 (2006)。各種茶類的製造法。台灣的茶葉。台灣地理百科。

遠足文化公司。台北。台灣。P.92~101。

圖 2.26 茶葉依照製程所作之分類

資料來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3/Teaprocessing.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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