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揪茶隊 TEA AGENTS 

以互動性桌遊推廣台灣茶知識 

 
創意企劃組 

 

 
 

 

 
 

 

 
 

陳品妘 

 

王璨瑄 

 

趙宜莉 

 

曾羿璇 

  



i 
 

研究學生：陳品妘、王璨瑄、曾羿璇、趙宜莉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院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畢業時間：中華民國110年6月 

 

 

 

揪茶隊 TEA AGENTS—以互動性桌遊推廣台灣

茶知識 

 
中文摘要 

 
由於台灣合適的氣候及地理環境，使我們成為茶葉盛產國，無論是生產外銷或是本

土供應，茶葉都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台灣茶至今發展超過兩百多年，街上販售

茶類飲品的商家比比皆是，茶對於每個人來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近年來手搖飲料店的興起，茶類飲品越來越多樣化，在講求快速及方便之餘，反而

使人們忘記傳統的茶文化，人人都會喝茶，卻不知道如何品茶，而在這變化快速且

效率主義的時代，也讓沈靜泡茶這件事變得麻煩及複雜，導致茶的文化逐漸高齡

化。 

 

因此我們希望針對年輕世代對台灣茶文化的了解程度及文化推廣進行深入研究，

探討年輕族群與茶文化之接觸程度及原因，並且藉由設計互動性桌遊增加茶文化

之推廣，讓大眾可以透過輕鬆簡單的方式更加認識茶的相關知識，使台灣茶年輕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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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 tea-producing country, because of the hot and humid climate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aiwan has become a tea-producing country. Therefor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in Taiwan’s exports and domestic 

markets. Taiwanese tea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nowadays, tea is almost like an indispensable existence in life for everyone.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tea shops resulted in the diversity of tea drinks. The tendency 

to seek for greater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also increased, in contrast, people 

gradually overlooked the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tea culture. 

Everyone can drink tea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taste tea. This rapid changing and 

efficiency-oriented era made calmly brewing a pot of tea an inconvenient and complicated 

matter, causing that almost only older people would care about Taiwanese tea culture. 

 

Thus, we decided to do a research on how much the generation Z understands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also the related cultural promo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ng generations and the culture. We aim to enhance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tea culture by designing a set of board games, so the public can 

better understand Taiwanese tea knowledge through an easy way and so as to le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aiwanese te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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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台灣是盛產茶葉的國家，氣候溫暖，山地丘陵面積達全境2/3，茶葉的種植幾乎遍

佈全台灣，目前全台有將近30種不同風味的茶葉，茶則是台灣最常見的代表飲品之

一，其中品茶是一套講究耐心且注重細節的過程，適合修身養性，跟現今社會上年

輕人愛玩愛衝的性格南轅北轍，因此年輕人鮮少主動的去了解茶文化而產生了隔

閡。茶葉種植是一勞力密集產業且製程繁瑣，越來越少人投入製茶業，國內茶葉年

產量僅1萬多噸，但市場需求超過4萬噸，近3萬噸茶葉仰賴進口；再加上在地好茶

價格較貴，使得願意接觸台灣茶的民眾佔少數。而近來飲食習慣改變，飲料手搖店

密集，講求快速，尤其年輕族群已經幾乎不會接觸到傳統的飲茶文化。 

 

上述原因使得推廣困難，無法讓台灣大眾了解台灣茶以及在地農業的重要文化及

價值，尤其年輕族群對於茶文化的認識更為陌生。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遊戲的方式，

作為年輕族群認識茶文化的媒介，期望將台灣茶業的重要價值重新喚起。 

 

第二節 企劃動機 

 
年輕人會相約好友們一同前往咖啡廳享受下午茶，相對來說卻很少進入茶館飲用

傳統的茶飲，茶類飲品在台灣隨處可見、市占率佔有一席之地，許多茶飲店也標榜

使用台灣在地茶葉但消費者不一定了解差異之處，大眾對於茶的接受度很高，人手

一杯手搖飲，已成為熟悉的街景，卻不見得人人都懂得「喝茶」，為何茶與咖啡明

明是性質和功效都十分相似的兩項飲品，可是大眾對於它們的消費習慣如此不同，

我們認為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希望能好好推廣台灣茶文化。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我們希望能讓茶年輕化，吸引年輕人去品茶及接觸茶文化，使茶用另外一種方式成

為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橋樑，並從中輕鬆了解茶的知識與文化。 

 

一、 揪茶隊 Tea Agents 桌遊 

 

設計一套以茶為主題的互動性桌遊，將知識融入遊戲中，其中含括泡茶知識、茶具

介紹、茶點搭配等相關茶知識。 

 

二、 與各茶館、桌遊店等年輕人經常聚會之場所合作。 

 

將桌遊提供給年輕人經常聚會之場所店家，讓他們有機會以輕鬆簡單的互動性遊

戲方式了解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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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茶的重要性 

 
臺灣人一年喝茶量從30年前的0.5公斤成長到2公斤，產業發展200餘年以來，種植

面積最高達到4.8萬公頃，外銷量最盛曾達6.5萬公噸，但隨著土地與勞力成本上漲，

我國茶市場已由外銷市場轉為滿足內需，惟因以生產精品的特色茶為主，故仍具國

際外銷市場發展潛力之高競爭優勢，在全球茶市場佔有特殊重要地位。 

 

臺灣茶發展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是臺灣民眾傳統的飲料之一，也是現今飲用首選；

茶文化具有知識性、趣味性和康樂性，是高雅文化也是大眾文化，品茶、茶具、茶

點、觀看茶俗茶藝，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覆蓋全民，影響到整個社會，茶對於提

高人們生活質量，豐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顯。 

 

第二節 市場推廣現況 

 
目前台灣茶文化推廣主要由政府主導的茶協會、基金會所舉辦各式活動及考核檢

定，及民間茶行自創小眾品牌推廣各類茶的相關產品。在文化推廣及新型概念店方

面，以下列幾項為例： 

 

一、 政策文化推廣 

 

（一）「台灣茶文化推廣協會」課程內容包含茶葉知識分享、茶葉官能評鑑認識、

國外茶區介紹、國外茶業發展概況等，讓喜愛茶的朋友瞭解茶葉豐富多元知識，以

及茶與生活上之應用，如茶器欣賞及茶器媒合材之保養、花藝、茶空間布置以及詩

詞賞析。 

 

（二）天仁茗茶成立「陸羽茶藝中心」、「天仁茶文化館」、「天仁喫茶趣」複合式茶

館，茶藝中心從事茶道教學、茶具研發、茶藝月刊與茶書的出版等工作，定期協助

或主辦各類說明會、論壇、文化研討會；文化館提供免費參觀、導覽及奉茶；複合

式茶館以「年輕、休閒、生活化」的風格打造天仁茶業的年輕品牌形象。 

 

二、 實體推廣 

 

（一） 京盛宇 

 

「京盛宇存在的目的，就是讓台灣茶的美好更貼近每個人的生活。」京盛宇主打一

分鐘品茶，簡化了繁複的茶道，以香水香調來重新定義品茶過程。 

 

（二） 十間茶屋 

 

十間茶屋以時尚簡約的形象推廣手沖原味茶—將艱澀的茶道融入日常，設計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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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沖泡方式；試圖以開放式的店面設計，拉近並還原傳統茶與人、人與人之間的交

流；冷泡茶系列更是以威士忌酒瓶來包裝，打破傳統認知，重新定義年輕人心中的

台灣茶。 

 

（三）開門茶堂 

 

親自走訪台灣各地茶園，精心挑選多種特色茗茶，從茶葉茶具、茶味甜點到家具設

計品，將茶帶入更多新領域。開門茶堂把對室內設計的堅持以及對家的想像搬到茶

堂。 

 

三、 影視媒體推廣 

 

（一） 紀錄片 

 

1.  Taiwanese Oolong Tea: A Thriving Tradition | Eco-Cha Teas 

"Taiwan tea culture is what has made Taiwan our home." – Andy 

 

圖（一）Taiwanese Oolong Tea 紀錄片影片截圖 

 

（二） YouTube頻道 

 

1. 台灣茶路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pVxKiRyNlcz6MMSijsEdw 

「找茶何必用盡機心，跟著茶路團隊上山，看看好茶生得什麼模樣，好茶怎麼製作，

山上的茶農怎麼植茶，透過鏡頭一探台灣好茶的秘密。」台灣茶路從2012年經營至

今，目前已有2030位訂閱者。 

 

我們觀察到官方協會所舉辦的活動及檢定考試僅有本來就在接觸茶文化的民眾會

參加，進入門檻較高，無法觸及一般民眾；小眾品牌也各自獨立分散，造成台灣整

體的茶葉推廣因為缺乏一套完整的行銷系統，且不利於大眾對茶文化有一般基本

的了解而功效不佳；紀錄片方面，台灣本土的拍攝則相對較稀少。 

 

綜觀現今市場茶文化的推廣，都是屬於單一面向且被動的，並無法吸引多數民眾主

動投入，因此在文化的推廣上，若能讓學習及了解的過程增加互動性、遊戲性，將

會提升其趣味度，相較之下也會充滿吸引力。桌遊這項娛樂不但能成為朋友間互相

交流的產品，更能藉由遊戲本身傳達理念及知識，透過遊戲中彼此切磋競爭，參與

度提升印象也將隨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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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 

 

 
 

圖（二）企劃流程圖 

 

第二節 企劃架構或實驗設計 

 
圖（三）設計思考五步驟 

 
一、設計目標 

 

為促進茶文化知識的傳播，將與茶館及桌遊店配合，希望使進茶館飲茶以及踏入桌

遊店娛樂的民眾藉此學習到台灣茶葉的文化知識。 

 

二、STP 市場分析 

 

STP 內容分析 

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 

1.地理環境：大台北地區茶館及桌遊店 

2.人口統計：客層以結伴前往者為主 

3.心理統計：尋求休閒娛樂，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吸

收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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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行為：平時會選擇至茶館及桌遊店消費或有飲茶習

慣者 

目標市場 Targeting 18~35 歲年輕族群，主要以學生族群為主 

市場定位 Position 中價位知識型桌遊，適合 4-6 人玩 

 

表（一）STP市場分析 

 
三、步驟一：同理 Empathy 

 

（一） 問卷調查 

 

依照研究動機與目的，我們針對聚會習慣、推廣方式、了解程度及意願設計問卷。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大眾對於茶的認知印象，以及何種方式對於幫助他們了解茶的

相關知識較具吸引力。問卷發放日期為2020年11月4號至11月11號，共計7日，發放

問卷100份，採用Line好友列表及Instagram隨機發放方式，回收問卷79份，剔除4人

未完整作答，有效樣本回收率為94.94%。 

 

從問卷結果可以看出，86.67%的受訪者會選擇以聚餐方式（餐館、咖啡廳、茶館等）

為聚會活動，41.34%的受訪者會選擇團體娛樂（桌遊、密室逃脫、KTV等）為聚會

活動，其中有30.67%的受訪者同時選擇了這兩項方式作為最常進行的聚會活動；另

外針對茶知識的推廣方式，有52%的受訪者認為影音媒體較能吸引人，50.6%的受

訪者選擇互動遊戲方式，其中有24%的受訪者同時選擇了以上兩項推廣方式。綜合

上述結果，我們最終選定以桌遊作為推廣茶葉文化知識的媒介，再根據大多數人較

有興趣了解的茶知識設計此款桌遊。 

 

（二）個別訪談 

 

透過面談訪問不同年齡層與行業的人來深入了解他們對於茶的消費習慣、選擇原

因，以及茶對他們的重要性，探討他們對於茶文化不同推廣方式的接受度與喜好。 

 

四、步驟二：釐清 Define 

 

（一）問題定義  

 

茶在台灣歷史文化中以及台灣民眾的生活中均極為重要，但不論是平時習慣泡茶

的人亦或是直接買現成茶飲的人，無一例外均對茶的相關知識不甚了解。我們發現

大眾普遍認為泡茶需要較複雜的程序，除了費時外也因缺乏器具而不願嘗試，再者

多數人可以辨別喝出不同茶的種類，只是通常不會太注意其是否為現泡或茶的產

地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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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可以知曉大家並不是排斥茶文化，而是沒有適合的機會或足夠吸引人的

方式讓大家主動接觸及學習，另外從問卷調查中可以得知大眾比較偏好以輕鬆或

實際體驗的方式增加對於茶文化的了解。 

 

（二）設計觀點 （Point of View, POV） 

 

1. 使用者 （User）：18-35 歲的年輕族群 

2. 需求 （Need）：一個可以吸引年輕人了解茶基本知識的方法 

3. 洞見（Insights）：選擇藉由趣味性較高的設計方式，讓年輕人可以透過遊戲中彼

此互動來增加對於茶知識的了解。 

 

五、步驟三：發想 Ideate 

 

我們以心智圖的方式，將推廣茶的方式做為發想核心去延伸，主要提出的方向有四

大類：實體店面、影音媒體、遊戲類產品、書籍刊物。 

 
 

圖（四）心智圖—推廣茶的方式 

 

六、步驟四：原型 Prototype 

 

(一) 構想呈現 

 

1. 便利貼：將茶的桌遊相關物件、規則寫在便利貼上，並經過分類及討論選出我

們所想要的部分。 

 

2. 道具樣本：遊戲方式雛形大致擬定後，使用紙張做出簡易的卡牌及道具，並在

試玩的過程中修正細節、增加及放棄某些想法。 

 

3. 結合織品：初步構想將茶巾概念導入道具設計，可作為桌巾，從而讓玩家能進

一步認識茶具，並帶出品茶時的儀式感。 

 

七、步驟五：驗證 Test 

 

(一)邀請六位玩家試玩，並以問卷方式收集玩家對於遊戲體驗的感受，如遊戲順暢

度、知識吸收度、遊戲吸引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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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茶館配合，將桌遊提供給目標族群實際體驗做測試，隨後使用問卷調查遊戲

體驗。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一、揪茶隊是一款融合了茶葉知識及泡茶儀式感打造而成的桌遊，沒有複雜的知識

傳遞，而是期望以抽卡配對及互動卡牌的遊戲方式，讓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輕鬆的

接觸茶文化並促進彼此的交流。經過多次模擬試玩，修正錯誤及規則的制定，最終

設計出的遊戲成品如下： 

 

（一） 桌遊配置 

 

1. 說明書：遊戲規則及方法說明、內容物配置介紹及功能解說。 

2. 行動點：遊戲中的籌碼，促進遊戲進行時的思考及算計。 

3. 茶巾：打造與實際泡茶與喝茶時相同的儀式感，讓遊戲體驗更加完整。 

 

   
 

左圖（五）說明書、中間圖（六）行動點、右圖（七）茶巾 

 

4. 任務卡牌：標示不同種類的茶葉需搭配的水溫、時間及糕點，透過蒐集泡茶材

料作為玩家的遊戲目標，同時增加玩家對於茶葉泡法及糕點搭配的印象。 

 

 
 

圖（八）任務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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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容物卡牌：分為茶葉、水溫、時間、糕點，每種茶葉卡牌上皆標示其功效，

使玩家在遊戲過程中透過不斷接觸而留下印象。 

 

 
 

圖（九）內容物卡牌 

 

6. 道具卡牌：設計不同功能及情境卡牌，讓遊戲提升玩家彼此的互動性，促情情

感交流及遊玩趣味度。 

 

 
 

圖（十）道具卡牌 

 

7. 模具組：以3D列印的方式模擬製作，每項模具設計卡牌插槽結合遊戲使用，實

體模擬讓遊戲更符合真實情境。 

 

 
 

圖（十一）模具組  



9 
 

（二） 遊戲進行方式 

 

將茶巾鋪於桌上，每人各拿四個模具(茶則、茶杯、糕點盤、時鐘) 

除任務卡(綠色)，其餘卡牌(藍色)混合洗牌放置同一堆 

- 每人抽一張「任務卡」 

- 每人發放五個行動點 

- 從卡牌堆每人發五張卡 

- 決定先後順序，開始遊戲 

 

出牌： 

從五張手牌選擇，出牌或丟棄都必須從卡牌堆抽取一張新的牌 

1. 手上有符合自身任務卡內容之卡牌 

選擇符合任務卡之內容物卡牌插上自身對應模具並付出 1 點行動點。 

(註：此動作卡牌為保密狀態) 

2. 使用道具卡牌啟動功能 

按照卡牌上數字支付對應行動點使用功能。 

3. 棄牌（統一放置一區棄排堆） 

丟棄其中一張手牌，不需支付行動點。 

若此牌為內容物卡則賺取 1 點行動點； 

若此牌為道具或情境卡則不可賺取行動點。 

備註： 

- 每人手上固定維持五張手牌 

- 卡牌堆抽取完畢，將棄牌堆重新洗牌使用 

 

  
 

圖（十二）遊戲進行模擬圖 

 

二、玩家回饋 

 

利用問卷調查大眾在玩過揪茶隊過後對於桌遊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包括桌遊的互

動性、說明書是否容易理解、茶的相關知識傳遞...等，也從旁觀察玩家在進行遊

戲時遇到的問題，並透過面談來了解玩家認為不錯和有待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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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十三）揪茶隊玩家試玩回饋 

右圖（十四）揪茶隊在推廣茶方面的各項指標 

 

三、商家合作 

 

與斟茶緣茶業合作，我們將放置一組桌遊在此茶行，供茶行客人使用，並且提供

QRcode連結至問卷，在日後也能持續收到反饋。 

 

圖（十五）斟茶緣茶業 LOGO、右圖（十六）回饋問卷 QRcode連結 

 

第五章 結論 
 

本企劃目的在於推廣台灣的茶文化提升大眾對於茶知識的了解，改變年輕族群對

於茶的刻板印象，透過設計桌遊讓大家以輕鬆有趣的互動方式來進一步增加對茶

的認知。同時在與茶商合作方面也得到店家不錯的回應，希望我們能提供桌遊—揪

茶隊給茶行讓更多的客人認識台灣茶文化，且不僅僅侷限於年輕族群，一同前來的

家庭成員也是很好的目標族群，也期望能出產英文版本或以茶的烘焙知識為基礎

的桌遊。 

 

綜觀以上回饋可以看出玩家與茶館對於以揪茶隊來獲取茶相關知識的接受度是高

的，也普遍認為以此種方式來認識茶是更加容易的。我們也透過不斷的試玩和反饋

來改善說明書的編排使其更淺顯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