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錦簇福年年》2O2O 年年節禮盒｜全系列列商品介紹 琅茶茶 Wolf Tea 



琅茶茶 Wolf Tea 成立於 2013 年年，從阿⾥里里⼭山出發，立志將台灣茶茶細膩之美，傳遞給全世界！ 
每季親訪產地，反覆杯測，蒐藏台灣最具代表性、由優秀茶茶師採製的「單品茶茶」(Single Origin) — 不混茶茶 

為每⽀支單品茶茶編號，與時俱進，售完不再，以味覺印記每片⼭山林林「此刻此地・獨⼀一無⼆二」的純粹美好。



品味「此刻此地・獨⼀無⼆」的台灣單品茶之美

1. 100%台灣產製單品茶茶葉：毎⽀支茶茶可以清楚知道是哪⼀一位茶茶農的⼼心⾎血，

更更能追溯是哪⼀一塊⼟土地的成果。 

2. 通過食品安全檢驗：TÜV 德國萊茵集團認證之 TTB 茶茶葉安全檢測，符

合台灣、美國、⽇日本等國家安全標準。 

3. 美亞產品責任險⼀一千萬元

琅茶茶歷年年國際媒體報導 ＆ 獎項



｜琅茶茶・⾥里里程碑碑｜

2019 . 07  ⽇日本【FIGARO Japan】台灣特集｜造訪台灣必做的⼗十⼆二件事 
2019 . 06  台灣【台茶茶百味】書刊專訪推薦 
2019 . 05  台北畫刊《年年輕茶茶⽂文化》對談專訪 
2019 . 07  ⾺馬來來⻄西亞檳城喬治市藝術節《島嶼島》國際交流展 
2019 . 06  ⽇日本【& Premium】台北漫步指南  
2019 . 05  ⽇日本【東京蚤之市】邀請參參展 
2019 . 01  琅茶茶熠熠【火的習作】隙裏有光・獨家茶茶器新作展 

2018 . 12  松菸⽂文創園區【好家在台灣】期間限定店 
2018 . 11  ⽇日本書籍【TAIWAN FACE Guide for 台灣⽂文創】專訪 
2018 . 08  台灣 Marie Claire 美麗佳⼈人雜誌・專訪 
2018 . 07  琅茶茶熠熠【圓的形狀狀】⽅方煜程・獨家茶茶器新作展 
2018 . 06  琅茶茶熠熠 Wolf Tea Gallery 開幕 
2018 . 05  ⽇日本愛知【森道市場・台灣⽇日和】⼆二度邀請品牌 
2018 . 02  韓國 DOR 城市誌 Taipei – A Tour of Teas 專訪 

2017 . 12  品家家品 JIA Plus 【⼀一杯茶茶的琅琅上⼝口】特展＋⽣生活茶茶課 
2017 . 12  ⽇日本【台感・台灣品質】線上雜誌・專訪 
2017 . 12  松菸⽂文創園區【好家在台灣】期間限定店 
2017 . 06  ⽇日本深度⼈人物誌 NEIGHBORHOOD TAIPEI【千禧世代の⽣生活⾰革命】專訪 
2017 . 05  台灣 haveAnice 有質讀誌【台灣特集】品牌⼈人物專訪 
2017 . 05  ⽇日本愛知【森道市場・台灣⽇日和】邀請品牌 
2017 . 03  Good Eye City Guide 台北挑剔指南・茶茶葉品牌推薦 
2017 . 03  ⽇日本 BRUTUS ⽣生活美學雜誌 New Wave of Tea・台灣代表茶茶品牌 
2017 . 02  ⽇日本東京 (中⽬目⿊黑) 選品店 Brick & Mortar x 琅茶茶【FROM TAIWAN】展覽 

2016 . 12  渡邊直美 攝影！旅⾏行行！台灣！・台灣精選店家 
2016 . 12  松菸⽂文創園區【好家在台灣】期間限定店 
2016 . 10  ⽇日本 Mook 旅遊雜誌 台湾の歩き⽅方・台灣代表茶茶品牌 
2016 . 09  華⼭山⽂文創園區【聽⾒見見設計】展覽



｜琅茶茶・⾥里里程碑碑｜
 
2016 . 08  ⽇日常⽣生活【⾼高⼭山島的禮物】展覽 
2016 . 04  ⽇日本 Aruco 台北 Taipei・台灣代表茶茶品牌 
2016 . 03  空想京都⽂文化展・台灣與京都茶茶具⽂文化交流 
2016 . 02  台灣 商業週刊 台灣新茶茶⼈人・專訪 

2015 . 12  台灣 Shopping Design Award 2015 最佳原創品牌 
2015 . 10  港澳 Tasting Kitchen 美食雜誌・專訪 
2015 . 07  香港 新假期 旅遊周刊・台北旅遊專刊推薦伴⼿手禮 
2015 . 06  四四南村好丘【茶茶⾓角落落】展覽 
2015 . 06  ⽇日本 Hanako 旅遊品味雜誌・在台灣可以實現的 100 件事 
2015 . 04  台灣⽂文博會・華⼭山品物市集 
2015 . 02  英國 Monocle ⽣生活美學雜誌・當期最愛選品 

2014 . 12  時常在這裡【時常品琅茶茶】展覽 
2014 . 11  台灣 Style Master 時尚品味誌・專訪 
2014 . 07  台灣 Bios Monthly ⽣生活美學誌・專訪 
2014 . 05  叁拾拾選物【叁拾拾喫茶茶舖】限定活動 

｜合作企業｜



2O2O春節限定款



2O2O 春節限定！《錦簇福年年》錦鼠花開春聯聯禮盒

時光的巨輪輪勤勤奮地滾動著⋯⋯ 轉眼間來來到⼗十⼆二

⽣生肖之⾸首：2O2O ⾦金金鼠年年！迎接春節，琅茶茶為

您獻上靈巧活潑的花栗錦鼠：奉上台灣好茶茶、

為新的⼀一年年添滿繁花似錦的精彩香⽢甘韻，陪您

走春納福、迎接「錦簇」好年年！

\ 錦簇春節優惠 / 
年年度回饋！精選三款禮盒 9 折起 +《錦簇福年年》錦鼠花開春聯聯 
A. 〖錦簇⼤大福〗(叁罐入) / 折扣價 2080 

B. 〖錦簇如意〗(1罐2盒) / 折扣價 1480 

C. 〖錦簇双⼭山〗(倆盒入) / 折扣價 880



• 杉森烏龍 (50g 琅彩茶茶罐 / 黃) 
• 果韻鐵觀⾳音 (50g 琅彩茶茶罐 / 橘) 
• 紅⽟玉紅茶茶 (40g 琅彩茶茶罐 / 藕粉)

杉林林溪最幽遠茶茶區，原始森林林的香

氣，韻味濃⽽而回⽢甘強勁。

杉森烏龍
杉林林溪 龍鳳峽 1800m

森韻純淨、回⽢強

錦簇⼤大福 (叁罐入)N01

｜錦簇福年年・精裝禮盒｜

製法繁複，經過20幾道烘焙淬煉，烤堅
果般的香氣，老靈魂的韻味。

果韻鐵觀⾳音
⽊木柵 指南

焙⽕⾹

台茶茶18 號，天然薄荷焦糖甜香，辨識度
極⾼高，是揚名國際的台灣紅茶茶明星。

薄荷紅⽟玉
坪林林 上德⾥里里

焦糖甜⾹、濃郁



• 悠韻烏龍 (50g 盒裝) 
• 桂香包種 (40g 琅彩茶茶罐 / 黃) 
• 奶萱紅茶茶 (50g 盒裝)

最⼤大特⾊色是喉韻⽢甘甜，留留在⼝口中久久

不去，推薦給追求精湛滋味的⾏行行家。

悠韻烏龍
阿⾥里里⼭山 ⼤大凹

清⾹、喉韻悠長

錦簇如意 (1罐2盒)N02

｜錦簇福年年・精裝禮盒｜

如綠茶茶般清爽，幽雅桂蘭蘭花香，熱泡

迷⼈人、製作成冷泡茶茶也相當美味！

桂香包種
坪林林 上德⾥里里

幽雅花⾹

有如「不⽤用加奶的奶茶茶」 — 獨到創新
⼿手法，使⽤用阿⾥里里⼭山⾦金金萱製成球型紅

茶茶，琅茶茶招牌必喝款！

奶萱紅茶茶
阿⾥里里⼭山 ⽯石棹

⽜奶糖⾹、⽢醇



• 東⽅方蜜美⼈人 (35g 盒裝) 
• 桂香包種 (40g 盒裝)

錦簇双⼭山 (倆盒入)

｜錦簇福年年・成雙禮盒｜

N03

如綠茶茶般清爽，幽雅桂蘭蘭花香，熱泡迷⼈人、製

作成冷泡茶茶也相當美味！

桂香包種
坪林林 上德⾥里里

幽雅花⾹

天然美妙蜜香，⾊色彩豐富的枝條狀狀茶茶葉，冷熱皆

宜，是台灣茶茶界的夢幻逸品！

東⽅方蜜美⼈人
苗栗 頭份

蜂蜜⾹、甜潤



繽紛設計款



｜光影茶茶香・倆入禮盒｜



蜜柑橙 (倆罐)S01

阿⾥里里⼭山｜悠韻烏龍

50g / 苗青罐

回⽢、喉韻悠長 桂花⾹、清爽

坪林林｜桂香包種

40g / 黃罐

梔⼦花⾹、清甜

阿⾥里里⼭山｜野香烏龍

50g / 盒裝

鬱⾦金金黃 (1罐1盒)S02 常磐綠 (倆盒)S03

最⼤大特⾊色是喉韻⽢甘甜，留留在⼝口中久久

不去，推薦給追求精湛滋味的⾏行行家。

如綠茶茶般清爽，香氣卻更更優雅，製作成冷

泡茶茶相當美味，非常適合做為⽇日常茶茶飲。

阿⾥里里⼭山知名茶茶區，熱泡花香清麗濃郁，令⼈人

深刻體會台灣茶茶的清香魅⼒力力，相當經典。

熱帶果⾹、濃蜜

花蓮｜蜜香紅茶茶

35g / 盒裝

「荔枝般的熱帶果香」—— 正統⼤大葉烏龍
品種，橙⾊色的芽毫，果香完熟飽滿。

｜光影茶茶香・倆入禮盒｜

阿⾥里里⼭山｜奶萱紅茶茶

50g / 黃罐

⽜奶糖⾹、⽢醇

有如「不⽤用加奶的奶茶茶」 —  使⽤用阿⾥里里⼭山⾦金金萱
製成球型紅茶茶，琅茶茶招牌必喝款！

桂花⾹、清爽

坪林林｜桂香包種

40g / 盒裝

如綠茶茶般清爽，香氣卻更更優雅，製作成冷

泡茶茶相當美味，非常適合做為⽇日常茶茶飲。



雅緻圓滿窗櫺，呈獻祝福⼼心意： 
⼿手感進⼝口紙材，就像溫暖樸實的圍牆，擁抱深厚交情； 
迷⼈人質感活版壓印，霧⾦金金厚磅賀卡， 
象徵豐⾜足恬靜的美好⽣生活，滿滿祝福值得細細品味珍藏。

遠渡重⼭山⽽而來來   願所有的香⽢甘願 
都陪伴在你的左右   充實⽣生活

｜窗花茶茶香・倆入禮盒｜



滿盈 (倆罐)M01

阿⾥里里⼭山｜悠韻烏龍

50g / 黃罐

回⽢、喉韻悠長 桂花⾹、清爽

坪林林｜桂香包種

40g / ⽩白罐

｜窗花茶茶香・倆入禮盒｜

坪林林｜薄荷紅⽟玉

40g / 黃罐

焦糖甜⾹、濃郁 梔⼦花⾹、清甜

阿⾥里里⼭山｜野香烏龍

50g / 盒裝

映⽉月 (1罐1盒)M02

最⼤大特⾊色是喉韻⽢甘甜，留留在⼝口中久久

不去，推薦給追求精湛滋味的⾏行行家。

如綠茶茶般清爽，香氣卻更更優雅，製作成冷

泡茶茶相當美味，非常適合做為⽇日常茶茶飲。

台茶茶18 號，天然薄荷焦糖甜香，辨識度
極⾼高，是揚名國際的台灣紅茶茶明星。

阿⾥里里⼭山知名茶茶區，熱泡花香清麗濃郁，令⼈人

深刻體會台灣茶茶的清香魅⼒力力，相當經典。



精裝典藏款



｜良辰美景・精裝禮盒｜

傳統⼿手作⼯工藝製盒，選⽤用氣質優雅的古典紙，以⽪皮繩打

⼀一個簡約⽽而慎重的結。所有驚喜，在打開禮物的瞬間滿

溢，耀眼細緻的吉祥圖樣，獻上芳美⽢甘醇的祝福。 

堅固俐落落的質感，讓盒⾝身不只是美麗的包裝，也是值得

留留存的收納好物，雅緻⼼心意變成⽣生活裡的實⽤用物件，更更

是雙⽅方情感的美好紀念念。

琅茶⼼⽬中理想的禮盒，是讓⼼意化做豐富的美感交流，

並成為⽣活中實⽤的愉悅紀念。

禮盒尺⼨寸： L290 x W170 x H80 mm　謐藍藍、橙紅兩兩⾊色可選



綠清香 ／ 台灣烏龍精選M05

｜良辰美景・精裝禮盒｜

橘醇韻 ／ 台灣紅茶茶精選M06

桂花⾹、清爽

坪林林｜桂香包種

40g / 綠罐

如綠茶茶般清爽，香氣卻更更優

雅，製作成冷泡茶茶相當美味，

非常適合做為⽇日常茶茶飲。

回⽢、喉韻悠長

阿⾥里里⼭山｜悠韻烏龍

50g / 盒裝

熱泡花香清麗濃郁，令⼈人深刻體會台灣

茶茶的清香魅⼒力力，相當經典。

最⼤大特⾊色是喉韻⽢甘甜，留留在⼝口中久久不

去，推薦給追求精湛滋味的⾏行行家。

梔⼦花⾹、清甜

阿⾥里里⼭山｜野香烏龍

50g / 盒裝

坪林林｜薄荷紅⽟玉

40g / 橘罐

焦糖甜⾹、濃郁

台茶茶18 號，天然薄荷香氣，甜甜的
焦糖味，辨識度極⾼高，是揚名國際的

台灣紅茶茶明星。

阿⾥里里⼭山｜奶萱紅茶茶

50g / 盒裝

⽜奶糖⾹、⽢醇

有如「不⽤用加奶的奶茶茶」 —  使⽤用阿⾥里里⼭山
⾦金金萱製成球型紅茶茶，琅茶茶招牌必喝款！

「有喉韻」 的⾼高⼭山紅茶茶，喉韻帶 
「糖感」，蜜甜有層次。

阿⾥里里⼭山｜烏龍紅茶茶
50g / 盒裝

甜熟果⾹、糖韻⽢醇



最⼤大特⾊色是喉韻⽢甘甜，留留在⼝口中久久

不去，推薦給追求精湛滋味的⾏行行家。

悠韻烏龍
阿⾥里里⼭山 ⼤大凹

回⽢、喉韻悠長

• 乘風、望遠｜雙琅青花⽩白瓷對杯 
• 悠韻烏龍 (50g 琅彩茶茶罐 / 黃)

雙琅對杯M07

｜良辰美景・精裝禮盒｜



｜重量量級⼼心意茶茶禮・珍藏版⾦金金繪巨茶茶罐｜

絕佳氣密品質，能裝上⽄斤茶茶葉的⼤大容量量；費⼼心繪製、圍繞茶茶罐蔓⽣生的五福花

卉：蝴蝶蘭蘭 (福)、鹿⾓角蕨 (祿)、五葉松 (壽)、南天⽵竹 (囍)、⼭山茶茶花 (財) ⋯⋯ 
象徵豐美的⽇日⽇日祝福，也描繪出台灣獨特的、⽤用⼼心點綴⽇日常的街巷風景。 

份量量⼗十⾜足的⼤大茶茶罐，相信未來來將為您收藏更更多難忘的香⽢甘韻 —— 種種美好，
期待陪您與重要的對象⼀一同雀躍分享！

「台灣茶茶香，如繁花盛開；福氣卉聚，愜意綻放。」

茶茶罐尺⼨寸： H220 x W140 mm
另附專屬收納袋

台灣特⾊色遊香組合G01

珍藏版⾦金金繪巨茶茶罐・當季茶茶葉裸包 10~12入



細節＆價⽬目表



• 100%環保材質 ＆ ⼀一體成型設計 
• ⼭山的姿態：綠清香、黃蜜潤、橘醇韻 
• 紀念念章：詳載產地、特⾊色、發酵與烘焙程度 
• 圖像式品茗指南：輕鬆上⼿手熱泡、冷泡和品茶茶

• 精美匠藝：優雅烤漆⾊色彩，每個圖騰皆由「蒔繪師」⼿手刷上⾊色 
• 內外雙層蓋：絕佳的氣密性和遮光性，保護開封後的茶茶葉風味鮮美

禮盒內容物｜單品茶包裝

茶⽴⽅・盒裝散茶

獨家訂製・琅彩茶罐
不只是美麗的禮物，也是實⽤用的儲茶茶器具

所有茶茶款包裝皆附：中英⽇日三國語⾔言品茗指南

六⾊色可⾃自由搭配茶茶款、禮盒



商品編號 商品名稱 定價 數量量

N01 春節限定｜精裝禮盒 / 錦簇⼤大福 (叁罐) 2080 (優惠價)

N02 春節限定｜精裝禮盒 / 錦簇如意 (1罐2盒) 1480 (優惠價)

N03 春節限定｜成雙禮盒 / 錦簇双⼭山 (倆盒) 880 (優惠價)

S01 光影茶茶香 / 蜜柑橙 (倆罐) 1380

S02 光影茶茶香 / 鬱⾦金金黃 (1罐1盒) 1080

S03 光影茶茶香 / 常磐綠 (倆盒) 920

M01 窗花茶茶香 / 滿盈 1280

M02 窗花茶茶香 / 映⽉月 1080

M05、M06 良辰美景・精裝禮盒 / 綠清香、 橘醇韻 1560

M07 良辰美景・精裝禮盒 / 雙琅對杯 1580

G01 福卉茶茶香・⾦金金繪巨茶茶罐／台灣特⾊色遊香組合 5240 起

琅 茶茶 100% 台灣單品茶茶禮盒

全系列列禮盒皆附：琅茶茶好禮提袋、中英⽇日語泡茶茶說明 
◎ 國內外皆可配送｜可指定到貨⽇日期｜可⾨門市取貨 
◎ 10 盒以上，依數量量另有⼤大宗折扣、專⼈人服務 
◎ 茶茶款、茶茶罐顏⾊色 可⾃自由搭配 
◎ 歡迎洽詢：0970-844-235
LINE: wolf_tea｜email: hello@wolftea.com

◎ 所有茶茶款皆為真空或密封包裝，賞味期限兩兩年年

mailto:hello@wolftea.com?subject=


one chance in a lifetime
琅 茶 W o l f  T e a 

琅茶茶 wolf tea © 2013  |  楊德威 David Yang 

www.wolftea.com   |  hello@wolftea.com 

+886 970-844-235  |  LINE ID: wolf_tea 

琅茶茶舖（每⽇日營業 1-7pm） 

台北市⺠民⽣生東路路五段 36 巷 8 弄弄 23 號 

琅茶茶熠熠｜禮品展⽰示間（預約制） 

台北市⺠民⽣生東路路四段 97 巷 6 弄弄 8 號

http://www.wolftea.com
mailto:hello@wolfte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