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碼 密　碼 等　級 姓　名 製茶廠

6376 8049 特等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276 8057 冠軍 郭欣諭 上意茶業

6310 8032 冠軍 陳惠如 鼎禾茶苑

6375 8007 冠軍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076 8194 頭等 張棠宸 棋苑茶行

6089 8329 頭等 楊興霖

6109 8097 頭等 陳星伃 小椀茶

6116 8306 頭等 簡子翔 特山茗茶

6120 8376 頭等 黃厚文 文茗茶業

6136 8170 頭等 黃旭正 展郁茶業

6226 8375 頭等 陳國智

6266 8245 頭等 陳木生 上意茶業

6267 8106 頭等 陳木生 上意茶業

6270 8096 頭等 林秀寬 上意茶業

6275 8060 頭等 吳明翰 上意茶業

6291 8289 頭等 林鎧億 豐億茗茶

6292 8099 頭等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303 8299 頭等 簡銘毅 興樂茗茶

6377 8337 頭等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378 8202 頭等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379 8102 頭等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014 8153 金質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4 8343 金質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79 8070 金質 吳政田 瑞香茶業

6088 8237 金質 楊興霖

6125 8055 金質 李逸庭 戴雲製茶廠

6130 8342 金質 簡志遠

6133 8034 金質 劉國本 茗家製茶廠

6138 8379 金質 王宏誠 王鼎茶園

6139 8205 金質 王宏韌 王鼎茶園

6141 8381 金質 葉瓊玉 王鼎茶園

6142 8117 金質 王詩雅 王鼎茶園

6143 8241 金質 王宏韌 王鼎茶園

6169 8125 金質 趙春湄

6180 8293 金質 洪志揚 大眾茗茶

6182 8077 金質 洪志揚 大眾茗茶

6195 8052 金質 陳郁森 世揚茗茶

6196 8341 金質 陳郁森 世揚茗茶

6214 8123 金質 林柏勳 瑞泰茶業

6216 8373 金質 廖淑貞 瑞泰茶業

6217 8173 金質 林志霖 瑞泰茶業

6221 8203 金質 簡勝財 雪頂茶業

6225 8223 金質 陳國仁

6227 8233 金質 許偉庭 三癸亭製茶

明　碼 密　碼 等　級 姓　名 製茶廠

6263 8119 金質 張素民 永約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

6264 8384 金質 歐明哲 永約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

6268 8016 金質 陳木生 上意茶業

6271 8249 金質 林秀寬 上意茶業

6278 8279 金質 郭欣諭 上意茶業

6282 8072 金質 蘇冠杰 甲子園茶行

6305 8062 金質 彭寓達 山御有限公司

6349 8331 金質 李樂 樂菁茶業

6353 8033 金質 茆澄藝

6365 8234 金質 陳宥杉 宗茗製茶廠

6368 8323 金質 連瑋民 百連香國際有限公司

6370 8212 金質 連瑋民 百連香國際有限公司

6005 8013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07 8309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08 8075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13 8332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17 8287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18 8365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2 8326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3 8154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72 8176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73 8061 優良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78 8298 優良 吳政田 瑞香茶業

6082 8101 優良 吳建志 山谷茶莊

6083 8009 優良 吳建志 山谷茶莊

6087 8169 優良 楊興霖

6092 8344 優良 楊興霖

6093 8361 優良 楊興霖

6094 8229 優良 楊興霖

6095 8116 優良 楊興霖

6096 8188 優良 楊興霖

6099 8285 優良 楊興霖

6100 8283 優良 楊興霖

6101 8011 優良 楊興霖

6102 8152 優良 楊興霖

6106 8192 優良 葉祈良 瑞葉名茶

6110 8067 優良 陳星伃 小椀茶

6111 8022 優良 陳星伃 小椀茶

6112 8349 優良 簡子翔 特山茗茶

6115 8255 優良 簡子翔 特山茗茶

6119 8115 優良 黃厚文 文茗茶業

6131 8210 優良 簡志遠

6132 8112 優良 劉國本 茗家製茶廠

6135 8281 優良 楊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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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7 8027 優良 王宏誠 王鼎茶園

6140 8182 優良 王智玄 王鼎茶園

6144 8142 優良 李源琛 三川茶園

6145 8350 優良 李源琛 三川茶園

6146 8201 優良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47 8315 優良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48 8127 優良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49 8310 優良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3 8042 優良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9 8132 優良 謝承翰 宇峰製茶廠

6164 8236 優良 黃加棟 新東興茶業

6166 8277 優良 黃名江 新東興茶業

6170 8324 優良 趙春湄

6175 8050 優良 陳建谷 瑞億製茶廠

6176 8146 優良 陳建谷 瑞億製茶廠

6178 8325 優良 陳秀滿 新東興茶業

6179 8231 優良 黃名村 新東興茶業

6181 8280 優良 洪志揚 大眾茗茶

6186 8151 優良 林建村

6189 8377 優良 李洪謀 三川茶園

6191 8121 優良 陳慶宇 十三製茶

6192 8302 優良 陳郁森 世揚茗茶

6193 8184 優良 陳郁森 世揚茗茶

6194 8054 優良 陳郁森 世揚茗茶

6197 8181 優良 王俊傑 十三製茶

6198 8204 優良 王俊傑 十三製茶

6200 8091 優良 陳雅涵 嘉記茶行

6202 8367 優良 陳彥彰 源喆園製茶

6203 8083 優良 曾山有

6206 8135 優良 林藝諺 一品茶業

6207 8352 優良 林藝諺 一品茶業

6209 8158 優良 葉育瑞

6212 8109 優良 官致揚 源峰製茶廠

6213 8300 優良 林柏勳 瑞泰茶業

6215 8078 優良 廖淑貞 瑞泰茶業

6218 8008 優良 林志霖 瑞泰茶業

6219 8270 優良 林志霖 瑞泰茶業

6222 8137 優良 葉韋辰

6223 8301 優良 葉韋辰

6228 8347 優良 邱瀞緯 春曦名茶

6229 8311 優良 張瓊文 春曦名茶

6230 8163 優良 邱文聰 春曦名茶

6233 8113 優良 江彩鑾 嵩村茶號

6239 8082 優良 李瑋舲 嵩村茶號

6248 8041 優良 賴泱琀 峰麟山茶房

明　碼 密　碼 等　級 姓　名 製茶廠

6249 8165 優良 林鈺軒 高帝園茶業

6250 8199 優良 林鈺軒 高帝園茶業

6251 8108 優良 鍾明志 丁式茶

6252 8122 優良 林淑媛 高帝園茶業

6253 8216 優良 林淑媛 高帝園茶業

6254 8023 優良 邱詩富 高帝園茶業

6256 8017 優良 王智慧 高帝園茶業

6257 8251 優良 邱宏仁 高帝園茶業

6260 8028 優良 邱浥權 高帝園茶業

6261 8235 優良 孟嘉琪 高帝園茶業

6265 8190 優良 歐諸熹 永約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

6273 8254 優良 吳明翰 上意茶業

6274 8104 優良 吳明翰 上意茶業

6277 8162 優良 郭欣諭 上意茶業

6284 8037 優良 葉名通 茗冠茶業

6285 8321 優良 張俊宏

6290 8010 優良 林鎧億 豐億茗茶

6293 8006 優良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294 8020 優良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295 8292 優良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296 8208 優良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300 8064 優良 簡銘儀 興樂茗茶

6301 8128 優良 簡銘儀 興樂茗茶

6302 8059 優良 簡銘毅 興樂茗茶

6304 8167 優良 彭寓達 山御有限公司

6311 8345 優良 黃于瑄 梅好時光

6312 8274 優良 郭美嘉 藝境香茶業

6314 8378 優良 林昱馨 茗軒茶園

6320 8094 優良 許正勳 慈泰製茶廠

6322 8257 優良 王惠貞

6326 8029 優良 葉旭清 瑞峰大窯製茶廠百峰
好茶

6327 8197 優良 葉旭清 瑞峰大窯製茶廠百峰
好茶

6338 8271 優良 簡福儀 上福茶店

6339 8139 優良 簡福儀 上福茶店

6340 8374 優良 唐育聖

6345 8222 優良 張慈靜

6350 8136 優良 李樂 樂菁茶業

6358 8196 優良 謝棨安

6360 8040 優良 王輿 王記茶業

6361 8085 優良 王輿 王記茶業

6369 8133 優良 連瑋民 百連香國際有限公司

6373 8065 優良 連瑋民 百連香國際有限公司

6374 8019 優良 江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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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0 8248 優良 郭俊麟 寈芳茶廠

6384 8282 優良 簡琦清

6001 8144 優等 盧瑞祥 祥元茗茶有限公司

6011 8186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20 8356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27 8159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30 8226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5 8348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6 8172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59 8238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60 8063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63 8015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64 8240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69 8239 優等 林吉常 萱嵩製茶廠

6077 8031 優等 吳政田 瑞香茶業

6081 8227 優等 吳政田 瑞香茶業

6084 8272 優等 吳建志 山谷茶莊

6085 8312 優等 楊興霖

6086 8048 優等 楊興霖

6090 8193 優等 楊興霖

6091 8252 優等 楊興霖

6103 8093 優等 楊興霖

6104 8266 優等 楊興霖

6107 8175 優等 許晉嘉 茗園茶業 茶參代

6113 8030 優等 簡子翔 特山茗茶

6117 8189 優等 簡葉格

6127 8221 優等 簡許秀琴 上福茶店

6128 8105 優等 簡許秀琴 上福茶店

6129 8025 優等 簡許秀琴 上福茶店

6134 8308 優等 楊清琴

6150 8209 優等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2 8147 優等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4 8372 優等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6 8200 優等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58 8295 優等 林  備 幼林製茶廠

6162 8275 優等 陳旻儀 唐明皇茶葉有限公司

6163 8024 優等 陳宥任 品仲茗茶

6172 8253 優等 王麗華 好茶藝

6174 8259 優等 陳代成 好茶藝

6188 8269 優等 陳旻儀 唐明皇茶葉有限公司

6190 8140 優等 李洪謀 三川茶園

6204 8265 優等 林秉謙 一品茶業

6205 8004 優等 林秉謙 一品茶業

6211 8230 優等 葉怡君

6224 8114 優等 陳國仁

明　碼 密　碼 等　級 姓　名 製茶廠

6236 8368 優等 李禕舲 嵩村茶號

6240 8228 優等 李瑋舲 嵩村茶號

6243 8053 優等 李嘉舲 嵩村茶號

6244 8138 優等 李瑞楠 嵩村茶號

6245 8039 優等 李瑞楠 嵩村茶號

6247 8318 優等 張仴琴 峰麟山茶房

6258 8100 優等 邱宏仁 高帝園茶業

6279 8250 優等 蘇冠杰 甲子園茶行

6283 8073 優等 蘇冠杰 甲子園茶行

6289 8051 優等 陳信維 玖維茶業

6297 8103 優等 葉碧華 茗華園茶業

6306 8305 優等 官孟儒 官心茶

6307 8328 優等 官孟儒 官心茶

6308 8242 優等 郭政宗 冠壺茗茶

6309 8185 優等 陳惠如 鼎禾茶苑

6315 8038 優等 羅再村 椿豐茶業

6318 8207 優等 陳得卿 藝境香茶業

6321 8338 優等 陳泰順 陳泰順

6323 8089 優等 傅學能 惠德國際茶業有限公
司

6325 8346 優等 葉旭清 瑞峰大窯製茶廠百峰
好茶

6341 8071 優等 許銘益 利盈茶業

6347 8380 優等 李樂 樂菁茶業

6356 8307 優等 龔鈺婷 冷隆茶業

6359 8291 優等 葉佰俊 旺達人茶廠

6362 8066 優等 陳宥任 品仲茗茶

6364 8148 優等 陳宥杉 宗茗製茶廠

6366 8068 優等 陳宥杉 宗茗製茶廠

6371 8047 優等 連瑋民 百連香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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