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緹莉亞茶

Key to Exquisite 
Quality...



我們的故事

來自斯里蘭卡緹莉亞品牌成立於

2001 年。緹莉亞來自斯里蘭卡的

茶葉首都 - Nuwara Eliya 努瓦拉

艾莉亞。所生產的茶正是世界三大

名茶之一，地處熱帶的國家，夏季

平均氣溫約 35℃、冬季的平均氣

溫 30℃，我們的茶葉產區正是圍

繞著中央山脈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啜一口茶香發現茶的原味感動。

誰說健康不能品嘗美味呢 ? 你只需

要打開茶盒，就聞到從桃子、香草

到百香果和薄荷的香氣，釋放出每

種細膩香味，此香味就能誘惑感官

和胃口。

當你品嚐茶湯時，就能放鬆身心舒

壓的效果，細品此令人陶醉的味道

及放鬆平靜此美好時光。緹莉亞所

種植的茶葉及所挑選的茶葉均符合

雨林聯盟標準。

 

我們期盼有更多品茶愛好者，來品

嚐我們的茶葉，讓我們一起創造更

好的茶葉給消費者。

Key to Exquisite 
Quality...



泡茶流程

1. 挑選好的茶葉並正確計量   

2. 使用新鮮且沸騰的熱水  

3. 充足的浸泡時間           

4. 要倒出最後一滴茶水（黃金滴）

進行暖壺，向壺內注入少

量開水後輕輕轉動壺內的

熱水，暖壺後將水倒掉。

建議沖泡經典紅茶、調味

紅茶系列茶款 3 分鐘，綠

茶系列茶款 2 分半鐘，而

無咖啡因花果茶系列茶款

約 5 分鐘，可依個人口味

偏好再調整。

依茶壺的大小，用“可

侍茶人數加一”的原

則向壺內加入茶葉。

(每 2g 茶葉建議加 200-

250ml 水。)（黃金滴）

1 分鐘讓茶色呈現，1 分

鐘讓茶味散發，還有 1 分

鐘讓茶的精華充分釋放。

將茶漏擱置在茶杯上，緩

緩將茶壺內的茶湯倒杯。

將茶漏擱置回底座。

暖壺

沖泡

置茶

悶茶

濾茶

茶的藝術是世界各地發現的古老

而美麗的儀式。 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獨特的釀造方法。今天要您          

     體驗到喝茶的樂趣Tealia Tea



Ceylon Black(Loose Leaf)

緹莉亞錫蘭紅茶 (罐裝 ) 

CEYLON BLACK(Loose Leaf)
緹莉亞舒壓茶 (罐裝 ) 

SERENE (Loose Leaf)

純錫蘭茶是世界上最好的茶。

為了尋求完美的茶葉生長條

件，把茶種植在島上的肥沃的

山丘上，用純手採摘，自然加

工出最好的釀造茶葉。每當你

喝茶時，花一點時間品嚐微妙

的味道。

成份：錫蘭紅茶

規格：100 公克 x12 罐 / 箱

緹莉亞舒壓茶是一種混合花草

茶葉，甜美洋甘菊與芳香的薰

衣草芽以及其他花朵結合在一

起，它能讓一天緊張的一天，

創造了一個舒壓心情與放鬆的

一天。

成份：檸檬草、薄荷葉、

      薰衣草、洋甘菊

規格：100 公克 x12 罐 / 箱

緹莉亞帶給你在世界各地 每一片茶葉都是手

工挑選，以創造既美味又美麗的茶。 我們相

信一杯簡單的茶是放鬆美好旅程的第一步。 

我們邀請您在體驗時感到驚艷

風味茶葉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緹莉亞伯爵紅茶 (罐裝 ) 

GOVERNOR GREY(Loose Leaf)

緹莉亞覆盆子茶 (罐裝 ) 

RASPBERRY TRUFFLES 
(Loose Leaf)

由最好的錫蘭茶製成，用天然

香檸檬油混合茶包，品嘗一口

茶湯，可以放鬆心情，享有美

好時光。

成份：錫蘭紅茶、佛手柑香料

規格：100 公克 x12 罐 / 箱

茶葉在巧克力，覆盆子和奶油

的巧妙混合中放鬆你的感官。

這種誘人的甜點茶能讓讓你品

嘗生活和簡單的快樂。

成分：錫蘭紅茶，覆盆子，   

      巧克力香料

      奶油香料

規格：100 公克 x12 罐 / 箱

Pure Green(Loose Leaf)

緹莉亞經典綠茶 (罐裝 ) 

PURE GREEN(Loose Leaf)

綠茶擁有充滿了抗氧化劑和免

疫增強功效，茶包內的天然茶

葉在擁有自然的魔力，品嚐獨

特的味道和微妙的香氣，能放

鬆身心靈。

成份：錫蘭綠茶

規格：100 公克 x12 罐 / 箱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Ceylon Black

緹莉亞錫蘭紅茶 (茶包 ) 

CEYLON BLACK
緹莉亞香氛花茶 (茶包 ) 

GENTLE BLOSSOM

純錫蘭茶是世界上最好的茶。

茶葉是種植在島上的肥沃的山

丘上，清澈的空氣清新，用純

手工採摘，並自然加工釀造出

清晰的口感。每當你喝茶時，

花點時間想像並品嚐微妙的味

道。

成分：錫蘭紅茶

規格：2公克 x20 包 / 盒

      12 盒 / 箱

花茶茶包是一種花朵與茶葉的

混合，甜美洋甘菊與芳香的薰

衣草芽以及其他花朵結合在一

起，品嘗茶湯可以釋放緊張

感，創造了一個溫暖的呼吸，

讓溫柔的放鬆身心。

成份： 薰衣草、洋甘菊、

       菩提花

規格：2公克 x20 包 / 盒

      12 盒 / 箱

緹莉亞茶包以 3D 立體茶包包裝，讓

沖泡時能完全展開，釋放茶葉茶甘與

獨特的香氣，真是絕配。特別適合工

作忙碌或想偷得半日悠閒的您飲用。

風味茶包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緹莉亞經典綠茶 (茶包 ) 

PURE GREEN

緹莉亞覆盆子茶 (茶包 ) 

RASPBERRY TRUFFLE

綠茶擁有充滿了抗氧化劑和免

疫增強功效，茶包內的天然茶

葉在擁有自然的魔力，品嚐獨

特的味道和微妙的香氣，能放

鬆身心靈。

成份：錫蘭綠茶

規格：2公克 x20 包 / 盒

      12 盒 / 箱

茶葉在巧克力，覆盆子和奶油

的巧妙混合中放鬆你的感官。

這種誘人的甜點茶能讓讓你品

嘗生活和簡單的快樂。

成分：錫蘭紅茶，覆盆子，   

      巧克力香料

      奶油香料

規格：2公克 x20 包 / 盒

      12 盒 / 箱

SIGN UP FOR OUR NEWSLETTER

緹莉亞伯爵紅茶 (茶包 ) 

GOVERNOR GREY

由最好的錫蘭茶製成，用天然

香檸檬油混合茶包，品嘗一口

茶湯，就能輕鬆享有簡單時

光。

成份：錫蘭紅茶、佛手柑香料

規格：2公克 x20 包 / 盒

      12 盒 / 箱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品質檢驗認證
不含防腐劑
不含農藥殘留



台北總公司─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電話：(02)2298-1347  傳真：(02)2298-2263

台中營業所─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電話：(04)2359-2203  傳真：(04)2359-3911

高雄營業所─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電話：(07)397-0415   傳真：(07)397-0408

宜蘭辦事處─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 191 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蓮辦事處─花蓮市國福街 289 巷 168 弄 13 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846-3415

新竹辦事處─新竹市警光路 40 號

電話：(03)523-3068   傳真：(03)523-3013

嘉義營業所─嘉義市育人路 432 號

電話：(05)236-6298   傳真：(05)236-6297

台南辦事處─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 122 號

電話：(06)273-7250   傳真：(06)273-7251

無錫芝蘭雅─江蘇省無錫市錫山經濟開發區友誼北路312號

電話：0510-83774575  傳真：0510-83777471

潤富食品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 16 號志成工業大廈 2樓 A室

電話：+852 2342-6586 傳真：+852 2793-4586

馬來西亞子公司

5&7, Jalan Sepadu 25/123A, Sec 25, 40400 Shah Alam

電話：03-7499 3089   傳真：1700813619

泰國分公司

Tehmag Foods (Thailand) Co., Ltd

213/561 Soi Ladprao 94 (Panjamitr)Ladprao 

Rd.Pub-Pla Sub-District, Wangthonglang 

District, Bangkok 10310 Thailand

電話：662-530-9886   傳真：662 530-9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