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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抹茶屬於日本茶飲，「近幾年受到文化交流影響，抹茶逐漸深受消費者喜

愛，在台灣抹茶銷量每年以 10%的比例成長」（華人健康網，2017），且抹茶甜

點店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台灣各地，無論是傳統的抹茶，或是將抹茶融合甜

點裡的特色餐點，在目前深受年輕消費族群的喜愛，本研究選擇近期臺中熱門

打卡地點—三星園，希望透過研究消費者選擇抹茶甜點的原因，來作為本研究

的主題，在傳統苦澀的抹茶中，嚐出歷史悠遠的三星園甘甜滋味。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研究動機，整理出下列四項研究目的： 

 

（一）瞭解抹茶簡介 

（二）分析抹茶業者—三星園之 SWOT 分析 

（三）瞭解大眾對抹茶的認知 

（四）探討大眾選擇抹茶甜點的選擇原因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透過網路資訊及書籍資訊蒐集相關資料，並加以統整。 

（二）問卷調查法：採用網路問卷、紙本問卷，不記名方式請消費者填寫。 

（三）SWOT 分析：以 SWOT 分析臺中三星園抹茶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研究） 

確定研究主題   2016.09.03至2016.10.09 

上網蒐集資料   2016.10.13至2016.11.20 

相關文獻探索   2016.11.25至2016.12.28 

問卷設計調查   2017.01.16至2017.03.30 

統整問卷及結果  2017.04.03至2017.06.01 

結論分析與建議  2017.07.13至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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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抹茶概述 

 

（一）抹茶的歷史 

 

抹茶起源於中國隋朝，在唐朝、宋朝達到頂峰，而「『抹茶』於九世紀末

隨日本遣唐使進入日本，被日本人民所接受並推崇，發展成為今天的日本茶

道。」（林可可，2016），茶道是一種對客人禮貌的象徵，茶道中的規矩及技巧

極為重要，且抹茶也是極具代表性的日本茶之一。此外，「抹茶是最健康的飲

品，含抗氧化劑和胺基酸，可提高代謝率、降低膽固醇；比含咖啡因飲料，

抹茶更溫和健康！」（克里斯汀貝利，2016）。 

 

（二）抹茶的製作方式 

 

「不是任何茶葉磨成粉，就能稱抹茶。抹茶粉是整片茶葉研磨而成，營

養攝取上，比其他種類茶葉更完整。」（宛家禾，2016）過程中的蒸青、揉捻、

拔莖和乾燥等工序，是決定抹茶品質好壞的關鍵，日本擁有抹茶的製作技術，

讓茶道成為日本獨特的文化。而擁有高品質茶葉的台灣，也開始學習抹茶製

作的工法與秘訣，「台灣出產的抹茶，儼然成為日本抹茶的最大勁敵」（光量

蔬食網，2016），純抹茶入口時，有些微苦澀，但感受到清新茶香。 

 

 

圖二：採收後蒸菁 

（圖二來源：Jbentea。2016 年 5 月 15 日，

取自：https://goo.gl/fbLVXo） 

 
圖三：蒸菁後揉捻 

（圖三來源：夫子。2016 年 5 月 15 日，取

自：https://goo.gl/Movps9） 

 
圖五：低溫研磨 

（圖五來源：信億茗茶莊。2016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s://goo.gl/bVAvCa 

 
圖四：採收後蒸菁 

（圖四來源：喜堂。2016 年 5 月 15 日，取

自：http://bit.ly/2iYaGCB） 

https://goo.gl/fbLVXo
https://goo.gl/Movps9
https://goo.gl/bVAvCa
http://bit.ly/2iYaG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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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抹茶製作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製作） 

二、抹茶業者—三星園 

 

（一）三星園簡介 

 

 

圖七：三星園家徽 

（資料來源：本團隊自行拍攝） 

三星園為最近台中火紅的打卡聖地，是一

間帶有濃厚日式風格的抹茶甜品專賣店，台中

西區館前店，更是以宇治商船的船形建築吸引

了許多消費者。日本傳統的抹茶是由京都府宇

治地區所產茶葉製作，「在日本京都與制式已有

五百多年歷史的三星園抹茶。」（Taipei walker，

2016）其「三星園抹茶總店的家徽有茶園、茶

農園意思」（La vie，2016），而傳統抹茶結合創

意變成了特色抹茶甜點，其中「將軍的眼淚是

三星園招牌，征戰沙場的幕府將軍吃了後，熱

淚盈眶，抹茶霜淇淋口感綿密，搭配紅豆白玉。」

（楊為仁，2014）。 

 

（二）三星園甜點 SWOT 分析 

 

「SWOT 分析稱為市場情勢分析，是策略管理重要工具，了解企業內部

分析的優勢及劣勢；企業外部分析的機會和威脅」（張朠紹，2016）。本研究以

SWOT 分析臺中三星園抹茶甜點業者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圖八：抹茶甜點業者之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製作） 

 

優勢（Strengths） 

裝潢具獨特性 

甜點的產品多精緻化 

抹茶為健康純天然的飲品 

 

劣勢（Weaknesses） 

抹茶甜點價格偏高 

外在業者競爭對手多 

抹茶特有口味並非人人能接受 

機會（Opportunities） 

領先同業具創新力 

發展機會高符合現代人喜愛嘗鮮特性 

與知名企業置入性行銷，提高知名度 

 

威脅（Threats） 

成本不易控制 

產品類型雷同相似度高 

易被同業抄襲易被模仿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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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調查 

 

（一）資本資料 

 

1、性別 

 

根據本研究得知，三星園抹茶甜點受訪者女性佔 69%；男性占 31%，

由此可知，偏好抹茶產品以女性佔絕大多數。 

 

表一：受訪者性別 

性別 

男生 女生 

31% 69%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2、年齡 

 

根據本研究得知，18 歲以下受訪者佔 55%，由此得知三星園抹茶甜

點頗受年輕人青睞。  

 

表二：受訪者年齡 

年齡 

18 歲以下 19-25 歲 26-30 歲 31-40 歲 41 歲以上 

55% 14% 7% 11%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3、受訪者職業 

 

  根據本研究得知，受訪者族群學生佔 39%，其餘商佔 26%，工佔 25%，

由此得知三星園抹茶甜點較受學生族群喜愛。 

 

表三：受訪者職業 

 受訪者職業 

軍公教 工 商 農 服務業 學生 其他 

10% 25% 26% 0% 0% 39% 0%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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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訪者平均月收入 

 

根據本研究得知，學生佔多數，因此 20,000 元以下為大部分消費者

較可接受之價格範圍。 

 

表四：受訪者平均月收入 

受訪者平均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20,001~35,000 35,001~50,000 50,001~60,000 60,001 元以上 

63% 19% 8% 2% 8%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5、受訪者教育程度 

 

根據本研究得知，高中及高中以下學生佔了約 61%，喜愛抹茶甜點

的族群學生佔多數。 

 

表五：受訪者教育程度 

受訪者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 大學以上 

23% 38% 26% 8%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6、食用過抹茶次數 

 

根據本研究得知，多數消費者皆有食用過抹茶的經驗，且頻率偏高。 

 

表六：受訪者食用過抹茶次數 

食用過抹茶次數 

不曾食用 1-2 次 3-5 次 6 次以上 

2% 35% 22% 36%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7、何處接觸抹茶甜點 

 

根據本研究得知，多數消費者在三星園接觸抹茶甜點的機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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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受訪者何處接觸抹茶甜點 

何處接觸抹茶甜點 

三星園抹茶 抹茶沙龍 明森宇治 只園抹茶 路地氷の怪物 其他 

40% 2% 8% 5% 8% 37%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8、接受價格 

 

根據本研究得知，消費者普遍可接受的價格為 200 元以下，可接受

的大約有近 90%，由此可知，受訪者可接受的價格與三星園訂定之價格

相符。 

 

表八：受訪者可接受價格 

可接受價格 

100 以下 101-150 元 151-200 元 201-250 元 251 以上 

22% 38% 25% 8% 5%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二）抹茶的基本認知 

 

根據本研究得知，約 50%的消費者普遍都知道抹茶的製作方式，然而

卻有 45%的消費者對於抹茶相關產品不熟悉。此外，本研究得知近 7 成的

消費者無法分辨抹茶及綠茶的差別。 

 

表九：受訪者對於抹茶的基本認知 

消費者對抹茶的基本認知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清楚抹茶的製

作方式 
10% 29% 41% 11% 6% 

對抹茶及相關

產品很熟悉 
3% 4% 46% 34% 12% 

抹茶與綠茶兩

者間的差別 
1% 4% 25% 36% 31% 

明確說出抹茶

的優點 
1% 11% 48% 23% 14% 

抹茶具有高營

養價值 
2% 4% 46% 34%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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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三星園抹茶甜點的選擇原因 

 

根據本研究得知，近五成消費者不認為甜點名稱、圖示、口味及所搭

配配料會影響其選擇意願。但相較而言，影響消費者選擇抹茶甜點以「拍

照好看」較為重要因素，根據本研究得知，普遍消費者都會以抹茶甜點拍

照起來好看為原因去做選擇，約佔五成。 

 

表十：受訪者選擇原因三星園抹茶甜點 

對三星園抹茶甜點的選擇原因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抹茶甜點的名稱 3% 7% 37% 41% 8% 

菜單上的圖示 3% 7% 37% 41% 8% 

抹茶口味的濃淡 1% 3% 23% 47% 22% 

抹茶與其他配料

的搭配 
1% 2% 26% 43% 23% 

拍照起來好看 3% 8% 40% 33%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 

 

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抹茶歷史 

 

抹茶起源於中國隋朝，在唐朝、宋朝達到頂峰，而「抹茶」於九世紀

末隨日本遣唐使進入日本；而抹茶在製作過程中的蒸青、揉捻、拔莖和乾

燥等工序，是決定抹茶品質好壞的關鍵，但其製作技術以日本最為精熟，

讓茶道成為日本獨特的文化，進而流傳至世界各地。 

 

（二）消費者對抹茶的認知普遍不足 

 

根據本研究顯示，近 50%的受訪者熟悉抹茶，可以輕易地舉出優點，

並知道抹茶具有營樣價值，但相反，仍有一半以上受訪者無法分辨抹茶和

綠茶的差別；普遍九成以上的消費者不了解抹茶與綠茶的差別，並且無法

得知抹茶的優點及營養價值，更無法深入了解抹茶帶給人體的好處，其實

抹茶健康且天然，受女性族群喜愛，是近期特色甜點、飲料或冰品的發展

趨勢，抹茶特色甜點產品以精緻化為主，符合現代人喜愛嚐鮮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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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抹茶甜點價格及影響消費者選擇的原因 

 

根據本研究得知，喜愛抹茶甜點的族群以女性學生佔多數，食用過抹

茶甜點的次數相對多次；超過 80%的消費者可以接受的抹茶甜點價格為

200 元以下，本研究主題三星園抹茶甜點的價格都落在 200 元以下，價格

部分深得各消費者的期望；由於三星園抹茶原料由日本進口標榜天然健康

的抹茶，造成抹茶成本偏高，導致銷售價格相對較高，而根據本研究得知，

此原因仍是很重要的關鍵，因消費族群多為學生，消費能力並不高 

 

此外，根據本問卷統計得知，另一影響消費者選擇抹茶甜點的原因，

為業者的行銷方式，現今近五成的消費者選擇抹茶甜點以「拍照好看」為

主要原因，是值得業者參考的行銷方向。 

 

二、研究建議 

 

（一）製作文宣資料以提升消費者對抹茶的基本認知 

 

根據本研究得知，有超過八成的消費者不清楚抹茶含有豐富的營養

價值，建議業者可製作文宣產品來向消費者展示、說明抹茶的營養與價

值，讓消費者更深入了解抹茶，此外，若消費者希望了解店內抹茶甜點

產品的製作方式，可透過開放式廚房讓消費者清楚看到抹茶甜點的製作

過程，除可吸引消費者目光進一步有消費意願外；更可讓業者使用有獎

徵答來與顧客互動，吸引買氣。 

 

（二）提高消費者注意力的附加價值 

 

調查結果發現，消費者普遍都對抹茶有基本的認識，但有四成的消費

者不清楚抹茶的製作過程甚至是甜點的製作過程，因此我們建議業者可以

增加抹茶甜點製作的體驗手作活動，可結合親子來做互動，讓消費者不但

清楚知道抹茶甜點製作方式，也可放心食用，增加業者的產品真實性，與

價值性，進而增加來客數及買氣。 

 

（三）舉辦拍照打卡活動，增加來客數 

   

現代人喜歡把自己所到之處與親朋好友分享，而根據本研究得知，

超過五成的消費者會因為拍照好看與否去進一步選擇餐點或用餐場所，

建議業者可針對此部分進行促銷優惠，例如：凡到店內消費，拍照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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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享有打折扣或買一送一之優惠，可提升消費者進一步光顧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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