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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3年，旗下有三個品牌 

ＳＩＮＣＥ 1983 ＳＩＮＣＥ 2014 ＳＩＮＣＥ 2018 



公司簡介 

設計、產銷合一 

36年茶器專業 勤貿實業成立於1983年，旗下有陶作坊、Ａurli、不二堂三
個品牌，累積36年的茶器具設計經營開發經驗，從第一把小
壺開始，至今已是華人地區知名專業茶器具創作品牌，在臺
灣及大陸約有50家門市，並且外銷世界各地。 

強調「以藝術的情懷，專業的素養，實用的考量，創造每一
件作品」，自有工廠整合上下游資源，可配合大企業，公司
行號、學校機關、政府單位或團體禮專案或大宗採購。 

專業客製服務 除現有庫存外，可提供專業客製服務  ex. 電刻、貼花、落款、
客訂製禮盒…等。客製交期依數量及客製內容另行確認。 

安心安全承諾 業界首創 ，壺破損  1 年內保證換新。（限陶作坊品牌） 

為確保安全性，所有原物料均通過SGS重金屬檢測，鉛、鎘
溶出未檢出，並投保3370萬產品責任險。 



定價1000  以下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9.5 (把手長) x6.6x7.5 cm 

容量：160 cc    重量：145g 

 
商品介紹 

透過高溫氧化與多重還原燒製歷程，淬鍊出世界第一個岩礦與
陶土融合的老岩泥岩礦咖啡杯。老岩泥岩礦富含礦石，手感更
貼近大自然，兼容活性碳、麥飯石之妙，豐富你熟悉的咖啡風
味輪體驗，引領品飲者體驗不同的咖啡風貌。一杯shot的經典
器型，給自己一個片刻的咖啡休息時間，沉澱完在出發。 

 

零售價：NT 650-990 (含稅)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交貨 

 

內釉 NT  650 

太初  NT  990 盤古  NT  750 

綠波  NT  750 

阡陌  NT  750 

老岩泥岩礦咖啡杯-內釉恣意杯 
(內釉/綠波/盤古/阡陌/太初)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12.5 （把手長） x9x8.5 cm 

容量：330 cc    重量：260g 

 
商品介紹 

透過高溫氧化與多重還原燒製歷程，淬鍊出世界第一個岩礦與陶
土融合的老岩泥岩礦咖啡杯。老岩泥岩礦富含礦石，手感更貼近
大自然，兼容活性碳、麥飯石之妙，豐富你熟悉的咖啡風味輪體
驗，引領品飲者體驗不同的咖啡風貌。溢杯器型為經典不敗之馬
克杯，為大眾最舒適品飲習慣，適合美式、拿鐵、卡布等做品飲。 

 
零售價：NT 850 (含稅)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交貨 

白色老岩泥滿溢杯   

(紅櫻/黑境/雲曜/浩瀚) 

紅櫻 NT 850 

雲曜 NT850 浩瀚 NT 850 

黑境 NT 850 



定價1000-2000  禮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杯子 8.4  (把手長) x 6.4 x 5.2  cm 

   盤子 12.4 x 2 cm 

容量：85 cc   重量：98 g 

 
商品介紹： 

透過高溫氧化與多重還原燒製歷程，淬鍊出世界第一個岩礦與陶
土融合的老岩泥岩礦咖啡杯。老岩泥岩礦富含礦石，手感更貼近
大自然，兼容活性碳、麥飯石之妙，豐富你熟悉的咖啡風味輪體
驗，引領品飲者體驗不同的咖啡風貌。濃縮咖啡的標準器型，杯
型稍微收口如同聞香杯，品飲接觸嘴唇面積小，品飲直接吞入喉
嚨，風味擴散較慢，而後感受喉韻較明顯。 

 
零售價：NT 1,050 (含稅) /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老岩泥岩礦咖啡杯-隨心杯盤組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 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185x90x90mm 

重量：230g  容量：340cc 

 
商品介紹 

全球首創結合不鏽鋼壺嘴和陶瓷壺身的複合媒材概念，陶器材質可軟化水
質，在手沖過程中同時擁有好水質，壺嘴注水流暢，適用各式手沖手法，
搭配可拆裝式設計，收納更方便。從設計、研發、生產、全程掌握關鍵技
術，擁有台灣、中國大陸及多國專利。 

 

◆ 黑陶：選自陶作坊經典黑釉，色澤溫潤，觸感如玉。 

◆ 老岩泥：透過高溫氧化與多重還原燒制歷程，淬煉出世界第一個岩礦與
陶土融合的老岩泥岩礦手沖壺。 

 

零售價：黑陶 NT 1,550 (含稅)/ 老岩泥 NT 1,650 (含稅)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確認訂單後1~2個月可出貨 

百鍊手沖壺    (老岩泥/黑陶)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規格：13.2(d) x9.6(w) x11.3(h) cm 

容量：330cc    重量：450g     

 
商品介紹： 

含有杯身、內膽、杯蓋三部分，內膽底部特殊的凹槽設計，可斜掛杯
口，瀝乾茶湯。 

 

零售價：NT 1,880 (含稅)／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 350 set 以下兩週可出貨) 

 
使用方式： 

1.請將茶葉置入內膽，放在中排孔處。半球型茶舖至排孔第一層，劍
片型及條索型茶舖至排孔第二層。 

(依個人喜好調整) 

2.以約90℃的水由中心往外注滿後蓋上蓋子，靜置約45至60秒。 

3.取出內膽，將架口放置杯緣上，並將蓋子倒置於桌上，喝茶時，再
將內膽置於蓋上即可。 

T-MUG  岩礦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規格：12.2(d) x12.2(w) x11.1(h) cm 

容量：300cc 重量：600g 

 
商品介紹 

含有杯身、內膽、杯蓋三部分，內膽底部特殊的凹槽設計，可斜掛
杯口，瀝乾茶湯。 

 

零售價：NT 1,65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 黑色350 set 以下兩週可出貨) 
 

使用方式： 

1.請將茶葉置入內膽，半球型茶舖至排孔第一層，劍片型及條索型
茶舖至排孔第二層。 

(依個人喜好調整) 

2.以約90℃的水由中心往外注滿後蓋上蓋子，靜置約45至60秒。 

3.取出內膽，將架口放置杯緣上，並將蓋子倒置於桌上，喝茶時，
再將內膽置於蓋上即可。 

黑 綠黃 

經典同心杯    (黑/綠黃) 



定價2000-3000  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11x9.2x8.8 cm 

容量：240cc  重量：224g 

 
商品介紹： 

細心考量現代人日常泡茶需求，以最簡易的方式完成泡茶的流程。壺頸
線條細膩易持握，壺身寬廣利於茶葉舒展，壺嘴出湯流暢斷水俐落。 

 

老岩泥經高溫淬火，色澤渾厚質樸，具有類似麥飯石結構活性炭質，可
使水質滑順，品飲口感格外甘醇甜美。散熱慢，聚溫性比陶與瓷更勝一
籌。 

 

適合重發酵或全發酵茶，如：滇紅、傳統鐵觀音、老茶、普洱茶等。 

 

零售價：NT 2,950 (含稅)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 200 pcs 以下兩週可出貨 ) 

老岩泥圓容三式易泡壺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尺寸：11.6x6.9x7.6 cm 

容量：140cc     重量：130g 

 
商品介紹： 

壺身小巧飽滿，壺把上揚，宜於用拇、中二指掐耳持壺，仕女用
之，格外優雅。 

 

陶作坊的陶品釉色，千變萬化，但始終維持一定質樸溫潤。陶的
坯土導熱係數中庸，對於豐富個性的茶種， 

可藉由沖泡引出其中韻味，適合茶湯色澤橙黃，味道醇合，半發
酵茶或部份發酵茶，如：臺灣烏龍茶、武夷岩茶等。 

 

零售價：NT 2,950 (含稅)／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 混色400以下兩週可出貨 ) 

 

紅黃 紅黑 黑 

大滿富壺   (黑/黑紅/紅黃) 



定價3000-4000  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陶瓷  產地：台灣 

 

尺寸/容量/重量： 

一式寬壺：˙13x8x8 cm/ 210cc / 120g 

二式茶海：10x7.5x8 cm/ 250cc/ 150g 

束杯x2：5.5x5.5x5 cm/ 50cc/ 50g 

鐵盒：19x12x10 cm 

柿子袋(藍雲)：14.5x14.5 cm 

茶巾(藍雲)：31x22.5 cm  

 
商品介紹： 

茶便當，滿足旅人的茗茶體驗，將美好茶席盛裝一盒貼心巧緻。
鐵盒上烙下書法家李叔同之筆的茶字，傳遞出雅致之韻，搭配上
仿銅鏽紋路之鐵盒設計，呈現帶有古意的歷史感。 

白瓷散熱快，適合茶湯清淡味香的不發酵茶與輕發酵茶。 

 

零售價：NT 3,080 (含稅) /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茶旅行 茶便當III 沁白瓷一式寬壺組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尺寸/容量/重量： 

滿富壺：9.4*6.9*6.2 cm/ 100cc/ 100g 

單品杯：6.6*6.6*3.1 cm/ 40cc/ 50g 

外盒：15.5*9*8.5 cm 

 
商品介紹： 

陶作坊的陶品釉色，千變萬化，但始終維持一定質樸溫潤。陶的
坯土導熱係數中庸，對於豐富個性的茶種，可藉由沖泡引出其中
韻味，適合茶湯色澤橙黃，味道醇合，半發酵茶或部份發酵茶，
如：臺灣烏龍茶、武夷岩茶等。 

 

 

零售價：NT 3,40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花好月圓 滿富壺禮盒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商品內含三把壺) 

 

尺寸/容量/重量： 

長112x寬67x高63mm /  80cc / 90g 

 
商品介紹： 

一支茶，三把壺，引出茶湯豐富面貌。品出三種細緻風味； 

 

獨家研發老岩泥胚土配方，以1,250度以上高溫進窯多次燒製，
三把壺皆有呈不同質地，品出三種不同的風味，滿足喝茶入門
與長期喝茶者的品飲樂趣。 

 

零售價：NT 3,58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以器引茶煉款(炎/燚/焱焱)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容量/重量： 

水平壺：11.2 x 6.7 x 6.3 cm/ 80cc/ 90g 

老岩泥杯(內釉)：5.7 x 5.7 x 3.5 cm/ 30cc/ 30g 

柿子袋(藍雲):13 x 13 cm 

茶巾(藍雲):31 x 22.5 cm  

木盒:15.3 x 9.8 x 8.3 cm 

 
商品介紹： 

茶便當，滿足旅人的茗茶體驗，將美好茶席盛裝一盒貼心巧緻。 

 

老岩泥六燒水平壺「焱焱」經過多次的高溫氧化、還原、多重
燒製現質地密實、聚溫性的差異，引出茶湯豐富面貌，尤為適
合輕發酵茶或不發酵茶。 

 

零售價：NT 3,58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 1.5個月可出貨 

茶旅行_迷你茶便當水平壺組(焱焱) 



定價4000-6000  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10.2 x 10.2 x 8.7 cm 

木盒：11.1 x 11.1 x 11.1 cm 

容量：170cc   重量：230g 

 
商品介紹： 

蓋碗又稱“三才碗”。所謂三才即：「天、地、人」。蓋子表天，
杯盤表地，碗則表人，蘊涵了古代哲人：『天為蓋、地載之、人
育之』化育萬物之思惟。 

 

老岩泥材質原始樸拙親和的外表下，經高溫淬火，色澤呈現窯變
的拙趣，渾厚質樸，富含礦石即石英土坯，經高溫氧化還原燒製，
具類似麥飯石結構活性炭質，使水質滑順，品飲口感格外甘醇甜
美。呈現顆粒狀的胎質，散熱慢，聚溫性比陶與瓷更勝一籌。適
合重發酵或全發酵茶，如：滇紅、傳統鐵觀音、老茶、普洱茶等。 

 

零售價：NT 4,60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老岩泥蓋碗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一式易泡壺：10x8.3x9.3 cm/ 250cc/ 250g 

中品杯：6.2x6.2x7.3 cm/  130cc/ 120g 

易泡盤：21.2x14.1x1.3 cm/ 600g 

  
商品介紹 

易泡壺，是為繁忙的現代人所設計的簡便茶器具組。壼嘴附濾網
設計，傾倒方便。壺頸的海草環，防滑隔熱不燙手。搭配濡茶盤，
是簡化後的泡茶器具。 

 

當千頭萬緒的工作暫息，一點閒暇時光，就用易泡壺沏一壺茶。 

不需要太多準備，一壺，一承，一對小杯，好茶信手可得。 

 

零售價：NT 4,15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一式易泡壺組+中杯組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壺：11x8x8 cm/150g/170cc 

海：10.5x7.5x7 cm/160g/220cc 

壺承：17x17x50 cm/690g/600cc 

杯： 6.5x6.5x3.5 cm/40g/40cc 
 

商品介紹 

靚白的質感呈現，來自匠師對於釉料配方、溫度、及上釉技法
的掌握。釉料中含天然礦物，經約1210度高溫窯燒後，使得霧
面質感的白色釉彩中，隱隱閃爍結晶光澤。壺身圓滿有型，壺
鈕握捏好拿，壺把上勾形的貼心設計，可在出湯時使壺蓋較為
穩定不易掉落。 

陶作坊陶製茶具，導熱溫和，使茶葉漸次伸展，適合半發酵與
部分發酵茶。 

 

零售價：NT 5,75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滿好壺9件組(靓白) 



定價6000-8000  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陶瓷 

產地：台灣 

尺寸：14.6X9.4X9.2 cm 

容量：350cc    重量：320g 

 
商品介紹： 

致敬大宋汝窯，重現雨過天青經典之氣，粉青雅壺溫厚內斂，欲滴如
玉的美麗潤澤，展現單色多層次的釉色美，寧靜中散發人文氣質。 

 

懷汝瓷質散熱快，適合茶湯清淡味香的不發酵茶與輕發酵茶。如：龍
井、綠茶、包種茶及臺灣清香型烏龍茶等。 

 

零售價：NT 6,200 (含稅)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300 pcs以下兩週可出貨) 

 

懷汝壺-粉青 



商品規格： 

材質：陶瓷 

產地：台灣 

滿心壺：10.6X7.4X5.9 cm/ 140cc/ 130g 

小茶海：7.1X6.6X6.2 cm/ 130cc/ 100g 

品茗杯x2：6.6X6.6X3.1 cm/ 40cc/ 50g 

 
商品介紹： 

「親子美好茶器組」器型玲瓏巧小、簡約設計，適合居家親子喝茶
趣，透過喝一杯茶，親子同樂共享天倫樂。 

 

陶作坊的陶品釉色，千變萬化，但始終維持一定質樸溫潤。陶的坯
土導熱係數中庸，對於豐富個性的茶種，可藉由沖泡引出其中韻味，
適合茶湯色澤橙黃，味道醇合，半發酵茶或部份發酵茶，如：臺灣
烏龍茶、武夷岩茶等。 

 
零售價：NT 6,370 (含稅)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親子美好茶器組 



商品規格： 

材質：懷汝   產地：台灣 

小梨型壺：10.6x7.3x7.6 cm/ 120 cc / 160g 

天青右茶海：9.7x6.8x5.7 cm/ 160cc /130g 

天青小品杯：5.4x5.4x3.1 cm / 30cc /40g 

茶巾(藍雲)：31x22.5 cm 

杯套(藍雲)：14.5x14.5 cm 

木盒：20.5x13x11 cm 

 
商品介紹： 

茶便當，滿足旅人的茗茶體驗，將美好茶席盛裝一盒貼心巧緻。外
盒為梧桐木原色及天然木紋肌理，搭配棕色綁繩呈現古意，輕巧便
攜。致敬大宋汝窯，重現雨過天青經典之氣，懷汝瓷質散熱快，適
合茶湯清淡味香的不發酵茶與輕發酵茶。如：龍井、綠茶、包種茶
及臺灣清香型烏龍茶等。 

 

零售價：NT 6,980 (含稅) /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茶旅行 木茶便當 墨韻知己小梨壺組 



 
商品規格： 

材質：岩礦 

產地：台灣 

尺寸：11.1x8x8 cm 

木盒：15 x 15 x 14 cm 

容量：170 cc 

重量：163g 
 

商品介紹： 

四方以金水描金蓋鈕，蓋內浮雕宋徽宗瘦金體之「福」字，內
蘊帝王尊貴，意涵迎財納福，也象徵著金水描蓋，引入金銀財
寶。壺身輪廓圓潤飽滿，容量小巧，適合居家、外出沏茶品茗，
日日承載豐盛富泰。老岩泥原始色澤呈現窯變拙趣，渾厚茶香
在綿密氣孔中醞釀，適於重烘焙茶、全發酵茶。 

 

零售價：NT 7,100 (含稅) /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岩礦款旺福紀念壺 



定價8000  以上禮贈品選擇 



商品規格： 

材質：懷汝 

產地：台灣 

尺寸：11.2X8.2X7.8 cm 

木盒：15 x 15 x 14 cm 

容量：180cc 

重量：175g 
 

商品介紹： 

四方以金水描金蓋鈕，蓋內浮雕宋徽宗瘦金體之「福」字，內
蘊帝王尊貴，意涵迎財納福，也象徵著金水描蓋，引入金銀財
寶。壺身輪廓圓潤飽滿，容量小巧，適合居家、外出沏茶品茗，
日日承載豐盛富泰。懷汝瓷質散熱快，適合茶湯清淡味香的不
發酵茶與輕發酵茶。 

 

零售價：NT 8,050 (含稅)  / pcs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懷汝款旺福紀念壺 



商品規格： 

材質：陶器 

產地：台灣 

壺：12x7.5x8.5 cm/ 190cc/ 140g 

海：10x9x8.5 cm/ 240cc/ 160g 

杯(兩入）：5.5x5.5x5 cm/ 40cc/ 50g 
 

商品介紹 

「佇在」系列陶品歷經淬鍊，質感不再只是追求勻稱圓滑，而著眼於
自在從容，鐵斑體現匠師的韻味靈思，坯體、釉彩汲取自然風貌，沉
澱靜謐素樸。 

 

「秋色」釉彩擷取自然之風、秋意豐和之色，隨意巧妙，平添茶席天
地之色；以化妝土鋪陳陶器底蘊，輔以不同釉厚、刷色等技法表現，
讓每一個茶器都獨一無二。 

 

零售價：NT 9,200 (含稅) / set   大宗優惠價請洽業務報價 

 

Lead Time : 

確認訂單後1.5個月可出貨 (100 set 以下兩週可出貨) 

佇在-秋色系列 



安心安全 

★安心服務：陶作坊之產品自購買日起一年內，若有破損不需任何理由，只需同時持「保固
卡」及「破損壺」至陶作坊門市，即可免費更換同款同色系商品乙次。 

 

★安全產品：所有品項原物料皆通過SGS重金屬檢測，鉛、鎘溶出未檢出，並 投保3370萬
產品責任險。 



Thank you. 

商品報價請洽 
 
勤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喬璽 Emily Chen 
 Phone: 02-2692-6886 ext.7007 Mobile:0909108280    
 E-mail: aurlia55@aurlia.com.tw 
 
杜慶文 Kevin Duh       
Phone: 02-2692-6886 ext.6315  Mobile: 0922786125   
E-mail: aurlia08@aurli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