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香茶艺留香茶艺留香茶艺留香茶艺 - 团体成立年表团体成立年表团体成立年表团体成立年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团体名称团体名称团体名称团体名称    

1990 留香茶藝成立 

1991 成立了留香茶友會 

1991-9 成立了金聲茶藝俱樂部 

1991-11 成立芽籠東區的老人之家茶藝俱

樂部 

1992 創立新加坡茶藝聯誼會 

1992-4 成立尚育茶藝俱樂部 

1992-8 成立宏茂橋茶藝俱樂部 

1993-8 成立武吉知馬茶話會 

1994-6 成立惠安公會茶藝俱樂部 

1994-9 成立大巴窰茶話會 

1995-5 成立大巴窰中居委会茶藝俱樂部 

1996 成立三巴旺茶藝俱樂部 

1996 成立南洋茶藝俱樂部 

1996 成立布莱德岭茶艺俱乐部 

1997 成立巴耶礼茶艺俱乐部 

1997 創立新加坡国际无我茶会 



 

留香茶艺活动年表留香茶艺活动年表留香茶艺活动年表留香茶艺活动年表 
 

日期 活动项目/内容 地点 

1992-12-6 茶友会--主辦“庙之旅”  

1992-12 茶艺示范 义安理工学院 

1992-12-13 陈素贤茶友谈“出席香港茶艺比赛

心得”  

宏茂桥联络所 

1992-12-18 茶友会主辦—“摄影心得” 讲座 金声联络所 

1992-12-20 主辦茶艺讲座—“漫谈武夷茶” 一壶轩 

1993-1-31 留香茶艺—“新春团拜” 芽笼东老人之

家  

1993-3-2 茶艺讲座及示范 新加坡教育学

院 

1993-3-12 茶友会主辦—“金马仑高原茶之

旅” 

 

1993-3-14 茶艺讲座及示范 公教中学 

1993-3-16 茶艺讲座及示范 勿洛南联络所 

1993-3-19 茶艺讲座及示范 芳邻公园联络

所 

1993-6-4 协辦“姓名学”讲座 金声联络所 

1993-6-19 茶艺示范暨--“粽子品尝话端午” 武吉知马联络

所 

1993-6-25 茶艺示范暨--“地方戏曲” 金声联络所 

1993-6-25 茶艺讲座及示范--“各有千秋说华

语” 

武吉知马联络

所 

1993-6-27 茶友会主辦—“云南茶会” 留香茶艺馆 

1993-8-1 成立“武吉知马茶话会” 武吉知马联络

所 

1993-8-7 主辦“现代茶艺暨各民俗茶艺示

范” 

乌节坊 

1993-9-20 主辦“茶叶,茶具展卖会” 乌节坊 

1993-9-24 协辦“中秋联欢” 宏茂桥联络所 

1993-9-25 “话茶庆中秋”茶艺示范 摩棉联络所 



 

1993-9-25 “品茶庆中秋”茶艺示范 晋江会馆 

1993-9-25 主辦壶友会 留香茶艺馆 

1993-10-3 与茶联合办—“泛舟品茗迎秋月” 

是茶人们首次举办的户外活动当日

出席佳宾欧进福博士与夫人刘蕙霞

博士及茶友两百二十八位,除品茗

赏月还有射灯迷,相声,最难得的是

国宝级的仁宝贤先生亦来了一段即

兴说书. 

新加坡海港 

1993-10-26 协辦“客家擂茶示范” 宏茂桥联络所 

1993-12-11 主辦“漫谈收集古玩的乐趣” 讲

座 

留香茶艺馆 

1994-1-8 東京留香茶藝舘開幕 日本東京 

1994-1-15~ 

1994-2-18 

主辦春節茶藝活動—云南三道茶,

工夫茶, 泡沫紅茶  

留香茶艺馆 

1994-1-30 主辦茶友探訪老人之家— 

“泡茶品茗與老人家 敘舊迎新

春” 

陽光養老院 

1994-2-3 主辦“葉群個人畫展” 留香茶艺馆 

1994-2-20 協辦“迎春接福享魚生,撈起聲中

慶丰年” 

茶聯主辦 

烏節坊 

1994-3-10 茶友會主辦“瀑布之旅” 関丹島 

1995-2-12 協辦“新春团拜及百种茶展” 茶

聯主辦 

Orchard Piont 

1995 協辦“新加坡建国 30 周年纪念茶

会” 茶聯及里千家联辦 

New Otani 

Hotel 

1996-3-23 協辦“歌乐茶韵”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1996 協辦“壶里乾坤”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1997-1 受邀出席“坪林茶叶博物馆开幕” 

茶艺表演 

台湾坪林 



 

1997-2 受邀出席  “97 茶与生活展” 台湾高雄 

1997-2 联辦“新春团拜” 茶聯主辦 惠安公会 

1997-4-26 联辦“台湾茶之旅” 茶聯主辦 

“文山包种茶制作“ 

台湾新竹 

南投 

冻顶山 

坪林 

台北 

猫空 

莺歌 

高雄 

台南 

1997-10 受邀出席“第六届国际无我茶会” 台湾 

1998-3-8 联辦“华族文化节陶土茶具展暨无

我茶会” 茶聯主辦 

圣淘沙及 

宏茂桥联络所 

1-8-1998 联辦“武吉知马茶话会 5周年纪念

茶会”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10-1998  受邀出席“第六届国际茶文化研讨

会” 

中国浙江 

1999-5 协辦“琴棋书画” 惠安茶艺俱乐

部主辦 

惠安公会 

1999-10 受邀出席“第七届国际无我茶会” 中国浙江 

2000-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0-4-11 主辦“新加坡建国 35 周年 

暨留香茶艺 10 周年纪念茶会” 

亮阁购物中心 

2000-10 协辦“新加坡茶艺精神研讨会暨无

我茶会” 布莱德岭茶艺俱乐部主

辦 

布莱德岭民众

俱乐部 

2001-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1-10 受邀出席“第八届国际无我茶会” 日本 

2002-1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日本东京华泰

茶庄 

2002-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3-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3-8 主辦“第四届全国茶艺比赛” 亮阁购物中心 

2004-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4-3 受邀出席  “首尔茶艺展”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韩国首尔 

2004-4 主辦“台湾茶之旅” 

“文山包种茶制作“ 

台湾新竹 

南投 

冻顶山 

坪林 

台北猫空 

莺歌 

2004-5 受邀出席  “棉兰茶艺协会周年纪

念暨茶艺比赛” 

印尼棉兰 

2004-8 主辦“第九届国际无我茶会” 

及“第一届茶席摆设展” 

新加坡 

2004-10 主辦“福建茶之旅” 

“武夷岩茶制作” 

福建武夷 

政和 

安溪 

福州 

2005-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5-4 主辦“太湖茶之旅” 

“龙井及碧螺春茶制作” 

江苏洞庭 

无锡 

宜兴 

湖州 

浙江顾渚 

杭州 

上海 

2005-7 受邀出席“第九届国际教师协会”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Orchand Hotel 

2005-10 主辦“云南茶之旅” 勐海 

景谷 

大理 

丽江 

香格里拉 

2005-10 受邀出席 “第十届国际无我茶 中国福建武夷 



 

会” 

2005-11 受邀出席“台湾之夜” 茶艺讲座

及茶艺表演 

Congrad Hotel 

2006-2 主辦“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6-3 受邀出席  “茶叶博物馆开幕” 

茶艺表演 

韩国 

2006-4 主辦“潮州茶之旅” 

“柚子香单丛茶制作“ 

福建 

广东潮州 

厦门 

2006-5 主辦“台湾茶之旅” 

“冻顶乌龙茶制作“ 

台湾新竹 

南投 

冻顶山 

坪林 

台北猫空 

莺歌 

2006-5 受邀出席  “台湾第一届天下名茶

评比” 

台湾台中 

南投 

2006-7 受邀出席 “台湾第一届天下名茶

评比” 

茶艺表演 

台北环亚大饭

店 

2006-9 受邀出席 “台北茶文化博览会” 

The Taipei Tea Culture Expo 

“茶艺表演及马来竹筒乐表演” 

台湾台北小巨

蛋 

 

2006-11 受邀出席  “第四届名茶评比”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香港 

2007-1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日本东京华泰

茶庄 

2007-1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日本大阪 

2007-2 新春团拜“” 亮阁购物中心 

2007-4-8 主辦“台湾茶之旅” 

“冻顶乌龙茶制作“ 

台湾新竹 

南投 

冻顶山 

坪林 



 

台北猫空 

莺歌 

2007-6-17 主辦“茶席摆设照片展及茶艺表

演”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2007-6-17 受邀出席“庆端午包粽子比赛”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2007-6-22 受邀参加 “客家人与茶”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台湾新竹新科

大学 

2007-6-25 主辦茶之旅“东方美人茶制作“ 台湾新竹 

2007-7-1 主辦茶之旅“马来西亚金马仑红茶

“ 

马来西亚金马

仑高原 

2007-8-26 茶艺讲座及茶艺表演 武吉知马民众

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