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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宋代(960-1279)是中國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在政治體制、經濟結

構、社會階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許多異於前代的部分。1在經濟方面，

南方的經濟生產力提高，南北地區的差異和分工造成了大量的物資流

通，促成商業和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促進了宋代城市的發展，城

市人口增加迅速，也增進了城市對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為了

供應這些需求，每個地區針對其地區的地理條件，發展出自己的特產，

銷售到全國各地。北宋太平老人所做之〈袖中錦〉列舉許多當時天下

第一的商品：「洛陽花、建州茶、蜀錦、定磁、浙漆、契丹鞍、夏國劍、

福州荔眼、溫州桂」。2每樣商品，如花、茶、錦等，都有一個當時人

公認的最佳產地。這些特產是如何取得人們的青睞？對於生產地區的

經濟發展會有什麼樣的幫助？又如何運銷到各地？探究出這些細部的

情形，對於宋代商業繁榮、全國性市場形成過程等概念能產生更具體

的圖像。 

                                                      
  1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劉俊文 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

冊1(北京：中華書局，1993)，頁10-18。 
  2 太平老人，《袖中錦》，〈天下第一〉，收在曹溶 輯、陶樾 增訂，《學海類編》(揚州：江
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4)，第7冊，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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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選擇「建茶」這一特產做為主要研究的對象，因為茶葉在

宋代成為一項生活的重要物品，而建茶是茶葉當中的佼佼者。韓明士

(Robert Hymes)指出，大部分的中國人在唐以前以小麥為主食，以酒為

飲料，但在宋代後，米跟茶成為主要的食物與飲料。3水野正明也從宋

代宮廷、士大夫、都市市民、鄉村村民和寺觀等各階層中，探討了飲

茶習慣的普及情形，認為飲茶習慣自唐後半期開始在一般的社會生

根，到了宋代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4茶的產地主要位於南方和四

川，而北方人民由於逐漸養成了飲茶習慣，但北方茶葉生產量不多，

必須倚靠南方茶葉。藉由這類南方特產的北送銷售，可以獲得大量的

利潤。宋代政府便靠著控制東南地區茶葉的專賣向商人抽取了大量的

茶利，用以維持北方邊區的軍備和各種開支；另外藉由西北川陝地區

茶葉的專賣，向外族購取良馬，提供戰爭的需要。商人也藉由「入中」

的措施，運送糧草到邊區，換取「茶引」，再利用茶引換來大量茶葉銷

售，賺取不少利潤。 

  建茶如何在眾茶葉中脫穎而出，運銷到各地，是一個有趣且複雜

的問題。其中牽涉到「生產」、「運銷」與「消費」三方面，可以看到

其對「生產者」、「政府」、「商人」與「消費者」的影響。 

二、 相關研究回顧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牽涉到「茶文化」、「茶葉經濟」以及「交

通運輸」方面的相關研究。茶文化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清楚茶在中國

 
  3 Robert Hymes,“Song China, 960-1279,” 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 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 (Armonk: M. E. Sharpe, 1997), p. 337.王利華也提到中

國中古的華北地帶經歷了一場飲料的革命，除了酒類的生產與消費的變化外，另外一項重點便

是飲茶的興起與普及，飲漿的逐步衰微，參看：王利華，《中古華北飲食文化的變遷》（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244-286。 
  4 水野正明著，許賢瑤 譯，〈宋代喫茶法的普及〉，收入：許賢瑤譯，《中國古代喫茶史》(台

北：博遠，1991)，頁11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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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對於探討建茶成名的原因有所幫助。茶葉經濟的

研究，有助於釐清建茶在生產和運銷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交通運輸

的研究對於瞭解建茶往市場運輸的路線和過程有相當的幫助。 

(一) 茶文化研究 

  茶文化研究主要是研究飲茶文化的相關知識，以及人們日常的飲

茶生活，探討飲茶如何成為人生活中的一部份和其影響。如布目潮渢

〈綠芽十片〉與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中探討了關於飲茶的起源的許

多說法，包括飲用起源說、食用起源說、藥用起源說、少數民族起源說，

從中可以瞭解中國人喝茶的原因。5

  余玥貞的《唐宋時期的茶知識與飲茶文化》旨在處理唐宋時期人

們的飲茶知識。6她從當時代各方面的知識，探討茶在當時的定位。繼

而探究各茶書中的相關內容，理解當時人們對茶的認識、重視茶或飲

茶的哪些面向。最後將重心放在中國古代的人們發現茶和懂得利用茶

後，到唐宋時期這段漫長的時間裡，茶與人們生活逐漸揉合的過程。

作者認為，飲茶到了宋代之後，普及到人們日常生活中，不僅只是做

為飲料，而且帶有休閒與賞心樂事的特性。 

  沈冬梅的《宋代茶文化》一書主要研究宋代茶文化和社會生活諸

層面的關係及特徵。7全書主要分成四部分，第一部份論述宋代茶葉的

生產製造、飲茶方式和各種茶具。第二部分探討茶對宋代政治生活的

諸多影響，各地名茶的上貢、君王賜茶給臣子的意義以及各種與茶相

關的政府禮儀。第三部分則介紹了茶與宋代社會生活的密切關係，日

 
  5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2001)；布目潮渢，〈綠芽十片〉，收自：許

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台北：博遠出版社，1991)，頁1-29。 
  6 余玥貞，〈唐宋時期的茶知識與飲茶文化〉(台北：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總207頁。 

  7 沈冬梅，《宋代茶文化》(台北：學海，1999)，總4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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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有許多與茶有關的習俗，各鄉鎮城市中也常見各種茶肆，成

為一個獨特的消費空間和消息傳播的場所。茶的特性也與宗教生活和

各種人生觀念相結合，給人思想上的啟發。最後一部分則介紹茶與宋

代文化藝術間的關係，介紹各種茶書，與茶有關的各種詩詞、書法和

繪畫。 

  這類研究有助於瞭解建茶成名的原因。由於飲茶成為了人生活中

的一部分，人們對茶的要求也越來越高，許多嗜茶者飲茶往往以追求

好喝的茶為目標，宮廷和士大夫也以此相尚。建茶只有得到他們的喜

愛，方能有成名的可能。 

(二) 茶葉經濟研究 

  研究茶葉的生產、運銷、茶葉政策、管理機構、茶利收入。 

  漆俠所著《宋代經濟史》的第 22章專門介紹宋代茶葉經濟，討論

宋代茶葉生產以及在茶專利制度下，國家與商人、茶園主、茶農之間

的關係。8文中敘述了建州北苑這個宋代著名的茶園的生產情況、各種

類型的私人茶園、北宋到南宋茶法的演變。這裡，作者以茶葉生產

者——茶園主的角度來觀看政府控制茶葉生產運銷過程的弊端，認為

政府的控制勢必造成私茶的氾濫以及圖利富商大賈。 

  朱重聖的《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對於北宋茶葉經濟的相關方面

都有深入的研究。9茶葉生產方面，整理出茶葉的各產地、種類和產量；

各種茶葉的管理機構，從中央的三司、戶部、太府寺到地方的發運司、

轉運司、提舉茶鹽司提舉茶場司、榷貨務、十三山場、茶場與合同場；

運銷制度方面，將北宋茶葉分成三個區域：東南區、川陝區和特殊區。

特殊區包括京師和福建、廣南地區。這裡談的運銷制度，主要是探討

 
  8 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745-804。 
  9 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台北：學生書局，1985)，總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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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的茶法，可以看出政府是如何控制這些區域的茶葉運銷。但由

於該書以政府茶法措施為主的介紹，對於茶葉實際的運銷過程，及政

府與商人間的互動情形，沒有一個比較完整清楚的敘述，而且對於茶

法不斷變動的原因似乎沒有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解釋。關於福建地區的

茶法，朱重聖認為北宋初期採禁榷法，均為官買官賣，禁民私販。神

宗熙寧五年(1072)時，由於茶葉陳積過多，在三司奏請下，除京師、京

東西、淮南、陝西、河東北諸路依舊禁榷外，餘路皆准許通商。元豐

七年(1084)一度又改行禁榷，但由於產生民怨，又恢復之前的通商辦法。

徽宗以後，則與東南區茶法一致。 

  黃純艷在《宋代茶法研究》中對於宋代茶法變動頻繁的原因，有了

更清楚的解釋。10作者將北宋東南的茶法主要分成榷貨務山場制（即交

引法）、嘉佑通商法、蔡京茶法三個階段。11初期的交引法內容變動頻

繁，乃是由於政府需要倚靠商人沿邊入中，供應糧草、錢幣等軍需品。

茶引便是用來吸引商人入中的手段，政府會透過虛估和加抬，使得商

人可以用較少的錢換來更多的茶葉。對商人而言，可以得到相當大的

利潤，增加了積極入中的意願。茶法變動頻繁的根源便在此。政府發

覺虛估導致大量茶利皆為商人所獲，便欲改革茶法，減少虛估，避免

政府的茶利損失。減少虛估的結果卻導致了商人入中意願的降低，官

方囤積的大量茶葉無法售出，茶利同樣無法增加。茶法便在上述情形

中不斷循環。因此到了嘉佑年間，為了徹底解決弊端，政府開始實行

通商法，讓茶商可以直接跟園戶做交易，政府只從中收取茶稅。通商

 
 10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2），總302頁。 
 11 四川茶法則與東南區域稍有不同，川茶品質在宋代無法與東南茶區相比，宋政府最初許其在境

內自由通商。但於熙寧四年（1071年）政府命王韶經營河湟地區，開始對西夏和吐蕃用兵，馬
匹的需要量大增。因此宋朝向西北蕃人交易，以蕃人喜愛的茶來交換馬匹。由於西北地區缺少

茶葉，離此地最近的四川便變成為茶葉的主要供應地。於是宋政府開始在四川實行禁榷，確保

茶葉的供應量。參見：江天健，〈北宋時期蜀茶博馬之研究〉，《中興大學歷史系學報》，1(台
中，1991.02)，頁，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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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意便不是在獲取大量茶利收入，對於宋代統治者而言，必須有

更大量的收入才能應付龐大的開支，不好好開發茶葉背後淺藏的巨大

利益是很可惜的事情。是以蔡京後來對茶法做了一番改革，所有茶葉

銷售的過程都由官府嚴密監控，擷取各種可能的茶利收入，使得政府

茶利收入大增。但是取利太急的結果，園戶難以為生，消費者也買不

起如此貴的茶葉，最後演變成私茶的氾濫。 

  除了北宋東南區的茶法演變外，黃純艷對於南宋茶法和福建茶法

這兩項茶法研究較為薄弱的地方做了一番仔細的探討。對於南宋茶法

的概念大抵與漆俠類似，認為南宋茶法除了繼承北宋的蔡京實行的政

和茶法外，還對政和茶法做了一番改革，以因應與北方金人的茶葉貿

易。福建茶法方面則是比朱重聖更詳細的列出了福建茶法在宋代的變

動並簡單說明其原因，也比較了福建茶法和東南其他各路不同的地

方。雖然政府對福建路茶葉的管制有別於其他路，但其方式仍不外北

宋初期交引法、通商和後來蔡京改革的茶法。 

  從以上研究來看，宋政府對茶葉有相當多的管制，因為政府可從

商人手中抽取大量的茶利收入。包偉民的《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便

對宋代政府重視各種商品的征榷收入做了一番分析，由於一般賦稅收

入無法提供宋代軍事上大量的支出，政府不得不另尋他法，以維持國

家的正常運作。12因此，在討論建茶生產運銷過程的同時，不能忽略政

府在其中的各種管制措施。但必須更一進步去探討在政府管制下，建

茶的生產技術以及其銷售情況的發展，這幾個層面都有互相影響的關

係。此外，我還必須注意到建茶對於建州的發展影響還有其向外運輸

的路線以及運輸方式，這些是現有茶葉研究較少關注的地方，需要其

他相關研究來參考。 

 
 12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總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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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運輸研究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13中收錄了六篇文章，內容

都跟唐宋時代的泉州有關，主要目的在解決研究過程中碰到一些比較

具體的問題，重點不在談概念或宏觀的理論，而是在釐清史實。其中

兩篇宋代泉州陸路交通的研究，作者認為，泉州固然被認為是海外貿

易重要的據點，但是海外貿易往往需要有一個廣大的腹地，可以提供

各種貨品的輸出以及進口物品的消費，所以其經濟發展和國內交通會

有十分密切的關係。因此，作者以泉州為中心，考察了泉州向外的交

通路線。而其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也是以閩南為研究重點，第一部份以閩

南的歷史發展為重點，從各種不同的角度來說明閩南地區經濟發展的

過程。第二部分則利用行政區域的劃分、交通商業網絡的流通等面向

探討區域劃分的問題，認為閩南應該從福建地區獨立出來為一核心

區，福建其他地區，包括建州，便在閩南區域市場的帶動下也逐漸繁

榮。14從其所研究的路線來看，建州是途中一個重要的據點，對於釐清

建茶向外運銷的路線有相當大的幫助。只是蘇基朗認為泉州在南宋以

前仍在經濟起飛的階段，一直到南宋、元才是其經濟繁榮的時期，因

此他所重視的路線是到乾道九年（1173）年整修過後才容易行走的仙霞嶺

路。只是建茶在此以前，已經是一項重要的特產品，也是政府特別控

制的商品，其所運輸的路線可能有所出入。 

  關於運輸方式上，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對於宋元時期交通

運輸的發達多有介紹，但是他也提到，宋代交通部是那種自由發展的

民間交通運輸，而是以官方物資、軍隊等政府相關運輸為優先。但是，

 
 13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1)，總頁181。 
 14 Billy K.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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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為了促進商業的發展，對於商人的物資運輸，仍提供許多保護

的措施，便於從中抽取一部分的利潤。15曹家齊的《宋代交通管理制度

研究》也提供了政府對於各種物資運輸、驛站和遞舖的設置情形。瞭

解茶葉搬運的可能情形。16

  這些研究，有助於補足上述茶葉研究的不足之處，對於建州的發

展和建茶的運輸過程仍有許多空間可以填補。 

三、 論文結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建茶為主體，描繪出建茶在生產、運銷

與消費情形的各個面向，並探討三者間相互影響的地方。 

  本論文扣除緒論和結論的內容綱要如下： 

  第二章探討建茶在宋代流行的原因。建茶要成為一項能夠銷售全

國的重要商品，必定與整個社會的需求和喜好有關。因此本章先探討

中國人飲茶的原因和飲茶習慣普及的過程，瞭解社會對茶葉的需求。

再將建茶置入這個發展過程中，觀看建茶從唐到宋的發展變化，深入

探討其在宋代成名的原因。 

  第三章則轉向建茶的生產情形，先從從福建地區的發展過程來看

建州的發展，瞭解建州人為什麼會依靠建茶作為謀生的重要利益來

源。再細究建茶生產過程中的各項特點以及生產地區和產量。 

  第四章介紹建茶的運銷過程，由於政府在這裡扮演重要的角色，

必須先瞭解政府的茶法管制，並透過東南地區和福建地區管制的比

對，凸顯政府對建茶管理態度的差異，如此一來才能在更細部的銷售

細節上有所釐清，也能清楚建茶向外運輸的路線和方式。 

 
 15 斯波義信 著，莊景輝 譯，《宋代商業史》(台北：稻禾，1997)，總頁529。 
 16 曹家齊，《宋代交通管理制度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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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料來源 

  在史料方面，由於本論文著重於宋代人對於建茶消費情形的討

論，故宋人文集、筆記等資料是不可或缺的。陳祖槼和朱自振編輯的

《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提供了我對宋代茶葉在消費這一層面的資料

掌握，趙方任編輯的《唐宋茶詩輯注》讓我能夠迅速地對宋代所有的

茶詩做一翻考察整理，從中瞭解時人對建茶的相關資訊。17當然這些資

料選輯有其限度，我也從筆記和文集中發現了許多相關的資訊，都有

助於本文的探討。而阮浩耕等編輯的《中國古代茶葉全書》則收錄了

唐代到清代的各類茶書共 64 種，其中與宋代有關茶書，即有《茗蕣

錄》、《北苑茶錄》、《東溪試茶錄》、《品茶要錄》、《大觀茶論》等共 15

種茶書。18這類茶書對於當時人的飲茶方式和喜好皆有所說明，此外還

詳細地記錄了建茶的種類、生產技術和特點，是瞭解建茶生產過程不

可或缺的資料。另外，透過《宋史》、《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

編》、《文獻通考》等書可以對宋政府在茶法政策、運輸管理、茶葉產

量、茶價等方面的措施有基本的瞭解。佐伯富所編輯的《宋代茶法研

究資料》也在這一部分給予我相當多的幫助。19藉由這些資料，本研究

希望能對建茶的各個層面有所探討與發揮。 

 
 17 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北京：農業出版社，1981)；趙方任 輯注，
《唐宋茶詩輯注》(北京：中國致公，2002)。 

 18 阮浩耕等 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 
 19 佐伯富 編《宋代茶法研究資料》(東京都：大空社，1997，據日本昭和16年京都東方文化研究

所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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