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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茶的成名 

  本章欲探討建茶興起的過程，瞭解建茶在宋代成為風迷全國的商

品的原因。「建茶」是宋代福建路建州建安縣一帶（南宋時建州改制為建寧府）

所產的茶葉。要成為一項銷售全國的重要商品，必須能滿足時人的需

求與喜好。中國古人在接觸茶葉的過程中，發現了飲茶的許多好處。

飲茶在中國本來只是少數地區人民的習慣，但從先秦到唐代以來的發

展，飲茶的益處慢慢傳播到各地，使得飲茶風氣有普及全國的趨勢。

由於飲茶風氣的普及，茶葉成為人民日常生活所需。茶葉主要產於南

方，北方人民只有依靠商人的運送販賣才能獲得茶葉，茶葉因此成為

一項重要的商品，商人以此獲利，政府也可以從中抽取稅收。南方適

合產茶的地方在這種風氣影響下也廣為種植茶葉。由於茶葉產地增

加，人們在飲茶之餘，開始注意何地有產好茶，比較各個產地茶葉的

特性，給予等級的排名。建茶在唐代時開始默默的發展，不被當時的

飲茶愛好者所重視。一直到了五代，建茶的名聲才逐漸顯現，在宋代

更受到皇室、士大夫階層和富裕民眾所喜好，廣為流傳，成為天下知

名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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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飲茶風氣的普及 

(一) 飲茶的起源 

  茶在中國是一種重要的飲料。古人為什麼懂得把茶葉加工，與水

結合而成為飲料，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學界目前將飲茶的起源歸納成

三種原因：「飲用起源說」、「食用起源說」和「藥用起源說」。1

  「飲用起源說」的觀點從環境出發，認為中國沒有大量的優質水

可供日常飲用，所以必須將水加工，成為適合人且又好喝的飲料。在

不斷尋找的過程中，人們發現茶是一種最好的替代物品。2宋人莊綽在

其筆記《雞肋編》中提到： 

世謂西北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冷飲無患。東南

則反是，縱細民在道路，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外向。檐下籬

壁，皆不泥隙。四時未嘗有烈風。又春多暴雨淋淫，秋則常苦

旱暵。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不施於浙

江也。3

人在生活中，往往會對環境密切地觀察和體驗，而得出許多利於生活

的經驗。從此文中可以看到宋人對當時生活環境的分析，水質好壞與

否是受到注意的一項重點。東南方的人民，不像西北人一樣可以直接

飲生水，而必須將水加以煮沸後方可飲用。此外，南宋人趙希鵠提到： 

茶品多矣。惟嶺南多瘴癘之氣，染著草木，北人食之，往往致

疾。須待日出山霽，霧障收盡，收採可也。大抵閩、廣以南，

水亦不可輕飲。以花拌茶，終不脫俗，必欲為之，如蓮花茶。4

 
  1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3。 
  2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3-4。 
  3 莊綽，《雞肋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上，頁10。 
  4 趙希鵠，《調變類編》，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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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碰到水不可生飲的地區，除了將水煮沸外，利用蓮花配上一小撮茶

葉加上水來泡茶，也是一種良好的處理方式。這裡，我們不免起疑，

如果將水煮沸便可以解決飲用水的問題，那人們何以還要尋求其他更

為複雜的解決方式。用我們現代的想像，蓮花香配上茶香，應該可以

使得水變得更為美味，增添飲用的口感。「飲用起源說」便是以人類追

求美味為前提而有的假說。 

  學者關劍平針對此點提出反駁，認為茶的根本味道是苦澀的，人

類天性對於苦澀滋味有強烈的排拒心理。現代人之所以把茶當作美味

的飲料，是因為飲茶文化的慢慢形成，人們開始懂得去品嚐其中的滋

味。對於一開始不熟悉茶的古人來說，很難因為美味的理由來接受它。

日本學者也提出，早期人喝茶主要是為了一醉，跟喝酒的感覺一樣，

與滋味無關。兩位學者在這裡強調的是喝茶的效用，認為這種醉的感

覺，是茶最早為人所認識的藥用價值，之後才發展成飲料。5這說法很

難有確切的證據，因為我們無法斷定古代人的口味，茶的苦味可能為

他們所著迷。但是茶葉的製造技術從何而來，人們為什麼會懂得利用

茶來加在水中，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本身缺乏足夠的優質飲

用水，算是引導出飲茶習慣的一個原因，但還無法說明人們為什麼選

擇茶。 

  「食用起源說」，日本學者中村喬認為中國的茶是由羹湯發展而

來，至少在三國時代的吳國，人們就已經懂得把茶從羹湯中分離開來

烹煮飲用。6唐代的《膳夫經手錄》提到：「茶，古不聞食之。近晉、

宋以降，吳人采其葉煮，是為茗粥。」7所謂的茗粥，指的是熬成粥狀

的濃茶，最早的型態便是熬煮茶樹鮮葉的湯汁。關劍平認為「飲用起

 
  5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4-5。 
  6 中村喬，〈茶贅言——中國茶的食葉法與雜和法〉，收入：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

頁31-33。 
  7 楊曄，《膳夫經手錄》，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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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說」，似乎是把羹湯中的飲跟茶飲混同起來看，無論羹湯裡的茶有多

少，都不是飲料，而是一道菜餚。在茶的發展演變中，看不到茶從菜

餚轉化成飲料的必然性和契機。而且，這種茶由羹湯發展而來的說法，

無法說明製茶技術的來源。8這裡出現的論爭，與「茗粥」的解釋有關，

有人將「茗粥」視為一種粥品，是將茶和米合煮而成，類似擂茶。9如

果「茗粥」是茶米合煮而成的羹湯，確實只是一道菜餚。茶葉在羹湯

中也只是扮演調味料的角色。可是，如「茗粥」是一開始所說，只是

熬煮茶樹鮮葉而得來的湯汁，便是人們初期飲用茶的一種方式。人們

利用煮羹湯的方式來熬煮茶葉，而得到其中精華的湯汁飲用。可以看

到古人往往「茶湯」一詞連用，但是可能呈現不同的意思，有時單指

喝茶，有時則指的是茶和湯兩種東西。這是因為兩者有高度的類似性，

所以可以用湯來形容茶。但兩者又是不同的東西，因此有時還是呈現

出兩種意思。10無論所指為何，無法否認茶與湯之間確實有一些密切的

淵源。曹魏的張揖所作《廣雅》中提到：「欲煮茗飲，先炙令赤色，擣

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這裡的茶，還

是利用湯配以其他材料來煮，從北魏賈思勰的《齊民要術》的〈羹臛篇〉

中可以看到，這些配料都是羹飲的材料。11古人所喝的茶，有很多種形

式，不能因此把這類類似羹湯的茶飲方式排除在外。晚唐詩人皮日休

(834-883)也說：「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

無異也。」12季疵是陸羽(733-804)的字，皮日休認為在陸羽《茶經》還未

 
  8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6。 
  9 朱世英等 主編，《中國茶文化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2)，頁319。 
 10 朱彧，《萍洲可談》，卷1，〈茶湯俗〉中提到：「今世俗客至則啜茶，去則啜湯⋯⋯此俗遍

天下。」可以看出茶與湯之間確實有著分別。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編，《宋元筆記小說大

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288。 
 11 張揖，《廣雅》與賈思勰，《齊民要術》，〈羹臛篇〉，皆轉引自中村喬，〈茶贅言——中國

茶的食葉法與雜和法〉，收入：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34。 
 12 皮日休，〈皮日休茶中雜詠序〉，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

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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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飲茶的方式前，其實大部人的飲茶就跟煮菜喝湯一樣，不怎麼講

究。 

  雖然「食用起源說」無法解釋製茶技術的來源，但是飲茶所用的

茶葉未必是後來經過加工的茶葉。吳人也只是直接採茶葉來烹煮而

已。即使到了製茶技術逐漸成熟的唐代，也可以看到這種飲茶的方式。

唐人陸希聲(？～895)在陽羨雜詠十九首‧茗坡〉中寫到：「二月山家穀雨

天，半坡芳茗露華鮮。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13其飲茶

方式也是採摘鮮葉後，直接入釜煎飲，而不經過蒸或炒等加工過程。

人們之所以懂得將茶葉加工飲用，自然有其重要原因，下面將會說明。

但是懂得加工茶葉，不代表他們的飲茶方式會比較進步。「食用起源說」

一詞可能容易讓人誤解，而錯把茶當成菜餚，不能當成飲茶的起源之

一。實際上，茶可能是人們利用羹湯烹調技術而發展出來的飲用物，

如與前述飲用起源說相合併來解釋，更為完整。 

  「藥用起源說」，一開始學者以唐代陸羽的主張「茶之為飲，發乎

神農氏」為根據。因為神農氏是醫藥之神，茶與藥的關係就連接起來。

因此，學者認為，茶在被人飲用前，是被當成一種藥物。但是這種說

法倚靠的資料並不確實，往往是後人借古人以自重的神話傳說，需要一

個比較實際的證據。14陸羽在《茶經》中提到： 

茶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精行儉德支人，若熱渴、凝悶、

腦藤、目澀、四肢煩、百節不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露抗衡

也。⋯⋯茶為累也，亦猷人參。上者升上黨，中者生百濟、新

羅，下者生高麗。有生澤州、易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效，

況非此者，設服薺馜，使六疾不瘳。知人參為累，則茶累盡矣。15

 
 13 陸希聲，〈陽羨雜詠十九首‧茗坡〉，收入：《全唐詩》(台北：宏業書局，1977)，卷689，頁

7914。 
 14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7-10。 
 15 陸羽，《茶經》，上卷，〈一之源〉，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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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中，前面先提到了喝茶的功效，認為只要喝幾口茶，這些熱渴

煩悶的症狀就可以解決。後面部分，則是把茶與人參相比，認為兩者

非常的類似，不同的產地會造成效用上非常大的差異。可見陸羽確實

是把茶跟藥當成類似的東西來看，可以互相比較，而且也有某些效用

可以使人舒服一點。 

  關劍平從飲茶的加工技術來說明製茶與藥的關係。在飲茶風氣略

具雛形的魏晉南北朝時代，製茶技術卻已經相當成熟，表示製茶技術

在茶葉成為飲料前已經有充分的發展，這一發展是在藥用領域裡完成

的。從中藥炮製學的角度上來看，製茶與製藥的加工目的完全一致，

都是為了充分提取有效物質，提高服用效果，改變原料性質以便於保

存。餅茶的製作方式，其實便是藥物炮製的方式之一。而茶葉在加工

後變得更美味，逐漸普及成大眾的飲料，慢慢與藥的概念分離了。16

  「藥用起源說」固然說明了早期對於茶的定位是屬於醫藥性質

的，但此一說法並不能清楚的說明人們為什麼要喝茶，如果結合前面

的說法，或許能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答案。英國著名人類學家艾倫‧麥

克法蘭(Alan MacFarlane)在其《綠色黃金》中指出，由於中國人口急遽

地增加，中國很快就面臨到一個大問題。宋代大城市的興起和人口稠

密的鄉間都製造出大量的廢棄物和排泄物，污染了水的供給，容易導

致疾病的增加，人們必須避免災難的發生。當時的中國並無其他明顯

的替代品來代替污染的飲用水，奶類本身供應不足且需要殺菌，酒類

則會消耗大量的穀物。而茶在其中算是最安全方便的飲料，原因有兩

 
2。 

 16 關劍平，《茶與中國文化》，頁51-52。詳細內容可見頁11-52。余玥貞則是從另外一個角度來

說明茶與藥的關係，從當時代各方面的知識，如本草醫藥書籍、農書、正史藝文志和私家書的

著作目錄中來探討茶在當時的定位。最先關於茶的知識出於各類本草醫藥書籍中，人們多偏重

於飲茶的療效和身體感受，可見茶一開始被認為是藥物的一種。經過一段知識的累積和轉變過

程後，才逐漸出現專門的茶書，顯示茶和飲茶的知識逐漸成形。參見：余玥貞，〈唐宋時期的

茶知識與飲茶文化〉，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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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一是煮沸的水本身可以殺死很多的細菌，第二則是茶本身被中

國人認為是一種藥，除了治癒一些疾病外，也有一些殺菌的成分。現

代研究發現，冷茶可殺死傷寒、霍亂和痢疾等病菌。因此人們喝茶，

不僅喝下了經過殺菌的水，也喝下了一種可以清潔口腔和保持胃部健

康的物質。此外，茶也提供了耕種時所需的精力，咖啡因使肌肉放鬆，

讓農民更有力氣。同時也讓大腦集中精神，恢復體力，使人們能從事

更複雜和困難的工作。17

  人之所以懂得喝茶以及飲茶風氣的逐漸普及，應該是件複雜多元

的因素。艾倫‧麥克法蘭的說法便給我們一個範例去思考這有趣的問

題。 

(二) 飲茶風氣的傳播和普及 

  中國飲茶風氣的發源地，是許多研究茶葉的學者想要發現的。由

於在魏晉之前，關於飲茶的資料不是那麼清楚。朱自振從顧炎武

(1613-1682)的《日知錄》中找到線索：「檟之苦荼，不見於《詩》、《禮》，

而王褒《僮約》云：武陽買荼⋯⋯是知自秦人取蜀後，始有茗飲之事。」

顧炎武認為，飲茶是始於戰國中期的蜀地。文中所提到的王褒是一位

西漢宣帝時代的辭賦家，買下了一位僮僕，跟他簽訂了一份契約，要

僮僕按照契約上所說來辦事。其中包括了要烹煮好茶並準備乾淨的茶

具，以及到武都去買茶回來。東晉常璩(291-361)的《華陽國志》，記載了

從遠古到東晉咸康五年(339)關於巴蜀和其西南一帶的重大歷史事件和

人物。其中的《蜀志》提到：「南安、武陽皆出名茶。」如此一來，我

們便可以知道王褒為什麼要僮僕到武陽去買茶，同時也表示了茶葉在

西漢時的蜀地已經是重要的商品。朱自振在這種線索下，加以考察，

 
 17 麥克法蘭(Alan MacFarlane)著，楊淑玲、沈桂鳳 譯，〈中文版序〉，《綠色黃金》(台北：商

周，2005)，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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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陸羽《茶經》中，代表茶的荼、檟、蔎、茗、荈等字，都是源於

巴蜀上古茶的雙音節方言，顯示了巴蜀地區很可能就是早期茶葉的主

要生產地，也是飲茶風氣最先出現的區域。18

  隨著巴蜀地區和中原間交流頻傳，以及一些士人的著作介紹，巴

蜀的飲茶風氣漸漸外傳，慢慢地往南方發展起來。19為什麼是南方先發

展而不是北方？可能跟環境是否適合生產茶葉有關。茶對於溫度、降

水量、海拔高度以及土壤酸度都有特殊要求，只適合種植在濕熱多雨

多雲的南方丘陵山區。由於產地在南方，北方人縱知茶與飲茶的知識，

但畢竟茶葉難得，有賴南方的供應，不容易培養飲茶的風氣。另外一

個原因，前面曾經提到：「世謂西北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

雖冷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路，亦必飲煎水⋯⋯」，茶飲會

先在南方流行，跟南方環境中缺乏優質的飲用水有很大的關係，人們

必須找出適合的飲用物。適合在南方生長的茶葉，便成為了良好的替

代物。 

  兩漢時期，除了巴蜀外，南方並沒有太多產茶的資料，馬王堆出

土文物中有茶葉，顯示當時長沙的上層社會應該有飲茶的習慣，茶葉

也可能在湖南一帶所種植。由於資料相當缺乏，兩漢時期，茶葉生產

跟飲茶的地區，應該還是在巴蜀。20到了三國兩晉時代，南方飲茶的史

料漸多了起來。《三國志‧吳書》記載了吳帝孫皓密賜茶荈代替酒給臣

下。茶可以代替酒，表示茶跟酒一樣，都成為飲料，也間接顯示了當

時南方的茶葉生產跟飲茶情形比以往來的多與普及。此外在《世說新

語》、《晉書》、《釋道悅續名僧傳》等書中都可見到飲茶相關資料，陸

 
 18 朱自振，《茶史初探》(北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頁17-28。 
 19 如司馬相如《凡將篇》提到茶的別名荈蔎，揚雄《方言》也對蔎做了解釋。轉引自：王利華，

《中古華北飲食文化的變遷》(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0)，頁264。兩人固然都是蜀人，但

聲名和足跡都已到了中原。 
 20 朱自振，《茶史初探》，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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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將相關內容記載在其《茶經》之中。21

  南北朝時代，飲茶風氣已經在南方貴族間大為推廣，但是在北方

卻很難看到飲茶的相關資料。其原因也許可以從《洛陽伽藍記》中的

一段記載看出端倪。《洛陽伽藍記》是北魏楊衒之所作，內容包含了洛

陽一地的經濟文化狀況和人民生活的情形。作者原本介紹洛陽城南的

正覺寺，從中引出了寺廟建造人王肅的故事。王肅，是南朝齊雍州刺

史王奐的兒子，後來由於父親慘遭殺害，因而歸順了北魏。初到北魏

生活時，王肅不吃羊肉和酪製品等北方的主食，也不喝北方人喝的漿

飲，而是和南方人的飲食習慣一樣，愛吃鯽魚湯和喝茶。洛陽城裡的

士人都傳說王肅一次能喝一斗茶，稱他為漏卮。多年後，王肅與魏高

祖在宮中餐會，卻吃了很多羊肉跟酪製品做的漿飲，讓高祖感到相當

奇怪，便問他羊肉跟魚湯、茶水與酪漿相比，哪樣味道好。王肅認為，

羊是陸地食物中的首選，魚是水產品中的上乘，兩者都算是珍品，但

是茶跟酪漿就遠不能相比，只能做其奴僕而已。之後，人們便把飲茶

稱之為酪奴。當時有位官員劉縞羨慕王肅的生活習慣，專門學習喝茶。

那時的彭城王便嘲笑他，覺得他不羨慕王侯貴族吃喝的珍饈佳餚，卻

愛好下等人所喝，被稱為「水厄」的茶，這跟海上的逐臭之夫，里內

東施效顰的人沒什麼兩樣。這句話被彭城王的奴僕聽到了，也用此來

譏笑劉縞。從此以後，王侯貴族的聚會雖備有茶飲，但大家都以喝茶

為恥，只有「江表殘民，遠來降者」才喜歡飲用。22

  楊衒之在介紹寺廟時帶出的這一段故事，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南

方北方間的飲食差異。王肅一開始在北方，仍以茶為飲料，表示喝茶

對南方人而言，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即使到了飲茶風氣不盛的北方，

一時之間也無法改變。雖然王肅後來說了茶只能當酪奴的話，但很難

 
 21 陸羽，《茶經》，下卷，〈七之事〉，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

8-11。 
 22 楊衒之，《洛陽伽藍記校注》(台北： 華正書局，1980)，頁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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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他的意思是否就是如此。畢竟當時北方朝廷中，大家以喝茶為恥，

認為只有江南流亡來投誠的人才喜歡飲用。喜歡喝茶的人可能因此被

貼上標籤，為北方人所輕視或恥笑，這或許是王肅當時必須要避免的

麻煩。另外一個可能是當時北方不像南方的茶產地一般，可以輕易地

獲得新鮮的好茶。囤積已久且品質差的茶葉，對王肅來說可能不如北

方新鮮的酪漿來的好。不過這段記載有個不可忽視的地方，即使北方

人看不起喝茶的人，但在宴會中仍然備有茶水，表示茶在北方仍然有

其重要性。王肅、劉縞等人可以每天都飲茶，可見南方的商人也會把

茶販售到北方來，且在北方有其銷售量。也許銷售量不是很大，但足

夠吸引商人來到，北方的茶葉市場可能慢慢的在開發中。 

  也許是北方士人鄙夷喝茶的影響，除了這一則記載南北對飲茶差

異的故事外，我們很難發現到北方飲茶發展的過程。但到了唐代，情

況有所改變。封演的《封氏聞見記》記載了一段作者觀察當時社會飲

茶的發展情形。在開元(713-742)中，泰山靈巖寺有降魔師，努力推廣禪法。

學禪的僧人由於需要保持精神不能打盹，需要利用飲茶來提振精神。

由於禪宗思想在唐逐漸盛行，僧人的生活情形也逐漸為人所知。喝茶

的風氣很可能就是藉著學習僧人飲茶而逐漸流傳，大家互相推廣喝茶

的好處，因此逐漸成為一種風俗。各地開始有商家開店賣茶供給客人

需要。可見飲茶風氣已經在北方的社會盛行開來。而陸羽所著《茶經》

一書，詳細說明了茶的功效，還有煎煮茶之法，對於上層社會飲茶風

氣的普及也有相當大的貢獻。據封演所說，有位名為常伯熊者，幫助

宣揚陸羽的飲茶理念，使得茶道大行，王宮朝士沒有人不喝茶。而且

比起古人的喝茶來說，唐時的人可以說更沈溺於喝茶的習慣之中。23

  為什麼到了唐代有了這麼大的轉變呢？朱重聖認為有三點原因：

(一)交通發達，運銷便捷；(二)陸羽茶經，直接鼓吹；(三)僧道生活，

 
 23 封演，《封氏聞見記》［叢書集選］，第48冊(台北：新文豐，1984)，卷六，〈飲茶〉，頁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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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刺激。第一點原因，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中國地形，河流多屬於

東西走向，河流沿岸由於緯度類似，物產差異不大。而上古時之交通

運輸，主要依靠水路，由於地形受限，南北間的物產交換自然有很大

的障礙。但自隋開鑿運河以來，南北交通連成一系，打破既有隔絕，對

於茶葉的北運有很大的幫助。24但飲茶風氣在北方的普及，原因其實相當

複雜，交通的改善固然重要，卻不代表北方人一定需要南方的茶葉。《膳

夫經手錄》提及喝茶普及的時間：「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茶。至德、

大曆遂多，建中已後盛矣。」25自隋建運河後，一直到唐初較為安定的盛

世，仍不見飲茶普及的情況，可見南北交通改善和政局的安定與否不能

完全說明飲茶是否能夠普及，還需要有其他因素的配合。陸羽《茶經》

的推廣，使人瞭解如何選茶、煎煮茶，瞭解飲茶的相關細節，對於飲茶

的普及是相當重要的。除《封氏聞見記》外，唐代趙璘的《因話錄》中

也提到一段說明陸羽對飲茶推廣的重要性： 

太子陸文學鴻漸名羽，其先不知何許人⋯⋯與余外祖戶曹府君

交契深至⋯⋯陸君所撰，性嗜茶，始創煎茶法。至今鬻茶之家，

陶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茶足利。⋯⋯又有追感陸僧詩

至多。26

趙璘是中晚唐人，其外祖父與陸羽相交甚深，到了趙璘時，賣茶之家皆會在

其店中豎立陸羽的陶像，認為這樣才能泡出好茶，賺取更多利益。可見陸羽

的影響力，除了促進《封氏聞見記》中所見的上層社會的飲茶風氣外，對於

一般大眾的飲茶風氣普及也是影響甚深，賣茶者認為能夠招取顧客來喝茶消

費，是陸羽的功勞。此外，《封氏聞見記》提到禪教大興對飲茶的影響自也

是十分重要的，佛教思想自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北朝時期的紮根，逐漸成

 
 24 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頁12-14。關於運河對中國南北交通的貢獻，可見全漢昇，

〈宋金間的走私貿易〉，《中國經濟史論叢》，第1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頁215、229-230。 
 25 楊曄，《膳夫經手錄》，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16。 
 26 趙璘，《因話錄》，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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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至唐代而大盛，對當時人的影響是很大的。27故禪宗

僧侶們的飲茶習慣，很容易為當時人們競相模仿。除了學禪僧侶的影響外，

道教影響也不容小覷，佛道兩者間在思想上頗有相似處，飲茶對他們的修行

都有相當的幫助，道士也喜愛飲茶。此外，僧道生活多半會選擇環境清幽，

人間稀少的山林，容易發現好茶和好的泉水。28不斷開發的茶葉產區與適合

泡茶的泉水，在在都是普及飲茶風氣的動力。 

  茶葉的產區本在濕熱的南方丘陵，南方人較早接受茶葉為飲料。而北方

地區，從《齊民要術》中可知原本人們常用的飲料是酒和漿，但是茶葉逐漸

興起，漸漸取代了漿成為人們的飲料，王利華稱此為中古華北地區的飲料革

命。唐穆宗時，其大臣李玨說：「茶為食物，無異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

俗。既祛竭乏，難捨斯須。田閭之間，嗜好尤切。」29白居易(772-846)的詩中

也說：「村家何所有，茶果迎來客。」30即使在農村地區，茶葉也是農夫們相

當需要的物品。當茶葉成為一項眾人需要的物品後，由於北方地區本身不產

茶，人們對茶葉的大量需要必須倚靠南方的生產和運輸，茶葉貿易因此興盛

了起來。 

  《膳夫經手錄》記載了唐大中年間(847-859)各地茶葉的特色和銷售情形， 

從附表一可知，浮梁茶，蘄州、鄂州、至德茶和歙州、婺州、祈門、婺源方

茶這三地的茶葉都遠銷到北方，包含了關西、山東、陳、蔡、幽、并、梁、

宋等地，主要是江淮茶區對黃河流域的茶葉貿易。各個茶葉產區都有主要的

銷售地點，而各地茶葉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吸引不同地區人的喜愛。商人則

趕往各茶葉產地或集散地買茶，以供應北方各州人的需要，並從中賺取大量

利益。白居易〈琵琶行〉中提到「商人重利輕離別，前月浮梁買茶去；去來

 
 27 關於佛教傳播入中國，和中國思想文化間的衝突融合等過程，可見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

佛教史》，全2冊(台北：佛光，2001)。 
 28 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頁17-20。 
 29 劉昫，《舊唐書》，第5冊(台北：鼎文書局，2000)，卷173，〈李祛傳〉，頁4503-4504。 
 30 白居易，〈麴生訪宿〉，收入：《全唐詩》，卷429，頁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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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可見浮梁應該是當時一個重要的茶葉集散

地。31茶葉貿易的出現，表示這時的飲茶風氣逐漸擴散，北方人的需求大，

商人的利潤也相當豐厚，茶葉成為一種重要的商品。政府也逐漸重視到茶葉

背後的利益，於是在唐德宗建中三年(782)為了籌措常平倉本錢，乃於重要交

通樞紐派置官員來收商品貨物的稅，包括竹、木、茶、漆，皆十一稅一。這

是最早關於茶稅的記載，不久後因亂事起而廢除，但到了貞元九年(793)又恢

復稅茶，此後收茶稅漸漸成為固定的制度。雖然此時茶稅收入約四十萬貫，

但到了穆宗時，由於軍事的開支過大，國庫空虛，於是提高茶稅的稅率。32可

見，茶稅逐漸成為政府必要的一項稅收，一直到宋代依然如此。這顯示了人

民本身對茶葉的需求相當大，商人賣茶的利益多，因此政府可以從中抽取相

當的稅收。飲茶不再是以往某一地的風俗習慣，茶葉也不再只是某些地區的

自給自足的生產物，而是一項流通全國的重要物產和商品。 

二、 建茶的興起 

(一) 唐代的建茶 

  建茶，指的是福建建州建安縣一帶所生產的茶葉，到了宋代成為

聞名全國的特產，也是宋代貢茶的主要產地。「建安」是古縣名，在東

漢建安年間建置，因以為名。自唐代開始到南宋，一直是建州、建寧

府的治所。但建茶在唐代並不有名。關於唐代各地名茶的介紹，可從

《茶經》、《唐國史補》和《膳夫經手錄》見到。據學者研究，其成書年

代是《茶經》最早，約是唐肅宗乾元元年(758)到上元元年(760)之間的作

品；《唐國史補》一書則記錄了開元至長慶年間事(713-824)，記事至《茶

 
 31 朱自振，《茶史初探》，頁55。關於唐代的茶葉貿易，也可參考：布目潮渢，〈唐代的名茶及

其流通〉，收入：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55-88。 
 32 馬端臨，《文獻通考》，上冊(北京：中華書局，2003)，卷18，〈征榷考五〉，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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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後六十年；《膳夫經手錄》書成於唐宣宗大中十年(856)，其記事

下限比《唐國史補》多三十餘年。33陸羽在《茶經‧八之出》中提到唐

代各地的茶葉。後世學者對於陸羽能知道如此多地方的茶葉感到訝

異，以分佈範圍來說，遍及現在的湖北、湖南、陝西、河南、安徽、

浙江、江蘇、四川、貴州、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地。除了表示

唐代茶葉產區範圍之大外，也顯示出各地茶葉資訊可能會藉由各種因

素流傳到出去，使得一個生活範圍約在浙西一帶的陸羽，有機會能獲

得各種茶葉的資訊，甚至能喝到大部分地方的茶，並寫出評價。其中

有一條： 

嶺南：生福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費、夷、鄂、袁、

吉、福、建、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34

這些茶葉令陸羽覺得味道不凡，但是對其產地的資訊卻不清楚，建州

的茶便是其中之一。可以做的解釋是，建茶此時只是一個小地區生產

的茶葉，由於產量不多，除了當地人外，可能只有少數到此地的遊客

品嚐過，而把這資訊傳播出去。陸羽雖然有品嚐過，但沒法得到關於

建茶的詳細情形，只能將建州之茶與其他十州之茶皆列為不詳。宋人

往往會對陸羽不記載建茶不無責怪之意，35這實非陸羽之過，而是當時

的建茶不具名氣，量少流通也少，只能與其他不清楚但傳聞還不錯的

茶並列在一起。 

  《唐國史補》一書，成書時代應比《茶經》晚，其中也記載了各

地名茶約 15 種。其對名茶的記載遠比《茶經》要來的詳細。《茶經》

介紹各地茶葉，以州為單位來替茶命名。但《唐國史補》除了地區外，

仍多了該茶的茶名，如「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

 
 33 布目潮渢，〈唐代的名茶及其流通〉，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57-58。 
 34 陸羽，《茶經》下卷，〈八之出〉，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2。 
 35 如宋人周絳之所以寫《補茶經》，便是認為《茶經》有所缺憾，沒有記載到建茶。見阮浩耕等

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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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福州有方山之露牙」。36此書中並沒有提

及建茶，表示該書作者李肇可能沒聽過建茶，或者認為不值一提。文

中提及「而浮梁之商貨不在焉」，作者並不認為浮梁一地所收集的茶葉

中有好茶，但由於是商人重要的茶葉集散地，還是記載了下來。所以

建茶應該不是品質的問題，而是此時的建茶依舊沒有太多人品嚐過。

相較之下，同在福建的福州方山茶，反而為作者所發現並列為名茶。

另外一個可能則是作者識見畢竟有限，不一定能得知各方面的資訊。 

  《膳夫經手錄》的成書時間又比《唐國史補》晚，其關於建茶有

一段較為詳盡的記載： 

建州大團，狀類紫笋，又若今之大膠片。每一軸十斤餘，將取

之，必以刀刮，然後能破，味極苦。唯廣陵、山陽兩地人好尚

之，不知其所以然也。或曰：療頭痛，未詳。37

這裡對於建茶的形狀有了較細緻的描寫，並且知道建茶的味道是十分

苦的，只有廣陵跟山陽38兩地人喜愛。作者也對這兩地人喜愛喝建茶感

到不解，認為這種味道應該不會有人喜愛，可能是為了治療頭痛或其

他不知名的原因才喝的茶。但相較於《茶經》和《唐國史補》的記載

來說，建茶的聲名到了此時已經有了不小的進展，有了往北到廣陵與

山陽的運輸銷售路線。由於多了外地的人品嚐，關於建茶的資訊也詳

細的多，也能流傳給更多人知道，因此楊曄的記載能比陸羽和李肇更

多。這一路的進展，是依據成書先後來排的，但作者所記敘的資料，

也可能是多年以來的情形，也許建茶銷售到廣陵、山陽的時間，遠比

成書年代來得早，而前二本書，限於人的見識有限，可能很多事情無

法得知。穆宗長慶年間(821-824)增天下茶稅，便包括福建一帶，雖然沒特

別指明福建的哪一地區，但至少可以表示福建一帶，包括建州、福州

 
 36 李肇，《唐國史補》［叢書集成］，第2743冊(北京：中華書局，1991)，卷之下，頁154-155。 
 37 楊曄，《膳夫經手錄》，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17。 
 38 廣陵是今日江蘇的揚州市，山陽則在江蘇淮陰地區的淮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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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茶葉貿易、消費數量達到一定的程度，只是知名度沒有傳播到

外地而已。北宋張舜民(？-1100)《畫墁錄》中提到：「有唐茶品，以陽羨

為上供，建溪北苑未著也。貞元中(785-805)，常袞為建州刺史，始蒸焙

而研之，謂研膏茶。」39可見在唐德宗貞元年間時，已經有關於建茶的

生產資料，但這項資料卻在不見諸唐代史料，反而為北宋人所記錄下

來。這表示唐代時對茶的焦點，不放在建茶上，而關注在身為貢茶的

陽羨茶、顧渚茶或者陸羽所看重的四川蒙頂茶上面。等到北宋時，對

茶的喜愛有所轉變，建茶為人所重視後，這些在唐代跟建茶有關的資

訊才又浮現為人們所注意。 

(二) 五代至宋的建茶 

  到了唐末五代，關於建州的記載才開始多了起來，晚唐人馮摯提

到：「建人謂鬥茶為茗戰」。40「鬥茶」又稱「鬥茗」、「茗戰」，唐代鬥

茶主要在茶山、貢焙等產茶、製茶的地方舉行，用來對新製成的茶進

行品嚐評鑑。在宋人的著作詩文中也常可看到建人的鬥茶之風。41在宋

代，建州鬥茶風氣廣為天下所知，但其實在晚唐便已經成形。當地的

產茶製茶已經發展到一定程度，人們才會在茶製成時，比較一番，看

誰所培育出來的茶最好。閩國龍啟(933-934)中，建安一地的里人張廷暉以

所居地宜茶，將其茶皆獻上給官府，此地即為後來的北苑一帶。42南唐

保大三年(945)，中主李璟派將率兵入閩，獲取建州。由於建安北苑一帶

 
 39 張舜民，《畫墁錄》，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43。 
 40 馮摯，《記事珠》，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20。 
 41 如蔡襄，《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64-67；范仲淹，
〈和章岷從事鬥茶歌〉，收入：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170。 

 42 沈冬梅，《宋代茶文化》，頁119。北苑，在建安附近的鳳凰山麓。從南唐開始為貢茶產地，

見趙汝礪，《北苑別錄‧序》，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16。
北苑之名的由來，據沈冬梅考察各加說法，認為始於南唐派金陵禁苑北苑使來負責建州貢茶的

生產，因此茶被稱為北苑茶，而其地也被稱為北苑，見沈冬梅，《宋代茶文化》，頁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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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閩國時已有製茶輸官的情形，南唐主便派人領導，採茶於北苑，製

造「研膏」、「蠟面」、「京鋌」等茶。43此時的南唐與北方的宋之間有相

當的貿易往來，其中茶是一項很重要的貿易商品，南唐可以靠此獲得

相當多的利益。因此宋政府為了避免大量茶利流失到南唐去，開始制

訂了榷茶政策，介入茶葉的貿易中；另一方面，依靠武力的優勢，使

南唐必須進貢物品，優質的茶葉便是其中一種貢物。44建州的茶葉生產

對南唐當時的經濟而言有相當的助益。而透過大量的茶葉貿易，北方

的宋人開始注意到建茶的風味。因此在宋太祖開寶八年(975)宋降服了南

唐後不久，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二年(977)就遣使到北苑負責製造團茶，並

特製龍鳳的模型，使得造出來的團茶，有別於一般平民的茶。至道二

年(996)，又下詔造石乳茶。45建州北苑開始成為宋代貢茶的主要產地。

據楊億(974-1020)的《楊文公談苑》所說： 

江左近日有蠟面之號，李氏別令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

乳、及骨子等。每歲不過五六萬觔，迄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

十品，曰龍茶、鳳茶、京挺、的乳、石乳、頭金、白乳、蠟面、

頭骨、次骨。龍茶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煮、餘皇族

學士、將帥皆鳳茶。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館閣賜白乳。

龍、鳳、石乳茶，皆太宗令造。46

太宗命令在此造出各種不同的新茶來賞賜給不同階級的官員以及自

用，可見建茶已經成為宋皇室的重要賞賜物品，從唐代一開始不太為

 
 43 熊蕃，《宣和北苑貢茶錄》，轉引自鮑思陶 纂注，《茶典》(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頁81-82。 

 44 關於宋政府此時採取的榷茶政策，可參見：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12-17。 
 45 丁謂，《北苑茶錄》，原書已佚，今本乃根據《東溪試茶錄》、《宣和北苑貢茶錄》、《事物

紀原》等書所輯存十條佚文。見，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55-56。 
 46 楊億，《楊文公談苑》，原書已佚，今傳乃載自，胡仔 編纂，《苕溪漁隱叢話》(台北：長安

出版社，1978)，後集卷11，頁81-82，卷11。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

料選輯》，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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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知的地方茶葉，一躍而成皇家的御用品。當時的臣子王禹偁(954-1001)

獲賜龍鳳茶後，還吟詩一首：「樣標龍鳳號題新，賜得還因作近臣。烹

處豈期商嶺外，碾時空想建溪春。香於九畹芳蘭氣，圓似三秋皓月輪。

愛惜不嘗唯恐盡，除將供養白頭親。」47這時的龍鳳茶算是新創的款式，

相當珍貴，對臣下來說是一種殊榮。王禹偁自己還不敢品嚐，而拿去

孝敬雙親。 

  隨著建茶的地位提升，也使得建州一地更為政府所重視，福建路

的治所設在建州而不在更大的城市福州，乃是因為歷任福建路轉運

使，其重要的一項工作便是管理建州的茶葉生產和製造，以供給皇室

的需要。北苑貢茶的品種、款式因此不斷地增加。端明殿學士蔡襄

(1012-1067)，福建仙遊人，多次在福建任職，當過福建路轉運使。在其任

內，添創出小龍團茶（常簡稱為小團或小團茶），引起當時搶喝小龍團

茶的風潮。48蔡襄製造小龍團茶的原因，據說是為了讓仁宗開心。仁宗

確實對此舉感到愉悅，並於次年下詔將該年第一批貢茶全換為小龍團

茶。這類討好皇帝的舉動也為後來的福建路轉運使效法，神宗熙寧年

間，轉運使賈青在取小團之精者，創為密雲龍；徽宗在位時，約添創

四十種左右的新茶。如徽宗宣和二年(1120)，轉運使鄭可簡便投徽宗的

喜好，在提升貢茶品質和技藝上別出心裁，不再以改變餅茶的外型或

尺寸為主，而是從茶葉中抽取中心如針一般細的芽，來製成貢茶，名

龍團勝雪。49

  建茶除了貢茶外，其他仍有大部分是賣給平民飲用的茶，太宗特

造龍鳳模的原因，便是希望可以有別於平民的飲茶者所喝的茶。在北

苑一地成為貢茶的產地後，建茶的知名度大大提高，產量也連帶提升，

成為一項著名的地方特產。除了成為貢茶的因素外，也與宋代的經濟

 
 47 王禹偁，〈龍鳳茶〉，收入：《全宋詩》(北京：北京大學，1991)，卷64，頁713。 
 48 王闢之，《澠水燕談錄》(北京：中華書局，1981)，頁99。 
 49 沈冬梅，《宋代茶文化》，頁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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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情況有關。宋代，南方的經濟力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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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商業發達的情況

下，各地區必須針對自身環境培養自己的特產，增加產品的競爭力，

才能銷售到全國各地。51福建地區的生產發展尤其要注意這種情形。在

自然條件的制約下，雖然糧食作物產量遠較以往為多，但受到人口增

加、耕地狹小的影響，將全部人力、土地投入稻作的生產無法供應這

麼多的人口，只能轉而投身其他產業，或是從事經濟利益較高的作物

栽培。因此，許多勞力和土地便投入茶或瓜果的生產，建州建安一帶

剛好是適合產茶的地方。隨著建茶知名度的提高，各地需求量也跟著

增多，梅堯臣(1002-1060)的詩中提到「近年建安所出勝，天下貴賤求呀

呀」。52似乎不論貴賤，大家都想嚐嚐看建茶的味道。蘇頌(1020-1101)則說：

「近來不貴蜀吳茶，為有東溪早露芽。⋯⋯從此閩鄉益珍尚，佳章奇品

兩相誇。」53建安境內的東溪與建溪交會一帶，乃是產茶的主要地方。

自從建茶逐漸出名後，唐代的重要名茶，蒙頂茶跟陽羨茶便不像以前

那般名貴。而建茶就在人人口耳相傳和詩文流通的情況下，逐漸變成

一項聞名全國的特產。前章所述北宋太平老人所做之〈袖中錦〉，列舉

了許多當時天下第一的商品，建茶便是其中的一種。他也提到近世有

古代所不能及的三樣東西，就是洛陽花、建茶跟婦人腳，顯現了建茶

在宋代的不凡。54

 
 50 斯波義信 著，莊景輝 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7。 
 51 斯波義信 著，莊景輝 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139-147。 
 52 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茶雜言〉，收入：《全宋詩》，卷259，頁3262。 
 53 蘇頌，〈太傅相公以梅聖俞寄和建茶詩垂示俾次前韻〉，收入：《全宋詩》，卷524，頁6352-6353。 
 54 太平老人，《袖中錦》，〈天下第一〉、〈古所不及〉，收在曹溶 輯、陶樾 增訂，《學海類

編》，第7冊(揚州：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4)，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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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茶的特點 

  宋代茶葉，主要分成片茶與散茶兩類。片茶跟散茶只是一種通稱，

片茶實際上包括團茶、銙茶、餅茶、臘茶，是一種固形茶，製作過程

中會先蒸過再加以研膏或製模做成餅狀。散茶指的是一般葉茶，製作

過程並不改變茶葉原來的樣貌，只將之揉搓乾燥而成。此外，臘茶也

是建州一帶對團茶、銙茶的通稱。55南宋程大昌(1123-1195)曾說明了「臘

茶」的由來，建茶名臘茶，而「臘茶」原本應該寫作「蠟茶」，因為泡

好後的茶湯，跟鎔化的蠟非常類似，所以又叫做蠟面茶。後來多把蠟

寫成臘字，是要取其先春之意。56除了建州之外，只有少數地區也有生

產類似的臘茶，但產量無法與建州相比。另外一種分法則是分成臘茶

與草茶，草茶指的是所有非臘茶的茶葉。除了建州的臘茶外，宋代仍

有許多屬於草茶的重要名茶。歐陽修曾說：「臘茶出於建劍，草茶盛於

兩浙。」57兩浙路有日鑄茶、瑞龍茶、顧渚茶、陽羨茶、寶雲茶、香林

茶、白雲茶、垂雲亭茶、徑山茶等，除了兩浙之外尚有江南西路的雙

井茶、黃龍茶、廣南西路之修仁茶、成都府路之蒙頂茶、名山茶、淮

南東路之蜀岡茶等草茶。58這裡列舉的各類名茶，往往都得到士人的讚

賞，如黃庶(1019-1058，黃廷堅之父)稱讚其故鄉所產雙井茶：「⋯⋯雙井名入

天下耳，建溪春色無光輝。」59歐陽修也說：「兩浙之品，日注為第一。

自景佑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茶第

一。」60而陽羨茶、顧渚茶和蒙頂茶等，又為唐以來有名的名茶。與這

 
 55 廖寶秀，《宋代喫茶法與茶器研究》(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96)，頁17、23。 
 56 程大昌，《演繁露續集》，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72。 
 57 歐陽修，《歸田錄》(北京：中華書局，1997)，卷1，頁8。 
 58 參考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頁126-127。此外綜合廖寶秀，《宋代喫茶法與茶器

研究》，頁25，關於草茶產地的介紹。但該頁所提茶產地有錯誤之處，一是雙井茶之產地不在

兩浙，而陽羨茶則是兩浙路常州所產之茶。 
 59 黃庶，〈家僮來持雙井芽數數飲之輒成詩以示同舍〉，收入：《全宋詩》，卷453。頁5496。 
 60 歐陽修，《歸田錄》，卷1，頁8。日注指的即是日鑄茶。北宋楊彥齡的《楊公筆錄》提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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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茶葉相比，建茶的名聲和地位到底如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固然可以採用從宋人留下的各種文本，從中分析比較各種茶葉。但也

很容易看到互相矛盾的情形，如之前所提，建茶被稱為天下第一的茶。

不過黃庶所言，雙井茶又把建茶的光芒都掩蓋過去了，孰優孰劣很難

在此分辨出來。每個人對茶葉的愛好可能有所分別，所以單單以個別

文本分析所得的結果，很可能只是數個人之間喜好茶葉的比較，不容

易看出宋代各名茶間的名氣高下。 

  這裡試著利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從趙方任所編輯的《唐宋茶詩輯

注》61所蒐集的宋代各類茶詩中，加以統計茶詩中各地名茶的出現次

數，作為分析比較的依據。我的想法是認為出現次數越多，表示該地

茶的名聲越高，越會被人提到。各茶詩中，詩人會提及特定地點的茶

葉，主要有幾種原因：一是在品嚐該種茶葉後，將其飲茶滋味和感想

利用詩的方式加以抒發；二是有人贈茶或寄茶給自己，寫出自己收到

該茶葉的心情；相反地，也有自己寄茶給人，並附加詩說明；四則是

路過或聽聞該地的產茶情形，以詩的方式將其記錄下來。飲茶的滋味，

不論好與壞，對茶是稱讚或貶抑，都表示該人可能喝過該茶，或是聽

聞的結果。而贈茶或寄茶，表示該茶受到贈者或寄者的肯定，而將之

傳給別人，也讓別人認識和品嚐。因此，名茶在詩中出現的比例越高，

表示其在宋代為人所知的比率應該是越高的。受限於才力和時間，不

太可能對所有宋代史料一一分析統計，只能以詩為依據，或許有所侷

限，但宋人作詩，頗注意「未經人道，古所未有」的民生日用題材，

企圖將此日常生活的情形化俗為雅為具美感的詩。茶是宋代人民生活

 
鑄茶產於會稽日鑄山，此名起因於越王鑄劍，他處皆失敗，但在此地一日鑄成，故謂之日鑄，

但也有人稱為日注，指的是日所射注處，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

輯》，頁240-241。 
 61 本書輯錄《全唐詩》、《全唐詩外編》和《全宋詩》中有關茶的詩，這裡則以出自《全宋詩》

的詩為統計的樣本。關於編者收錄茶詩的標準，可見：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自

序〉、〈凡例〉，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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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可缺少的一環，飲茶詩在唐代已略顯著，至宋代便相當盛行。62因

此，相信利用宋詩所做的一個統計，還是可以提供一個各名茶的比較

數據——附表二，當作參考。 

圖一 各名茶出現比較

建茶
64.5%

顧渚茶

5.5%

蒙頂茶

2.6%

日鑄茶

4.3%

雙井茶
10.1%

陽羨茶
1.3%

其他零星產地茶
11.8%

  圖一便是根據附表二的第二項資料所繪，可以看出建茶在裡面佔

了大半的部分，達到 64.5％，

號稱草茶第一的雙井茶不過也

只佔了 10.1％，顧渚茶則是 5.5

％，唐時重視的蒙頂茶更只有

2.6％，其他的比例便相當小

了。前引蘇頌所說：「近來不貴

蜀吳茶，唯有東溪早露芽。」

這句話似乎不是空穴來風，反

應了建茶在宋代為人所重視的

程度，遠比其他茶來的高。 

0%

20%

40%

60%

80%

圖二 宋代前後期名茶出現比例

宋代前期 66.4% 4.6% 10.4% 3.3% 2.3% 1.2% 11.8%

宋代後期 61.3% 6.4% 9.8% 1.5% 7.5% 1.5% 12.0%

建茶
顧渚
茶

雙井
茶

蒙頂
茶

日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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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羨
茶

其他
零星
產地

  附表二中的第三、第四項資料，是要觀察宋代前後期的變化，可

以看出宋代後期的茶詩

數量雖然較多，但提到茶

產地的比例卻下降了，只

有 8.8％，前期卻有 19.9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類似的詩文已經太多人

寫過了，後期的文人較不

會去刻意介紹喝的是什

麼茶，而比較多在抒發自

己喝茶的感覺，或單單只

                                                      
 62 張高評，〈張序〉，收入：石韶華，《宋代詠茶詩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6)，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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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中提到飲茶的行為而已。而建茶被提到的比例，從 13.2％下降到

5.4％，遠比其他產地茶從 6.7％下降到 3.4％來的多。這可能透露出建

茶到了宋代後期，已經沒有前期的盛名，也可能表示宋人偏好轉變，

更欣賞其他的草茶。63但如果細看前後期關於各類茶的出現數據分析，

如圖二。其實建茶所佔的比例並沒有明顯的下降，一直都在 60％以上，

雙井茶則維持在 10％左右，日鑄茶則從 2.3％提升到 7.5％。因此，在

宋代後期，建茶應該仍舊是當時人心目中最有名氣也最看重的茶。不

過其他學者所提，宋代人飲茶習慣轉變，逐漸偏好散茶、草茶等比較

不需要花大量勞力和時間加工的茶葉。這點倒是很有可能的，建茶的

名氣可以維持不墬，不一定代表它一直是大部分人喜愛喝的茶，很可

能是往常的刻板印象，前人的稱頌一直流傳下來所致。 

  可以想見，建茶之所以能在五代後一直到宋代，逐漸受到人們的

喜愛，是有相當原因的。在口味方面，建州一帶的茶樹品種與其他產

草茶的地方有異。宋人陳承提到，在閩、浙、蜀、荊、江湖、淮南山

中皆有茶，但性類各異，而蔡襄更極為稱讚閩中建州北苑一帶的茶，

此地所產，性味獨與其他地方不同，今日亦獨稱為臘茶。64究竟有何不

同呢？《雞肋編》中提到：「韓岊知剛，福州長樂人，嘗監建谿茶場，

云茶樹高丈餘者，極難得。」65沈括在《夢溪筆談》中也提到：「古人

論茶，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類，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串

茶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茶皆喬木，吳蜀、淮南，為叢茭而已，

品自居下。」66可見建茶的品種主要為一顆顆比較高大的喬木，而不似

 
 63 廖寶秀認為，草茶在南宋已經與建茶並處相同的地位，沈冬梅也認為建茶的製茶方式非常繁

複，會把茶葉的原汁原味給壓榨掉，違反自然物性，不如草茶。見廖寶秀，《宋代喫茶法與茶

器研究》，頁27；沈冬梅，《宋代茶文化》，頁62-68。 
 64 陳承，《別說》，原書佚。據《重修政和經史證類備用本草》卷13引，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46。 

 65 莊綽，《雞肋編》，卷下，頁100。 
 66 沈括，《夢溪筆談》，卷25，〈雜誌二〉，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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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的草茶，多半為矮小的樹叢。是故歐陽修才會說：「建谿苦遠

雖不到，自少嘗見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狼藉惟藏蛇。」67，

建茶品種獨特，閩人往往以此自豪。宋人多半稱多年生大茶樹上的茶

葉為真茶，認為真茶比一般叢生茶葉味道更為濃厚，這便是建茶所以

吸引人的原因。68之前在《膳夫經手錄》中提到，唐時的人對於建茶的

評價是味道極苦，只有廣陵、山陽兩地的人喜愛喝，但到了宋代似乎

不是那麼一回事，反而認為其味道濃厚真醇。當時來中土的高麗人也

認為「土產茶，苦澀不可入口，唯貴中國臘茶并龍鳳賜團。自錫賚之

外，商賈亦通販。」69原因可能是宋代人口味有了改變，也可能是由於

建州一帶獨特的製茶技術使得原本濃厚的苦味不再，變得容易入口。 

  除了口味適合外，建茶被挑選為貢茶的產地是其名聲和地位提高

的一個重要因素。為什麼宋政府會特別看重建茶，還在北苑設立了貢

焙，專門焙製貢茶？原本唐代的貢焙在顧渚一地，每年清明能按期將

茶葉送到東都洛陽和京城長安。北宋都城在汴京，離顧渚的距離更近，

卻反而捨近求遠，把貢焙移到福建的建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氣候因

素所致，北宋此時是中國歷史上的一個寒冷期，太湖冬天冰封無法水

運，顧渚的茶葉無法即時在清明前生產完成並送到京師去。建州一帶

位置比顧渚更偏南，氣候更為溫暖，因此茶葉可以更早採摘焙製完成，

所以路途雖遠，但反而可以即時在清明前運送到汴京，而使得宋政府

把貢焙位置改到建州來。70南宋家鉉翁(1213-？)回憶以前貢茶相爭時寫

道：「憶昨中原全盛時，五方貢茶走京師。建溪頭綱最先到，天子特命

開經闈。」可見建茶確實能比其他地方的貢茶更早到，而其他許多詩

 
選輯》，頁241。 

 67 歐陽修，《次韻再作》，收入：《全宋詩》，卷288，頁3646-3647。 
 68 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300。 
 69 徐競，《宣和奉使高麗圖經》，第3冊(台北：故宮博物院，1974，據乾道三年江陰郡學刊本影

印)，卷32，〈器皿三〉。 
 70 朱自振，《茶史初探》，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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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建茶的優點，也往往強調其地春天來得早。71這可能與宋代人偏

好喝春茶有關，梅堯臣說：「自從陸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茶。」72。

而另外一個可能，也許可以藉由季節的轉換來思考「春」對宋代人的

意義，當經歷了一個嚴寒的冬天後，春天的到來對以農業為主的中國

來說，是一個開始可以生產的季節，而冬天則是休息的季節。當政府

收到來自各地的貢茶時，官員或皇帝便意識到雖然北方仍舊寒冷，但

南方已經開始進入春天了，北方不久後也將出現春天的生氣。所以，

建茶由於地處最偏南，最能即時稍給政府春天已來的重要訊息，同時

也讓皇室和官員們，能在最早的時刻品嚐到新春的第一批茶葉，跟其

他貢茶相比有著不同的象徵意義。 

  建茶的興起，與宮廷的大力提拔成貢茶不無關係。由於建茶身為

宮廷飲用的主要茶葉，一開始便帶有尊貴的氣息，太宗還依不同階級

身份製造不同的茶來賞賜給官員，甚至賞賜給有功將士。73政府的賜茶

方式，使士大夫認識到建茶背後區分階級的意涵。北宋以來的社會穩

定發展，士大夫由於權力的獲得，開始確立與其地位相稱的生活方式，

飲用建茶象徵自己地位的獨特，在士大夫間出現了飲用建茶的風氣。74

從茶詩中可以發現士大夫往往以建茶為禮物，寄給各方好友。對於建

茶的銷量提升和流傳有很大的影響。 

  蘇軾所作〈和錢安道寄惠建茶〉一詩說明了其對建茶的喜好。這

首詩應該作於熙寧六年十月至熙寧七年五月之間(1073-1074)，這時蘇軾通

 
 71 家鉉翁，〈謝劉仲寬惠茶〉，收入：《全宋詩》，卷3343，頁39951。其他詩如沈遘(1028-1067)，
〈七言贈楊樂道建茶〉提到：「建溪石上摘先春，萬里封包數數珍。」，收入：《全宋詩》，

卷628，頁7500；郭祥正(1035-1113)，〈謝君儀寄新茶二首〉中寫到：「建溪春物早，正月有

新茶。」，收入：《全宋詩》，卷769。頁8917。 
 72 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茶雜言〉，收入：《全宋詩》，卷259，頁3262。 
 73 楊億，《楊文公談苑》，原書已佚，今傳乃載自，胡仔 編纂，《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11，
頁81-82；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卷21，太宗太平興國五年正月，頁480，提到「賜
河北緣邊行營將校建茶、羊、酒。」 

 74 水野正明，〈宋代喫茶的普及〉，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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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杭州，約兩年多的時間，品嚐了相當多種的茶，認為建茶有著濃厚

真淳的味道。而草茶則很難說，雖然也有不錯的佳品，但品質不夠穩

定。比較起來，名貴的建茶不易獲得，且往往包裝精美，茶葉的形狀

跟香味也相當好，適合用來珍藏款待貴賓。日鑄茶跟雙井茶是遠遠不

如。75這首詩中所言，固然提及建茶的味道「厚而真淳」，也提到許多

草茶的味道「性滯偏工嘔酸冷」，但草茶的絕品，如日鑄、雙井的味道

應該還是相當好的。蘇軾在〈黃魯植以詩饋雙井茶次韻為謝〉中便稱

讚了雙井茶，76表示蘇軾並沒有他在前一首詩中那樣認為草茶不好，但

是卻仍然不足以與建茶相比，這是什麼原因呢？以產量來說，《續資治

通鑑長編》記載，江南年產茶一千二十七萬餘斤，兩浙一百二十七萬

九千餘斤，荊湖地區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則只有三十九萬二千餘

斤。77福建產茶地區主要包括建州跟南劍州，以建州為主，與其餘各地

相比產量算是相當少的，但卻是臘茶的主要生產地。78由於產量差異過

於懸殊，加上建茶有一部份要做為貢茶，能在市面上流通的數量與草

茶相比之下是相當稀有的，因此彌足珍貴，不能與一般大眾常喝的草

茶相比，算是一種奢侈品，梅堯臣便說：「青芽研白膏，夜火焙紫餅。

價與黃金齊。」79而草茶的絕品，產量可能少之又少，南宋葉夢得(1077-1148)

在《避暑錄話》中提到雙井茶產地在分寧縣，地方不過數畝大，是黃

廷堅家的地，年產不過一二斤罷了。80這樣的茶只是士人間彼此交流品

嚐一番。不像建茶，雖然產量不多，但也有一定數量可供市面流通。

 
 75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茶》，收入：《全宋詩》，卷794，頁9192。 
 76 蘇軾，《黃魯植以詩饋雙井茶次韻為謝》，收入：《全宋詩》，卷811。頁9388。 
 77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4冊(北京：中華書局，2004)，卷100，頁2312-2313。 
 78 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頁111。 
 79 梅堯臣，〈答建州沈屯田寄新茶〉，收入：《全宋詩》，卷260，頁3327。此外，強至(1022-1076)
也提到：「茶生天地間，建溪獨為首。南土眾富兒，一餅千金售。」或許夾帶詩人的誇飾，但

也顯現了建茶價格的不凡。見強至，〈公立煎茶之絕品以待諸友退皆作詩因附眾篇之末〉，收

入：《全宋詩》，卷587，頁6906。 
 80 葉夢得，《避暑錄話》，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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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類絕品的草茶固然有受到一定士大夫的支持，但其名氣無法

與建茶相比。歐陽修也提供了一個重要的解釋，在〈雙井茶〉一詩中

提到： 

寶雲日注非不精，爭新棄舊世人情。豈知君子有常德，至寶不

隨時變易。君不見建溪龍鳳團，不改舊時香味色。81

詩文前面在稱讚雙井茶的精密製作方式，為了防止雙井茶受潮，需要

將一二兩的雙井茶放到十數斤普通茶葉中，利用茶吸濕吸異味的特質

來維持雙井茶。之後便提到這一段文字，認為其實這類草茶絕品如寶

雲茶、日鑄茶的製作方式其實都非常精細，但是由於各地都出現了類

似的草茶，雖然味道各有巧妙不同，但由於種類太多，只要出現新茶

就會想要替換。反而比較起來，建茶由於作法有根本上的差異，除福

建一帶外，其他地方很少生產，保有其一貫的色香味特性，故而符合

當時士人的喜好。如此應該是建茶名氣能維持不墬的重要因素。 

  宋代出現的許多茶書專著，也是建茶名氣傳播的重要原因。宋代

茶書，今之所存者共九種，失傳者十八種，可見附表三。82光從茶書名

稱判斷，不論存與不存，可以發現大部分的茶書多少都跟建茶有關。

而失傳的書籍，有的可以從其他地方得知一些內容，如丁謂《北苑茶

錄》和周絳《補茶經》。藉由這類茶書的互相流傳，除了讓人瞭解飲茶

的方法外，對於建茶也有著相當的宣傳意義。人說建茶所以名重天下，

乃是因為蔡襄的緣故。蔡襄除了製作小龍團當貢茶之外，也以品茶聞

名於士人間，有一次有人請他喝小團茶，蔡襄喝了後發現，裡面不只

有小團茶，還雜有大團茶。茶童乃說，由於碾造不及，只好加上一些

大團茶應急。由此可知蔡襄頗知茶，為當時士大夫所拜服。83其所著《茶

錄》之書，原本是要上呈給皇帝看的，但在福州時，原稿被人所竊，

 
 81 歐陽修，〈雙井茶〉，收入：《全宋詩》，卷290，頁3662。 
 82 程光裕，〈宋代茶書考略〉，轉引自，朱重聖，《北宋茶之生產與經營》，頁24-25。 
 83 不著撰人，《墨客揮犀》(北京：中華書局，2004)，卷八，頁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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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刊布。懷安知縣便買到了一本，並拿給蔡襄看，發現有頗多錯誤，

乃加修改，重新進呈給皇帝。84可見除了士大夫之間的流傳外，一般民

間人士也可能有不少人看過此書。周絳的《補茶經》，雖然今以佚，但

從《郡齋讀書志》中可看到周絳寫作此書的動機，乃是因為陸羽《茶

經》中沒有記載建安茶的關係，所以如今要補上去。此書的成書時間，

應該是周絳在景德年間(1004-1008)擔任建州知州時所做。85不論是蔡襄不

慎流出去的《茶錄》或是周絳所著的《補茶經》，很有可能為當時建州

麻沙一帶興盛的出版業所出版，成為流通各地的便宜書籍。86柯睿格(E. 

A. Kracke, Jr.)注意到，某種最低程度的識字率是運作任何簡單事務的

先決條件。在宋代，不單單只是讀書人，農人、工匠和商人都能教育

子弟讀書，連牧人和在田裡工作的農人、妻子都能背誦古人的詩句。87

因此，這類介紹建茶的書籍流通所造成的影響，除了士大夫外，一般

粗通文字的平民也可能藉此而得知建茶的資訊。即使不懂文字者，藉

由粗通文字者的口語傳播和實際飲建茶的行為給予的印象，也可獲得

非文字上的相關資訊，建立起建茶在宋代的廣闊知名度。 

  藉由士人所著的茶書或各種資訊流傳，士大夫品嚐建茶的風氣，

很可能引起以工商階層為主的富裕市民模仿。這些富裕市民想要學習

士大夫生活的方式，在食衣住行中，由於輿服有嚴密的法律限制，這

些市民只能將其消費慾望關注在飲食上。88由於建茶具有名氣和尊貴的

特質，較為富裕的人便會想要藉由消費建茶來證明自己的身分，使得

 
 84 蔡襄，《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67。 
 85 見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57。 
 86 關於建州的出版事業，可參見朱維幹，《福建史稿》，上冊(福州：福建教育出版社，1984)，
頁 246-272；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7 轉引自斯波義信 著，李金芸、劉靜貞 譯，〈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都市化〉，收入：約翰‧

海格爾(John W. Haeger)編，陶晉生等譯，《宋史論文集：宋代中國的危機與繁榮》(台北：編

譯館，1995)，頁79。 
 88 水野正明，〈宋代喫茶的普及〉，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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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建茶的風氣慢慢往下傳入了社會中，促進了建茶的消費量。 

  《東京夢華錄》記載飲食店中各式各樣繽紛的食物點心，其中便

有小臘茶可供飲用，每分不過 15 錢。米芾(1051-1107)〈將之苕溪戲作呈

諸友〉寫道：「半歲依脩竹，三時看好花，懶傾惠泉酒，點盡壑源茶。

主席多同好，群峰伴不譁，朝來還蠹簡，便起故巢嗟。」89可見建茶則

逐漸成為供人點的飲料，並為人們歡樂時的重要物品。但是建茶由於

本身的珍貴性，其普及程度可能只有在知識階級或城市中富有者方懂

得飲用，也有能力購買。蘇軾在一首詩中的注提到：「世傳陶穀學士買

得党太尉家故伎，遇雪，陶取雪水烹團茶，謂伎曰：「党家應不識此？」

妓曰：彼粗人安有此景，但能銷金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

默然愧其言。」90可見一般下人並不熟悉上等的建茶，要有飲用的經驗

也不容易。張耒(1054-1114)在替潘昌言所做的墓誌銘中記載了潘的一段故

事，時潘昌言在江州瑞昌縣當官，一太守曾問瑞昌縣一年可消費多少

建茶，潘回答一年約四斤，讓太守十分訝異。潘昌言解釋，縣小民貧，

米鹽猶不足，遑論喝茶，所銷售的四斤建茶乃是縣府幕僚 4 人，1 人

各購買 1斤的結果。91

  因此，建茶可能不是一般人都能享用的飲料，需要具備一定的財

力才能購買。不過，四斤對於一小縣或許太多，太守會特別詢問建茶

的消費量，表示瑞昌縣仍有消費的可能，只是不會太多。一般人可能

購買極少量的建茶，做為招待客人、治療疾病或年節等特殊時刻飲用。 

  除飲用之外，在一些文人筆記或醫書之中，臘茶似乎被用來當作

 
 89 水野正明，〈宋代喫茶的普及〉，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111-146。；
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台北：大立，1980)，卷2，〈飲食果子〉，頁17；米芾，〈將之苕
溪戲作呈諸友〉，收入：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348。 

 90 蘇軾，〈趙成伯家有麗人僕忝鄉人不肯開樽徒吟春雪美句次韻一笑〉，收入：《全宋詩》，卷

830，頁9596-9597。 
 91 張耒，《柯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15冊(台北：臺灣商務，1983)，卷50，〈潘奉
議墓誌銘〉，頁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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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引的其中一種。例如《蘆浦筆記》中記載：「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

黃三兩，不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兩，去核用肉，二味為塵末。每

服三大匕，水二盞。煎減一半，入臘茶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

不驗者。」92原本在唐時，已有人認為建茶有治療頭痛的功效，而到了

宋代，似乎效用更為人所知。莊綽也在其筆記中提到初虞世的《必用

方》記載官片大臘茶與白礬兩物可解百毒，感到相當神奇，因為當時

的本草書中認為茶葉無治毒的功效。但當他聽到一位和尚遊歷建州，

說明了土人的製茶方式和茶葉種類，才明白確實有消毒的效果。93建茶

還有一些特殊功用，如《陳氏香譜》中說到製作檀香的過程中，需要

利用臘茶將檀香浸泡一晚。94這些飲用以外的附加功能，以及醫藥叢書

和香譜的使用，對於建茶的銷售和名氣傳播各地有著相當的幫助。 

  在此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建茶成為宋代名重全國的獨特商品，自

非偶然。皇帝的喜好提升了建茶本身的地位，吸引了士大夫階層和社

會中富裕人士的享用，形成飲用建茶的風氣。建茶自成一格的味道也

深獲宋代人甚至外邦高麗人的喜愛。其功用也相當地多元，除飲用外，

尚可作為藥引的一種，在在使得建茶成為當時飲茶人心中的一種名貴

的珍品。 

 

 
 92 劉昌詩，《蘆浦筆記》(北京：中華書局，1986)，頁49。 
 93 莊綽，《雞肋編》，頁25。 
 94 陳敬，《陳氏香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44冊，頁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