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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茶的生產 

  上一章提到建茶到宋代成為重要的商品，本章則將焦點轉回生產

地，探討建茶與建州發展的關係以及其生產製作過程和生產地區。建

州在唐代中葉以後人口成長，但糧食生產環境欠佳，不足以應付這麼

多人口的生存，勢必要找尋出因應之道。除了開闢梯田種植糧食作物

外，利用山區地理環境的特性來種茶是一項選擇，同時還可以配合與

茶葉相關的產業，對建州的發展有正面的幫助。為了讓建茶在市場上

有足夠的競爭力，茶農對於生產製作過程要求嚴格。消費者也培養出

識茶的眼光來審視建茶，使得茶農必須在技術上有所進步，迎合消費

者的口味。政府控制的北苑茶園則在技術上處於領導的地位。諸私焙

則以北苑為中心，環繞在其外發展。隨著建茶的銷售提升，生產範圍

也有所擴張，已滿足市場的需求。 

一、 建茶與建州的發展 

  宋代的建州隸屬於福建路。福建路共領有六州二軍，分別是建州、

南劍州、劭武軍、汀州、福州、泉州、興化軍、漳州。1其中，建州與

南劍州、劭武軍、汀州又稱為上四州，地形多溪山之險；其餘福、泉、

                                                      
  1 南渡後，建州升格為建寧府，福建路包含一府、五州、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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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漳稱為下四州，地形則較為平坦。2建州位於福建路的北部，閩江

上游的松溪與建陽溪匯流而成建溪流經其中。東北與兩浙東路的衢

州、虔州相接，西北則分別與江南西路的信州和劭武軍為鄰，南與南

劍州接壤，東則為福州。 

圖三 建州位置圖 

 
 
 
 
 
 
 
 
 
 
 
 
 
 
 
 
 
 
 
 
 
 
 
 
 
 
 
資料來源：據譚其驤 主編，《中國歷史地圖集》(北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冊6，「北宋․

兩浙路 江南東路」、「北宋‧福建路」，頁24-25、32-33繪製而成。 

 
  2 王象之，《輿地紀勝》，第4冊(北京：中華書局，2003)，卷128，「風俗形勝」，頁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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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州一帶是福建較早開發的地區，三國時孫吳於此設立建安郡，

郡治在閩北建安縣一帶。此地雖然是在閩北山區中，但算是一個比較

大的盆地，地勢較為平緩，適宜人居。是故古代中原人民，躲避中原

戰亂，進入福建一地時，往往會先在閩北定居發展，再逐漸往閩江下

游的福州一帶開發。轄下七縣，只有崇安和政和是在宋代新設立的縣，

浦城、建陽的設縣也遠在福州的福唐、長樂縣之前。因為浦城（前吳

興）和建陽（前建平）都是位在入閩的重要通道上。3南朝著名文人江

淹，在當吳興令時，曾留下一首詩：「攬勝訪亭侯，茲地乃閩城。萬古

通漢使，千載連吳興⋯⋯」可見浦城一地至少在南朝以前便是和中原

交通間的重要據點。4雖然開發的歷史甚早，但在唐代中葉以前，其實

無充分發展，整個福建五州（福、建、泉、汀、漳）二十五縣不過九

萬餘戶，四十八萬餘口，只比蘇州或杭州的戶口稍多一點。5

  由於地處偏遠，加以自然環境阻隔，福建往往被中原人士視為化

外之地。除三國孫吳以及南朝歷代開國之初的短暫時間，為了有所開

拓、增加地盤而用心經營外，多將此地視為不重要的邊區，很少派優

秀官員前往治理，官員也多不喜歡赴任，福建的發展進步有限，難以

吸引人潮的遷入。即使東漢末年到魏晉南北朝以來，中原發生了不少

動亂，使得北方部分人口南遷，但大部分停留在南方歷代政府專注開

發治理的長江流域一帶。6

  唐代中葉以後，由於安史之亂的關係，再度導致了人口的南遷，

此時由於江淮一帶已有不少人居住，有更多的移民進入了福建和江西

 
  3 朱維幹，《福建史稿》，上冊，頁91-92。 
  4 方彥壽主編，《閩北掌故》(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8。 
  5 宋祈、歐陽修，《新唐書》，第2冊(台北：鼎文，1998)，卷41，〈地理五〉，頁1058-1059、

1064-1066。 
  6 林拓，〈從化外之地到兩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

歷史地理論叢》，16.1(2001.03)，頁35-38；姚政志，〈南宋福州民間信仰的發展〉(台北：國

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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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少開發的地區。加上北方藩鎮割據，中央對於南方和福建更為重

視，加速了福建一帶，尤其是沿海地區的開發，大幅興修水利，圍海

墾田，糧食產量增加。同時間，不少優秀的文官，如李椅、常袞(729-783)、

柳冕被派至此地，努力興學和教化，提攜閩地士人，改善了此地的風

氣。士人參與科舉考試的意願提高，不少人還考取了進士。反映出該

地的文教發展有成，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原地區對福建一帶的印象改

觀，不再只是落後的偏僻地區，對北方的移民增加了更多吸引力。7

  唐末五代，中原多亂事，福建地區相比之下，頗為安定。王潮、

王審知兄弟在此興學、廣納文人、安定流亡百姓、減少唐末以來繁重

的賦稅，加強農業發展。另一方面，唐中葉以來，福建沿海地區的貿

易頗為活躍，日本、阿拉伯等地船隻都會前來貿易。遠程貿易所帶來

的商業財富，使得沿海城市和順著內陸商路的城市富裕起來，並帶動

了城市周邊產業的發展，聚集了商人、士人和一般平民。8例如建州開

發最早，但福州、泉州等濱海地區發展卻較建州來的快速，一方面瀕

海之地有魚鹽之利、具備港口可以發展貿易，另一方面地勢遠較建州

等多山地區來的低平，開發較易，也利於人口的聚集。因此開發和興

學的重點皆放在沿海地區。雖然如此，建州的人口仍然維持成長，表

示其也有吸引人口聚集的因素存在。根據蘇基朗的研究，藉由風險高

但獲利多的海運路線與風險低但發展較為完備的內地交通互相配合，

閩南泉州、漳州、興化軍)的貨品可以與鄰近區域或是海外互通有無。
9由於海運的成本高昂，沿海小商販欲轉銷貨物，仍需透過完備的內陸

交通網。不論泉州或福州，如欲透過陸運將商品運送到兩浙一帶，建

 
  7 林拓，〈從化外之地到兩個文化帶的相繼發育—宋代以前福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

歷史地理論叢》，16.1，頁41-43。雖然教化與開發主要在福建沿海地區，建州等山區還是有受

到一定的影響，建安一帶也有人考中進士。 
  8 顧立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北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2004)，頁40-41；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頁426-427。 

  9 Billy K.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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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是必經之地。10因此，泉州、福州發展和繁榮的同時，建州處於商路

上的重要地區，一樣跟著有所發展。從戶口的資料來看，盛唐至宋初，

福建地區的人口成長幅度甚大； 

 天寶十二年(753) 太平興國五年(980) 神宗元豐三年(1080) 

建州 22770 90492 186566 

福州 34084 94475 211552 

泉州 23806 75681 201406 
資料來源：顧立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北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頁134-135。 

如上表所見，建州人口的確不如福、泉兩州，增加的比例也較小，但

其實相差並不多，可見其環境與地理位置也有一定的發展能力。新開

發的行政區，如南劍州、邵武軍和興化軍，以及傳統的行政區漳州、

汀州，戶口雖然沒有上述三州來的多，但成長都相當快速。11整個福建

地區在逐漸的開發、教化治理和商業成長下大有改變，不如以往的封

閉和偏僻，成為東南一角的重要地區。 

  人口的大量增加，使得福建的開發加速。福建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稱，山多田少，本不利於農作物的生產。但透過人力改善生產

環境下，沿海地區可以圍海造田，建州一帶的山區則多開闢梯田。福

建本身的土壤貧瘠，需要深耕和耙地以增加肥沃度，山區耕作更要良

好的犁田技術，10-11世紀福建和鄰近地區農業技術的改良，使得福建

可耕地增加不少，糧食產量也有明顯增加。12山地耕作的另一重點是水

的利用，方勺(1066-?)在《泊宅編》中說到：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

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為田，層起如階級，然每遠引溪

                                                      
 10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132-133。 
 11 顧立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北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頁134-135。 
 12 Billy K.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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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為之磑，不唯碓米，亦能播精。朱行中知

泉州，有「水無涓滴不為用，山到崔嵬盡力耕」之詩，蓋紀實

也。13

由於水源淺遠，灌溉不易，農民必須設法引遠方的水來灌溉。陳敷在

《農書》提到一種名為「陂」的水利設施，可用以蓄水。14據《八閩通

志》記載，宋時建安縣建設的小型水利建設「陂」即有 225 所，陂址

和陂名都記載得很詳細，其他縣也有不少這類的建設，農民很可能在

設法引水後，利用「陂」來儲水灌溉。有的陂可灌溉面積達兩三千餘

畝。地方官努力改善山區的水利建設，往往會獲得上級的嘉許，修築

時也常受到民戶的大力支持，自己出錢主動修築，可見這些水利工程

對山區居民的重要性。15梯田的開闢和灌溉技術的進步，山地逐漸開墾

成畦，可以種植水稻。占城稻的傳入對於山區稻米的種植大有助益，

因為其耐旱，對土力要求不高的特性，使得土壤較為貧瘠且得水不易

的福建山區稻作更為普遍。16

  雖然在人口大量增加且密集的開墾下，福建糧食產量有明顯的增

加，但是福建仍有糧食不足的問題。關於「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

非他處比」之類的說法，在宋初以來頻繁出現。17瀕海地區，採精耕細

作，一年甚至可以有兩穫，但仍須仰賴二廣和浙西一帶供給不足的糧

食，處於內陸地區的建州地區，生產條件更差，糧食難以豐足。因為

 
 13 方勺，《泊宅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15。 
 14 陳敷《農書》提到陂是一種蓄水用的池塘，「夫山川原隰⋯⋯其高下之勢既異⋯⋯視其地勢，

高水所會歸之處，量其所用而築為陂塘，約十畝即損二三畝以瀦蓄水。」見陳敷，《農書》［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30冊，頁173-174。 
 15 黃仲昭，《八閩通志》［古籍珍本叢刊］，第33冊(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22，頁

287-289；韓元吉，〈薦崇安、建陽兩知縣狀〉，《南澗甲乙稿附拾遺》［叢書集成］，第508
冊，頁167-168。 

 16 梁庚堯，〈披荊斬棘—新耕地的開發〉，收入：劉石杏主編，《民生的開拓》［中國文化新論；

經濟篇］(台北：聯經，1982)，頁116-117。 
 17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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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努力開墾狹小的土地、與山、海爭地，

以及努力引導水源灌溉，投入大量勞動力集約經營的結果。大量人口

增長所投入的勞動力，只是使得原本生產條件不良的環境，有所改善，

搾取可利用的每一分土地資源，但其結果並不足以應付這些湧入的人

群。山多平地少、土壤貧瘠、水源短淺的自然條件，對於發展仍有相

當的限制。真德秀(1178-1235)曾指出建寧府「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

田居其間裁什四三，歲甚豐，民食堇告足，一或小歉，則強者相挺為

武虎，弱者轉死溝隍中」18，說明了建州一帶農民的生活景象，耕地不

足，即使每年豐收，也僅勉強夠人民足食，如遇天災，則可能無多於

存糧可以應付。根據吳松弟的計算，北宋元豐年間，平均每戶擁有的

田畝數，福建為 11.2 畝，江西為 33.1 畝，兩浙為 19.8 畝，福建每戶

可有耕地只有江西的 34％、兩浙的 57％，明顯少了許多。19在全國各

地農業生產力共同成長的趨勢下，反而凸顯出福建一地糧食生產的不

足。如果將不多的耕地，都用在種植糧食作物上面，人民將難以為生。

對於土地的渴求導致地價的不斷上升，但單純的糧食生產獲利有限，

難以回收。面對這種情形，只有通過農產品的商品化和經營其他產業

來謀求生計。因此，許多勞動力紛紛投身於其他產業，或是改種植經

濟利益高的作物，藉由這些收入向其他地區購買米糧，解決自身糧食

不足的問題。宋代遠程商業和交通的發達更促進了這種趨勢的發展。20

  建州一帶雖然山多平地少，但如竹木也是山區特產，可以做為建

築、造船和日常器具的材料，建安一帶有私人種竹木來販售，松溪縣

一帶也以產竹樹萬種聞名。而木材的資源更為豐富，建州一帶的木材

 
 18 真德秀，〈建寧府廣惠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208-21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24，頁14。 

 19 吳松弟，〈宋代福建商品經濟的較大發展及其與地理條件的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3(1988)，頁86。 
 20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28-429；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寧地區為

中心的考察〉(台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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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藉由水路運到福州，提供沿海地區居民生活燃料和建築所需，同

時也是造船的重要原料。福建的航海貿易以發達，乃是其造船技術和

造船原料良好，福建一帶的木材，與水相宜，使船入海能夠耐久和抵

禦風濤。21南宋紹興二十八年(1158)，建州的崇安、松溪、建陽、建安、

甌寧等地開始徵收木材的過境稅，反映建州一帶木材生產和運銷帶來

不少利益收入。還有油茶、苧麻、葛等作物，建州生產的油茶，可能

是供應山區居民的重要食用油，而苧麻和葛則供作紡織的原料，閩人

多以此為布，「練布」便是上貢的貢物，建陽的「洪綠錦」更是以精美

著名。山區的礦藏也頗為豐富，建州一帶鐵、銅和銀的產量不少，政

府在此設鑄錢場。在手工業方面，除了有原料供應的紡織業有不錯的

發展外，瓷器、釀酒也相當發達。22

  木材、竹木和油茶主要是供應當地和隨水運送到福建沿海人口集

中的地區販賣使用。沿海地區貿易的繁榮發展，增加了對這類山區物

產的需求，山區居民可以靠此維生。但這類物品多半只能在鄰近地區

販售，銷路有限，利益可能不及能夠銷售全國的特產。要解決建州發

展的問題，增加土地種植的效益，推廣種茶不失為一個好的方法。23因

此，唐中葉，李椅、常袞等地方官治理福建時，除了改善教化外，也同

時有看到福建一帶發展上的問題，一方面在沿海地區多圍海造田，增加

糧產。另一方面，雖然說開發治理偏重沿海地區，其實山區的發展也

沒荒廢掉。從《茶經》的記載來看，建州一帶在唐肅宗乾元元年(758)

之前便有茶葉的生產，但並不甚有名。隨著唐中葉以後飲茶之風的逐

 
 21 呂頤浩，《忠穆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31冊，卷2，〈論舟楫之利〉，頁273-274。 
 22 鄭學檬，〈宋代福建山區經濟的發展〉，《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
沙：岳麓書社，2003)，頁266-267、274-281。 

 23 祝穆的《方輿勝覽》提到建州的土產時寫道：「書籍行四方，貢龍鳳等茶、兔毫琖、紅綠錦、

紙被。」建州的麻沙、崇化產書，號為圖書之府，其地本來以產紙為主，藉由印刷出版書籍，

提升紙的附加利益，銷售至全國，也是一種增進產業發展的好方式。見祝穆，《方輿勝覽》，

上冊(北京：中華書局，2003)，卷11，〈福建路 建寧府〉，頁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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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普及，導致茶葉的需求量大增，茶葉成為一項有利可圖的商品。如

果建茶能夠增加名氣和特色，成為當地一項重要的特產的話，對建州

的發展便有相當的幫助。農諺提到「一個茶芽七粒米」，顯示其比米糧

更高的經濟價值。此外茶葉是多年生作物，生長具有長期性和連續性，

只要栽培得當，經濟效益可以維持很久。唐德宗建中元年(780)楊炎推行

兩稅法，兩稅法根據財產多寡徵收實錢，但也允許實物折納。與租庸

調稅制不同的地方在於，兩稅法不再干預農民的具體經營，可以根據

當地的自然條件來選擇合適的作物生產，替南方地區廣泛的種植茶

葉、增加生產提供有利的條件。24北宋張舜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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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袞為建州刺史，

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茶。」25說明常袞在貞元中特別改良的建茶的製

造方式，對於建茶的銷售，可能有所幫助。銷路提高後，由於需求增

多，農民會更加廣泛的種植。史料記載的時間可能有待商榷，因為常

袞死於建中四年(784)年。但如果從之後的發展來看，穆宗長慶年間(821-824)

廣增天下茶稅，福建名列五大茶區之一，產量和銷量應該有明顯的增

加。成書於 856 年的《膳夫經手錄》更詳細提到了建茶的形狀、味道，

並受到廣陵、山陰兩地人的喜愛，表示建茶已經向外開拓市場。因此，

在這段時間，如果說有地方官提倡和改良建茶的生產，使得建茶的產

量和銷售有所進展，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配合當時的飲茶需要、兩稅

法的施行，以及沿閩江北上入浙或入江西的水路交通線大體完成，26建

茶的對外銷售將能促進建州的發展。 

  歷經五代至宋代的發展，建茶已經被推舉為天下第一的商品，廣

 
 24 孫洪升，《唐宋茶葉經濟》(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3-26。到了宋代，茶農可

以直接以茶抵稅，稱折稅茶。實施方田均稅時，茶田與鹽田一樣，不需方量均稅，而有其另外

的繳稅方式。見脫脫，《宋史》，第13冊(北京：中華書局，2004)，〈食貨志上二〉，卷174，
頁4201-420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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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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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地喜愛，是建州一帶很重要的利益來源。曾任福建轉運副使的王

子京便說：「榷賣臘茶，所收淨利，不減鹽課。」27濱海地區固有鹽利，

但建茶已經發展為不下於鹽的獲利商品。韓無咎也說：「其地不富於

田，物產瘠甚，而荈利通天下。每歲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28除

了利益豐厚外，茶葉的種植、採茶、製茶等製作過程中提供了許多工

作機會，讓過多的勞動力得已舒緩。宮崎市定指出唐中葉以後，均田

制敗壞，有許多農戶喪失土地而淪為流民，宋代政府也並無特別的田

制管理，使得土地兼併更為頻繁，造就大批雇工和佃農。而唐後期至

五代，茶葉資源開發造成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吸收了大量勞動力。29建

州一帶人口能夠有不遜於福州和泉州的增加幅度，除了本身開發歷史

悠久以及拜泉州和福州沿海貿易發達所賜，成為貨物陸運北上杭州的

中繼站外，山區茶葉的種植開發，也成為了吸引人口進駐的一大誘因。

宋代建州茶工的工錢，據莊綽的記載，每天雇錢是 70文，一茶場便可

雇用到數千人之多，30許多貧民因此有了謀生的方式，不會四處流浪或

被迫成為盜賊，可以穩定建州一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 

  茶葉除了經濟效益大、吸收勞動力多之外，比起其他的經濟作物

仍有一大好處，不會與糧食作物爭田，而且兩者間的勞動力還可以互

相配合。韓元吉在〈建寧府勸農文〉和〈又勸農文〉中清楚地說明了

建州一帶種茶和耕田間互相配合的情形： 

今造茶夫雲集，逮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召集房客，假其種糧，

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

 
 27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4，卷349，神宗元豐七年，頁8371。 
 28 祝穆，《方輿勝覽》，卷11，〈福建路 建寧府〉，頁182。 
 29 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

5冊（北京，中華書局，1993），頁1-71。 
 30 莊綽，《雞肋編》卷下，頁100；四川地區的茶工，據呂陶記載，每天雇錢60文，並附食物。

見呂陶，《淨德集》［叢書集成］，第495冊，卷1，〈奏為官場買茶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宣鬧事

狀〉，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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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年之患。 

每歲茶夫既散，富家大室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

荒墟之地，日計之不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致富殖，而收

養無田之民，使不至于凍餒矣。31

採茶製茶時所吸引的大批人力，在工作完成後，剛好可以接上開墾播

種的時間，從事各種主糧的種植工作，並開墾荒地，擴大開發的區域。

可見茶葉與糧食作物在耕作時間上有所差異，勞動力也可以互相配

合。而其他的經濟作物，如瓜果、甘蔗，卻會對主糧的生產有很大的

妨害，地方官認為農民「多費良田以種瓜植蔗」，可耕之地只剩下偏僻

崎嶇的山谷地帶，迫使官方不得不採取「禁種秫、禁造麴、禁種柑橘」

的手段，以確保糧食產量的足夠。固然可以利用經濟作物和許多手工

業的收入來換取糧食，但此種交換模式在平時可以維持平衡，一旦災

荒發生，則會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32所以，保有一定的糧食產量，對

地方官來說是很重要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茶葉卻沒有被禁止種植。

其中一點原因是茶與糧食耕作的勞動力可以互相配合，另外茶葉的生

產往往在比較崎嶇的丘陵地，才能保持良好的排水，因為茶葉根部一

旦浸水過久必死。33因此種茶不至於佔用到太多糧食生產的耕地。另外

一點是茶對於宋代人來說，已經是民生必需品，建茶又是官方重要利

益的來源，對建茶的買賣有相當嚴格的管制，避免茶利流失，故不會

像其他經濟作物般，會受到禁種的管制。34

 
 31 韓元吉，〈建寧府勸農文〉、〈又勸農文〉，《南澗甲乙稿附拾遺》［叢書集成］第508冊，
頁359-360。 

 32 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寧地區為中心的考察〉，頁29-31。 
 33 茶適合種在有點險峻坡度的丘陵地，如果在平地種植，必須做好相當良好的排水系統。見韓鄂，

《四時纂要》(東京：山本書店刊，1961，據萬歷18年朝鮮重刻本影印)，頁46。 
 34 山坡地大幅種茶其實對於水土保持是有害的，在道光十二年(1832)所編的建陽縣志中便提到了

種茶造成山坡地土壤流失情形相當嚴重，每逢下雨，大量雨水沖刷許多土壤，危及民眾的居住

安全，也破壞了種植的土地。但這樣的記載並不見於宋代文獻中，當時可能並未注意到這樣的

情形。見吳覺農 編，《中國地方志茶葉曆史資料選輯》(北京：農業出版社，1990)，頁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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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種茶還帶來許多額外的經濟效益。例如前述建州茶農

發明茶樹與桐樹相間種的方式，除了可以讓茶樹安穩生長外，栽種的

桐樹也可以好好利用。樹木本身可作為各種家具，種子還可以榨桐油，

增加了種茶的利益。而想喝好茶，往往要配上適合的茶具，才能符合

整個喝茶的氣氛。要喝上好的建茶更是需要精心挑選一番，由於建茶

茶色偏白，文人雅士和士大夫便喜歡用黑色的茶具來配合茶的顏色。

建茶的聞名，同時也帶動了當地瓷器業的發展。建瓷中，以兔毫盞為

代表的黑瓷，便是當時人公認飲用建茶的理想茶具，也成為當時建州

的重要特產之一。35

  由此來看，茶葉的種植，配合唐中葉到宋以來遠程商業的發達

與交通運輸的改善，對於建州的發展，有相當正面的助益。可以吸收

山區人口逐漸增多的勞動力，並配合開墾荒地和主要糧食的耕作，解

決糧食不足的困擾，也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益，賺取更大的利益。不但

地方官推廣種茶，人民往往也廣為植茶，宋代建茶因此聲名遠播。 

二、 建茶的採收與製作 

  建茶為重要的貢品，亦為重要商品，故建茶在種植、採收到製作

都力求品質精良，才能符合宮廷與市場的需要。唐代以前，對於採茶、

製茶過程並無詳細的記載。到了陸羽時，才簡單地替茶樹做了分類，

並說明茶樹適合的環境 

上者生爛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野者上，園者次。

陽崖陰林，紫者上，綠者次，笋者上，牙者次，葉卷上，葉舒

 
 35 蔡襄提到：「茶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冷，最為

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不及也。」見蔡襄，《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

《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67；見祝穆，《方輿勝覽》，卷11，〈福建路 建寧府〉，頁181-183，
提到建州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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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陰山坡谷者，不堪採掇，性凝滯，結瘕疾。36

其中對於茶樹如何種植並沒有清楚地說明，也許是因為陸羽認為野生

的茶葉比茶園中耕種的茶來的好，所以只指出如何找出好茶葉的方

式。畢竟在陸羽的時代，茶葉還不算是個顯著的商品，人們對茶葉的

需求還沒廣泛增加，所以比較少有專門種植茶葉，供應廣大市場的茶

園。對於如何種植出好茶和管理茶園的知識便會有所不足。陸羽接著

述說如何採茶造茶之法： 

凡採茶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茶之笋者生爛石沃土，長四

五寸，若薇薇始抽，凌露採焉。茶之牙者，發於叢薄之上，有

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採焉。其日有雨不採，晴有

雲不採；晴，採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風之，

茶之乾矣。37

內容包括採茶的時間在二月到四月之間，該採摘何處的茶和採茶時需

注意天氣，不能有雨也不能有雲，但沒有說明原因為何。關於製茶過

程，則是相當簡略地說明了有蒸、搗、拍、焙、穿、封等步驟，但實

際的細節卻付之闕如，可能是當時的製茶並未十分精細，所以沒有太

多細節可以記述。另外一個原因可能跟書本身的性質有關，《茶經》固

然是一經典性的茶書作品，但內容其實主要偏重在如何選茶、煮茶、

飲茶和茶具的介紹，還有收集了古代各種飲茶的歷史，重在推廣飲茶

的知識，而不是教人怎麼去種茶和製茶。 

  到了唐末，茶葉已成為大眾日常必需品，野生的茶葉，無法維持

市場需求。產茶地區逐漸增加，對於如何種植、照顧茶樹的知識慢慢

成形，在韓鄂的《四時纂要》便可以看到種茶的方法。到了宋代，專

業的茶書更多，內容也更為豐富。許多茶書相當仔細地把建茶製作的

 
 36 陸羽，《茶經》，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2。 
 37 陸羽，《茶經》，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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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記載了下來，表示建茶本身製作過程的繁複和細緻，經由長年的

經驗，累積了更多相關的茶知識，技術方面有所進步。這類介紹建茶

的書，詳細地介紹了建茶如何種植、製作、維持高品質的方法。透過

這類茶書，建茶的知名度逐漸塑造出來，消費者願意付出更高的價錢

來購買。《文獻通考》便記載：「凡茶有二類，曰片曰散。片茶蒸造，

實捲模中串之。惟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至焙室中，最為精潔，

他處不能造。」38可見建茶本身具有特別的製作方式，不同於其他地區

的片茶。以下便藉由介紹建茶的幾部茶書：《東溪試茶錄》、《品茶要

錄》、《大觀茶論》、《北苑別錄》來瞭解更詳細的建茶製茶過程和其特

別的地方。 

  農曆二月初，節氣「驚蟄」前後，39正是茶農開始忙碌的時刻，不

論是種茶或採收，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欲種茶者，必須先挑選良好

的地點，播下種子。種植在山崖邊，必須面向陽光；種植在一般開墾

良好的茶園則需選擇有庇蔭的地方。這是因為山崖邊多石地，石本身

性寒，沒有足夠的養分供茶葉好好生長，種出來的茶味多半疏薄，所

以需要太陽的照射來促進生長調和。而開墾良好的茶園，土壤的養分

足夠，如果再加上陽光的照射，會使得茶的味道過於濃厚，故需要擋

掉日曬來調節。40如何遮擋日曬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一般的雜草或樹木

由於會和茶葉搶養分和水分，在種茶前必須仔細去除乾淨，無法加以

利用。建州地區的茶農在長期經驗觀察中發明了茶樹與桐樹相間種的

方法，因為「桐木之性與茶相宜，而又茶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

落，茶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漸茂，理亦然也。」41桐樹的種植可以

 
 38 馬端臨，《文獻通考》，上冊，卷18，〈征榷考五〉，頁173。 
 39 驚蟄是24節氣之一，此時正值春天，氣溫回升，蟄居的動物驚醒，開始活動，故稱驚蟄。 
 40 趙佶，《大觀茶論》，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90。比起唐末韓
鄂《四時纂要》所記載的種茶之法似乎有所進步，韓鄂只指出種茶需於樹下或北陰之地，因為

茶畏日，見韓鄂，《四時纂要》，頁46。 
 41 趙汝礪，《北苑別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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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茶樹在陽光強烈的夏季跟寒冷的冬天安穩的生長。 

  茶樹種植後約三年，便可採收。建茶發芽時間，比其他地方早半

個月。二月初採收，三月京師便可以嚐到新茶。茶樹發芽的時機相當

重要，必須得天時才容易有好茶。當氣候較暖的時候，茶樹在驚蟄前

十日便已經發芽；如氣候較寒冷，則在驚蟄日後五日發芽。驚蟄前先

發芽的茶，氣味往往不佳，因為溫暖的天氣使茶葉生長加速，茶工必

須加緊採收和製作，否則茶葉很快就會枯槁。42過熱的天氣也會使得茶

工流汗，除了汗水會殘留在茶葉上外，也容易使得茶工心情焦躁，後

續的製茶程序便變得倉促，容易影響製茶的品質，導致顏色和氣味流

失。最好是微寒不至於凍的氣候，茶葉能緩緩發芽生長，茶工可以不

疾不徐的慢慢採茶。43每天採茶的時間都非常地早，往往在天還未亮時

便開始採茶。建人認為日出後，露水會蒸散，茶芽中的精華容易耗損。

採摘過程中必須小心採茶的方式還有採茶的種類。一方面必須利用指

甲快速地把茶葉攆斷，因為手指的溫度或汗水可能會傷害到茶葉的鮮

度。另一方面，必須仔細挑選好的茶葉，茶芽如形尖尖小小有如雀舌、

鷹爪一般者為上品。其次是一枚茶芽連帶一枚嫩葉，嫩葉有如旗子一

般地展開，而茶芽則像是旗子上的槍尖，故稱「一槍一旗」。一枚茶芽

連帶兩枚嫩葉者為「一槍二旗」，也仍可用。其他形狀茶則是下茶，如

「白合」、「烏蒂」、「紫芽」，需要分類清楚並捨棄不用，否則泡出來的

茶色濁味重。揀選好的茶葉皆放置在茶工隨身攜帶的清水裡面，維持

茶葉的鮮嫩。44由於採茶要求多，實際採茶時間又短，往往要有相當多

 
 42 以現代的觀點來說，如要製作綠茶，茶葉採收後需要馬上加以殺青，抑制茶葉中的酵素生長，

避免其發酵枯萎。烏龍茶則需要稍微發酵一段時間才加以殺青，紅茶則任其完全發酵。見布目

潮渢，〈綠芽十片〉，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頁5。 
 43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5；趙佶，
《大觀茶論》，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90。 

 44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5；黃儒，
《品茶要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8；趙佶，《大觀茶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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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手來幫忙，並且必須挑選當地土著或者經驗豐富的的茶工來幫

忙，才能確保品質。每天在五更時便擊鼓召集人手，一直工作到辰時(約

7 點)便鳴鑼收隊。工作的盛況也為詩人所記錄下來：「建安三千里，京

師三月嘗新茶。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衿誇。年窮臘盡春欲動，

蟄雷未起驅龍蛇。夜聞擊鼓滿上谷，千人助叫聲喊呀。」45

  取好的茶芽必須先洗滌潔淨，挑出雜物，放入「甑」46中開始蒸茶。

蒸時需注意拿捏時間，蒸過熟會使得茶葉顏色偏黃且氣味較淡，不熟

則顏色青又帶有草木的氣味，只有正熟才能喝到茶甘甜香醇的味道。

茶蒸熟後稱「茶黃」，需經過數遍的淋洗，使其冷卻，再經過榨茶、壓

黃的程序，去除茶中的水分和濃稠的茶膏。壓榨的方式是先用布將茶

黃用竹皮捆紮起來，利用器具開始壓榨，一段時間後再取出揉勻，再

次包起來壓榨，直到將茶膏去除乾淨。這一點是蠻特別的作法，如果

把茶中許多精華的汁液都擠了出來，似乎也會減低茶的香味。但對當

時的建人來說，卻非如此。他們認為建茶「味遠而力厚」，不是草茶可

以比擬的。過去陸羽提到製茶時顧慮茶膏流失，無這類步驟，但建茶

卻唯恐去膏之不盡。因為如果茶膏沒有去盡的話，泡好的茶會顏色混

濁且有苦味。而茶膏去盡之時也必須停止壓榨，否則壓榨過久，會導

致氣味淡薄。這一壓榨的程序算是建茶獨特的地方，原本唐時所做的

建茶偏苦，只有少數地區人喜愛飲用，但在這一步驟改良，去除苦味

後，正好迎合了時人的喜好。47

 
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90。「紫芽」指的是葉子是紫色的茶葉；

「白合」指的是茶芽被兩片葉子包住生長的茶；「烏蒂」則指的是茶的蒂頭。 
 45 歐陽修，〈嘗新茶呈聖俞〉，收入：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200。 
 46 古代蒸煮食物的瓦器，底部有許多小孔，放在鬲上，有如現代的蒸籠。鬲一種古代的炊具。圓

口，似鼎有三足，足部中空，便於加熱炊煮。 
 47 黃儒，《品茶要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8-70；趙佶，
《大觀茶論》，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90；趙汝礪，《北苑別

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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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榨茶後須「研茶」，其作用類似陸羽所說的搗茶，但可以把茶研磨

的更為細緻。其作法是：以柯為杵，以瓦為盆，將壓榨過的茶黃分團

放入瓦中，加水後用柯開始研磨，一直到水乾，這樣稱為一水。不同

種類的茶品研茶的次數也有所不同，小龍鳳茶需要四水、大龍鳳茶需

要二水，有許多特殊的茶品需要到十二水的程度。十二水以上的茶品，

一團餅茶份量的茶葉，可能便需要花上一天的時間才能研好。六水以

下，每天則可以研好三團至七團。研茶的精細與否會影響之後茶葉放

入模型中做成茶餅的外型，以及煎試茶時的品質。故研茶時需要力量

足夠者來從事研茶的工作，務求將水研乾，並且需要以好水來研茶。

製造貢茶的要求更多，為確保乾淨衛生，更曾下詔書要求研茶工匠必

須將身上的鬚髮都剔除乾淨，但由於不方便做到，改成要求研茶前須

將手和指甲洗乾淨，並換上乾淨的衣服和配給的毛巾。48

  研茶之後，將茶取出，將茶鋪勻輕揉後，放入各種不同的造模，

壓制成形。最後讓茶連同造模一起焙火烘乾，稱為「過黃」。先利用烈

火烘焙一次，將烘乾過的茶葉放到滾燙的水上面用蒸氣燻，再繼續用

火烘焙，如此反覆三次後再用烈火烘乾。隔日，利用溫火慢慢進行煙

焙的程序，此時需注意火喉的控制，溫度太高則會將茶烘成焦黑色，

煙太多則會使得茶香流失充滿焦味。而煙焙的時間則視茶餅的厚薄而

定，厚者必須多烘焙數次。茶烘焙好後在快速地過湯出色一次，便置

於密室之中，用扇子搧去熱氣。經過了這樣的處理，讓茶的顏色可以

自然有光澤，茶葉也製造完畢。49

  以上記載的製茶過程比起《茶經》來的繁複，可說是建人在反覆

 
 48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卷40，太宗至道二年九月乙未，頁853；趙汝礪，《北苑別

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18。這裡的研茶和唐代的搗茶，

目的是為了讓茶葉中精華的成分能夠均勻，因為這些成分很容易凝結在葉子中心的部分，弄得

均勻越能製作出好茶。見布目潮渢，《綠芽十片》，收自：許賢瑤 編譯，《中國古代喫茶史》，

頁4。 
 49 趙汝礪，《北苑別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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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造茶過程中，配合建茶的特性，逐漸改進而成，故有相當多需要注

意的細節。在造茶時，每個過程一不注意，茶的品質便會有所影響。

而實際上，也不是每次造好的建茶，都是相當完善、顏色亮麗和充滿

香味的。茶農常為了增加獲利，將低價茶或製作品質不好的茶葉混雜

於其中，茶葉製成後在以珍膏油敷於表面上，利用膏的香味和顏色，

使人不容易判斷茶葉的好壞。蔡襄在《茶錄》上指出：「色：茶色貴白，

而餅茶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異。善別茶者，正如相工之

視人氣色也，隱然查之於內，以肉理潤者為上⋯⋯香：茶有真香，而

入貢者微以龍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茶，皆不入香，恐奪其

真。」50對於蔡襄等習茶之人，要判斷茶葉的好壞可能不難，但一般人

則需要經驗或指點，才有可能辨識。另一位士大夫黃儒，本身為建安

人，認為建茶在各地流通的量不算少，但實際上能得到建茶中的精品

者不多，即使獲得精美的建茶，可能也辨識不出其美味。所以在他所

作的《品茶要錄》便詳細地說明如何辨別茶葉的好壞，茶葉的每個製

造環節出的錯誤，都會導致茶葉的外型和氣味上的改變，只要能詳細

品嚐，便可以識破是否有劣品充數的情形。如此一來，可以幫助飲茶

者精挑細選，增加品茶的功力。雖然無法得知此書的影響力或傳播力，

但蘇軾和吳逵等人皆有文提到此書，在喜好茶的士大夫間應該有一定

的流傳。51而其總論中所言，由於北宋以來的社會穩定發展，昇平日久，

士大夫們逐漸懂得對品茶，茶葉製作只有力求技術改進和良好的品

質，才能滿足需求。52因此，宋代製茶技術進步的同時，品茶的知識也

日趨成熟，固然製茶者可能提升賣相、降低品質，以求賺取更多利潤。

但飲茶的消費者對於茶的知識也越來越瞭解，間接地會促進製茶技術

 
 50 蔡襄，《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65。 
 51 蘇軾，〈書黃道輔《品茶要錄》後〉；吳逵〈題《品茶要錄》〉，皆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

《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80。 
 52 黃儒，《品茶要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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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進。 

  雖然這些茶書所介紹的，主要是北苑一帶由國家管理專門製作上

等貢茶的方式，較少其他外焙的製造過程。而且北苑茶園（又稱龍焙）

在技術和資本上領先其他地方，例如在過黃的過程，「官焙有緊慢火

侯，慢火養數十日，故官茶多紫。民間無力養火，故茶雖好而色亦青

黑。」53因此難以得知外焙的製造方式。宋徽宗所寫的《大觀茶論》便

非常強調北苑官焙所製造出的建茶，絕非其他周邊的外焙所能相比，

趙汝礪也提到有三個外焙產地製茶，會晚北苑數日製造，採收後交由

北苑負責過黃的步驟。但觀察徽宗所說：「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造

之妙，咸取則於壑源，效像規模，摹外為正。」54說明外焙所製作的茶，

品質越來越好，技術也有所進步，所作成品與北苑貢茶相當類似。外

焙在採茶製茶的基本過程可能與北苑沒有太大差別。黃儒所喝的茶，

也以壑源等外焙茶為主，從其書中討論的製茶方式來看，與其他茶書

介紹北苑貢茶的製作相去不遠。雖然徽宗強調外焙製茶可做到外貌神

似，但在品質上卻有很大差異。我們無法得知，也很難比較味道上是

否有很大差異。可是，即使不論味道好壞，徽宗也必須刻意強調北苑

貢茶的品質，認為北苑茶與外圍的私焙建茶相比，有著無法逾越的鴻

溝，宮廷所喝的茶是遠遠地優良於民間。這也是太宗製作建茶時，特

別造龍鳳模以別庶飲的意義。水野正明指出御用茶園(官焙)以外的外焙

如能製作出類似貢茶的贗品，並在民間販售，意味著北苑的貢茶不再

只是宮廷獨有的新奇奢侈品，會喪失作為社會地位區別的表徵，因此

必須不斷地製作新品。55徽宗時期北苑貢茶種類的不斷增加，可說是反

映了此一現象。王闢之(1031-？)的《澠水燕談錄》中有一段評論歐陽修的

話，歐陽修認為「茶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王闢之認為

 
 53 莊綽，《雞肋編》卷下，頁100 
 54 趙佶，《大觀茶論》，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9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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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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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嘉佑年間(1056-1064)，蔡襄新作小團茶時的盛況，但如今小團茶已

經容易獲得，不再如此貴重。56顯示出原本製作精良，流通極少的貢茶，

已經被大量製造。製造者很可能便是北苑之外的茶園所模仿的。曹勛

(1098-1174)也提到：「年來建茗甚紛紜，官焙私園總混真。」57因此，可以

看到建茶的發展，由於需求導致不斷創新，使得北苑茶園的技術不斷

進步，同時也帶動了鄰近茶園的發展。 

三、 建茶的產地 

  建茶主要生產地是哪些地方？除了製作技術外，產茶的地點和其

地理環境是影響茶葉品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宋代茶書中，可以看出

宋人非常在意種茶的地點，認為地點優劣決定了茶本身的品質，許多

名茶也往往以地名為名。余玥貞便提到黃儒《品茶要錄》之所以不特

別提茶樹的種植，乃是因為自然界本身變化無窮，非人力可以理解，

茶樹的種植環境是無法人為改變的，只能注意背後為人所掌控的製茶

過程。58因此茶書會提到的另一個重點便是介紹產地的環境。福建一帶

有許多適合種茶的地方，宋子安曾說：「隄首七閩，山川特異，峻極回

還，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茶。會

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金，茶生其間，氣

味殊美。」59建茶的生產地建安，便被人認為是最適合種茶的地點，丁

謂說：「建安茶品，甲于天下，疑山川至靈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

茶矣！」南唐時期已經在此設立 38座官焙茶園，率領六縣之民來採造

 
 56 王闢之，《澠水燕談錄》，頁99。此書成於紹聖二年(1095)，約比仁宗嘉佑年間(1056-1064)晚
三十餘年，此篇記錄的時間應該在此之間。 

 57 曹勛，〈余比出疆以茶遺館伴乃云茶皆中等此間於高麗界上置茶凡二十八九緡可得一胯〉，收

入：《全宋詩》，卷1891，頁21155。 
 58 余玥貞，〈唐宋時期的茶知識與飲茶文化〉，頁126-127。 
 59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1。 



第三章 建茶的生產 ．61．  

                                                     

茶葉。入宋以後將北苑之外的外焙還給民間，讓茶民可以繳交茶葉當

稅款，稱折稅茶。至道年間將 6 官焙改隸南劍洲，並只以建安一縣的

民力來負責官焙的運作。丁謂記載當時建安一帶，官私焙總共有 1336

座之多。60

  北苑官焙在建安城東邊 30 里的鳳凰山一帶，被蔡襄、宋子安等人

認為是最佳的產茶地點。宋子安認為北苑有許多優點：「先春朝隮常

雨，霽則霧露昏蒸，晝午猶寒，故茶宜之。茶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

之早，自北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先陽處，歲

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至道年間(995-998)約有官焙 32座，

包括東山之焙 14 座，北苑龍焙在其中，南溪之焙 12 座，西溪之焙 4

座，北山之焙 2座。南宋淳熙年間增加為 46座，範圍廣達三十餘里。61

圖四 北苑位置圖 

 

 

 

 

 

 

 

 

 

 
資料來源：據譚其驤 主編，《中國歷史地圖集》，冊6，「北宋‧福建路」，頁32-33繪製而成。 

 
 60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2。 
 61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2；趙汝礪，

《北苑別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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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苑是貢茶的專門生產地，同時也可說是建茶的生產中心，建安

縣其他的茶葉生產地分佈在北苑四周，所謂的內焙、外焙，便是指北

苑之內和北苑之外的茶葉生產地。外焙生產的茶則專供民間飲用，產

地有壑源、佛嶺、沙溪等地。壑源山主山在北苑的南方，高達數百丈，

山勢的走向則環繞北苑附近群山，北達北苑東北，稱為壑源口。佛嶺

在北苑的東南方，與壑源隔溪相鄰。沙溪則在北苑西方十里處。壑源

一帶生產的茶味甘香，曾鞏(1019-1083)曾有詩稱讚：「採摘東溪最上春，

壑源諸葉品尤新。龍團貢罷爭先得，肯寄天涯主諾人。」62壑源茶的名

聲在北宋初期似乎不出名，如蔡襄於皇佑三年(1051)年寫的《茶錄》便

不曾提到壑源。但到了曾鞏作詩時，已經成為大家搶購的新茶品。南

宋胡仔(1095?-1170)所編的《苕溪漁隱叢話》中也提到： 

（北苑）每歲糜金共兩萬餘緡，日役千夫，凡兩月方能訖事。第

所造之茶，不許過數，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

源諸處私焙茶，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

流販四方，悉私焙茶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茶，蓋壑源與北

苑為鄰，山阜相接，纔二里餘，其茶甘香，特在諸私焙之上。63

雖然北苑茶被公認為品質最精良、製作最費工的上品，但由於主要做

上貢之用，一般民間很難買得到。人們只能比較其他地方的茶葉，壑

源所產的茶可與北苑官焙茶媲美，而成為大家搶購的對象，每年產茶

時節便有「壑源春未回，已著金鼓促。爭先入包匭，價比金盈斛」的

現象，所產的茶往往不足夠買客的需求。64

  相較之下，佛嶺與沙溪的茶評價就不是那麼的高，宋子安認為佛

嶺東南的茶皆少甘而多苦，色亦重濁；佛嶺東北的茶則色不鮮明，味

 
 62 曾鞏，〈方推官寄新茶〉，收入：《全宋詩》，卷461，頁5599-5600。 
 6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11，〈玉川子〉，頁83。 
 64 胡寅，〈用前韻示賈閣老〉，收入：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523；黃儒，《品茶

要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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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而香少；沙溪茶則氣味薄，味少而表面無光澤，多苦而少甘。65以價

錢而論，壑源茶的價位約高出沙溪一倍之多，而產量又往往不足，所

以便有茶園偷偷在製茶時加入了沙溪茶，以便增加產量，賺取利益。

茶農之所以會這麼做的理由，往往也是因為天下飲茶者，往往只對名

茶趨之若鶩，但實際能分辨茶好壞者少之又少，假其名上市，可以獲

得差不多的利潤。黃儒便發現了這種狀況，才在《品茶要錄》中，特

地教導人怎麼去辨明壑源、沙溪的茶： 

凡肉理怯薄，體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不能久泛，香薄而味短

者，沙溪之品也。凡肉理實厚，體堅而色紫，試時泛盞凝久，

香滑而味長者，壑源之品也。66

黃庭堅(1045-1105)也說：「家園鷹爪改嘔冷，官焙龍文常食陳。於公歲取

壑源足，勿遣沙溪來亂真。」67可見沙溪茶冒充壑源茶，在當時應該是

一種常見的情形。但對一般人而言，想要分辨出來可能並不容易，何

況沙溪的茶也許比不上極品的壑源茶，但也不表示它就是劣品，不然

價錢差異不應該只有一倍。《東溪試茶錄》中提到，建安茶園產的茶分

七種，分別是白葉茶、柑葉茶、早茶、細葉茶、稽茶、晚茶、叢茶，

其中白葉茶是當時民間重視的茶，認為是茶中最頂級的，氣味特殊，

蔡襄和宋徽宗也認為茶色貴白，可見其珍貴性。而產白葉茶的地區則

少之又少，宋子安連產茶戶的姓名都清楚地記下，壑源共有 6個地區 14

戶，佛嶺有 3個地區 3戶，沙溪也有 4個地區 4戶人家有產白葉茶。68沙

溪地區所產的白葉茶，價錢未必比不上壑源所產的一般茶。再者，單

靠一小地方的產茶也不足以應付天下對建茶的需求，建茶的特色便在

 
 65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4。 
 66 黃儒，《品茶要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9-80。 
 67 黃庭堅，〈謝王炳之惠茶〉，收入：《全宋詩》，卷1022，頁11686。 
 68 宋子安，《東溪試茶錄》，收入：阮浩耕等點校注釋，《中國古代茶葉全書》，頁74。這裡指

的是種茶的茶種，而不是製好茶後的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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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製作方式有別於其他地方，茶種也有所不同，雖然建茶本身也有

優劣之分，但都還是臘茶，其整體給人的印象、味道和特殊性便是吸

引人購買的因素。 

  除了一般茶園，寺院往往也從事茶葉生產的工作。僧侶飲茶的普

及遠較一般大眾為早，並且會在寺廟中自己種茶，除供僧人飲用外，

也會用來貢佛和餽贈客人。福建路一帶佛教風氣相當盛行，寺院極多，

寺田占了民田相當高的比例，69應該也有不少土地用來產茶，如《墨客

揮犀》有記載： 

蔡君謨善別茶，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茶生石縫間，寺僧採

造，得茶八餅，號嵓石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

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

於茶笥中選取精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茶

極似能仁嵓石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索茶貼驗之，乃

服。70

識茶之人對於各地名茶，往往有一定的認識，建州所產臘茶，又與他

處不同，加上蔡襄本身是福建人，也在此地做過官，辨識茶是否出產

於建州，應該不是難事，禹玉也不會因此而震驚。震驚的原因在於蔡

襄還能辨識出是能仁院所產。如果建安有產茶的寺廟只有能仁院，能

仁院本身應該有很高的知名度，被蔡襄辨識出來也不是什麼稀奇的事

情。唯有建安有產茶的寺廟很多，佳品也不少，才有可能帶來令人驚

訝的感覺，也讓禹玉佩服蔡襄的能力。由於寺廟產茶眾多，對於注重

茶利的宋政府來說，是不可遺漏的一環。徽宗政和三年(1113)提舉福建

路茶事司便發現福建路有產茶的州軍諸寺廟，都有生產各色品種的臘

茶，且除了供養僧道外，還常常以贈送的名義，私下販賣，於是建議

 
 69 孫洪升，《唐宋茶葉經濟》，頁32-37。關於宋代福建路佛教寺院的經濟情形，可參見，黃敏

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論集》(台北：學生書局，1989)，頁119-164。 
 70 不著撰人，《墨客揮犀》，卷4，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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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寺院產茶做出一些規定，每年採造的茶在五百斤以下，聽便自用，

但不得販賣；如果超過了五百斤，便要與一般園戶一樣，受到政府榷

茶體制的管理。71從此來看，建州一帶寺院的茶產量也是不容忽視的部

分。 

  在總產量方面，可以看到建茶的產量在宋代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南唐李氏經營時，每年產量不過五、六萬斤，太宗時已經大幅增加至

三十餘萬斤，真宗天聖年間達到五十萬斤。仁宗至徽宗時則維持在七

十多萬斤左右，是北宋產量最多的時候。南渡後，由於建炎二年(1128)

建州一帶發生了葉濃之亂，使得建茶產量一度銳減。但亂事平定後，

產量又逐漸恢復，到了紹興三十二年(1162)，建州一帶產量便有九十五

到九十八萬斤的產量。72產量的增加，可能是銷路良好、需求量高所致，

使原本種茶的茶農改善生產技術，增加產量，另外也多開闢了許多可

種茶的地方。除了建安縣一地外，根據《宋會要》，到了南宋，建州的

其他六縣甌甯、建陽、浦城、崇安、政和、松溪都有所生產臘茶，可

見生產範圍有所擴張。在福建路的其他州方面，南劍州、邵武軍、汀

州都有產茶。南劍州是次於建州的臘茶生產地，南宋時邵武軍的茶產

量也有所提升，與南劍州相差不遠，但兩者的產量都遠不及建州。江

南東路的池州、饒州和兩浙路的睦州則是福建之外少數有製造臘茶的

 
 71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北京：中華書局，1997)，食貨32，頁535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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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陳祖槼，朱自振 編，《中國茶葉歷史資料選輯》，頁227；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冊5，卷110，仁宗天聖九年辛巳，頁2557、冊8，卷188，仁宗嘉佑三年，頁4526；脫脫，《宋
史》，冊13，〈食貨志下六〉，，頁4506；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29，頁5309，
記載紹興三十二年福建路的茶產量，分別是南劍州一萬一百斤，福州古田縣二百一十斤，建寧

府7縣共九十五萬斤，汀州一萬一百斤，邵武軍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斤。茶葉的產量主要是根

據政府的數據，不能確定是否包含折稅茶、貢茶或食茶的產量，加上有私販茶葉的情形，很可

能比實際產量為少。由於政府本身嚴格控制臘茶，控制的方式依時代有所不同，但都必須掌握

茶買賣的數量，方能依此課稅，把其當作茶葉的銷售數據仍然有一定的參考程度，畢竟私販茶

葉的銷量很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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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但資料記載不多，可能數量也在少數。比較起來，建州仍然是

主要的臘茶生產地，一來可能是適合產茶的地方多。二來是產地的問

題，其他地區雖然也可以製造臘茶，但可能只有少數地方能夠生產出

味道與建茶相近的臘茶，如果沒有建茶那種深厚的口感，製作出來的

臘茶便不夠好喝，不如用其他方式來製作。獨特的製茶技術配合上建

州一帶特有的茶種，造就了建茶能吸引天下人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