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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茶的運銷 

  製造完成的建茶，須運銷各地，在這過程中，官方扮演了重要的

角色。宋代政府為了獲取伴隨茶葉買賣而來的龐大利潤，必須掌控對

外運銷的一些環節，才能從種茶的園戶或販茶的商人手中獲取茶利。

因此從北宋初開始進行榷茶之後，有一連串的茶法變革，影響了茶葉

的批發、運送和販賣等環節。商人、園戶在政府的茶法規範下，不同

時期必須遵守不同的規定。必須先瞭解茶法的相關規定，才能清楚茶

葉的運銷方式。 

  黃裳(1043-1129)曾說：「天下之人不能廢茶，尤其不能廢酒，非特適人

之情也，禮之所在焉。江淮荊襄嶺南兩川二浙茶之所出，而出於閩中者，

尤天下之所嗜。山海天地之藏閩中，以利富國得茶於山，與其得鹽於海，

無異也。」1建茶本身是價昂且珍貴的商品，廣受天下人喜愛，因此受

到官方特別注意和管制。茶葉生產成本較鹽來得高，加上官方榷茶抽

取的茶利，如要賺取與鹽相當的利潤，其售價勢必也不便宜。如此一

來，建茶在市場中的反應與銷售情況如何，主要消費群是什麼樣的人，

值得探究。本章首先將簡單釐清宋代本身茶法的演變，瞭解官方對茶

葉批發銷售的掌控程度和管理建茶的態度，進而論析建茶如何從產地

對外運輸、銷售，最後則探討建茶的消費情況。 

                                                      
  1 黃裳，《演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0冊，卷46，〈茶法〉，頁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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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茶法的更迭與官方的控制 

(一) 宋代政府重視征榷的原因 

  「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榷之入累數十倍於古」，這是宋代士大

夫陳傅良(1137-1203)所觀察的宋代賦稅狀況。2征榷之利，指的是國家在買

賣商品時，如茶、鹽、酒等，從中加以控制，向商人抽取一定的利潤

後再讓商人四處販賣，類似一種間接稅。宋代的賦稅中，征榷的收入

確實佔了相當高的比例，且逐年提高，從至道末年(997)的 32.66％，到

天禧末年(1021)的 50.27％，熙寧十年(1085)時更高達 67.76％。由於缺乏南

宋時的數據，只能大致從東南地區的歲入來估計，顯現的租稅比例也

已經降到相當低的程度。包偉民發現，宋代是一個相當特殊的例子，

其他朝代皆無這種輕賦稅重征榷的現象。高額的征榷收入，雖然可以

解釋成是工商業發展達到一定程度所致，但與嘉靖二十八年(1547)相比

較，榷鹽與商稅收入總額只佔 25.54％，明顯比宋代少了許多，茶酒等

其他榷利也不是明代歲入的主要項目，土地稅才是最重要的收入來

源。3可見宋政府重征榷輕賦稅應該還有其特殊的原因。 

  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研究認為宋代國家的巨額商稅收入的主要部

分，與宋代的軍事國防政策有相當大的關係，是一種特殊性質的軍事

財政。為了防禦北方的遼國和西北的西夏，需要駐紮大批兵力，糧草

需求甚大，當地產量無法負荷，只有仰賴外地輸送。由於官方綱運成

本很高，故招募商人運輸糧草到邊境，官方給予茶、鹽、香藥等引，

供商人到產地兌換，到各處販賣獲利。這一入中的制度帶動了江南到

 
  2 陳傅良，《止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50冊，卷38，〈代胡少欽煎酒上婺守韓無咎〉，
頁800-801。 

  3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頁28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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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地區長距離的商品轉運，國家商稅因此大幅成長。4這筆巨額的商

稅，便是宋代國家邊費的重要來源。 

  國家需要依靠征榷鹽茶酒的利潤來維持邊費，一方面可以顯現宋

代為了維持北邊的邊防，而付出了相當大的費用，但另一方面也表示

了國家基本賦稅似乎有不足之處。包偉民提出了一個有趣的說法，當

時人往往以重農抑商的觀點來解釋向商賈徵稅的合理性，如范仲淹

(989-1052)「茶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賈之利爾，於商賈未甚有害也。今

國用未省，歲入不可闕，既不取之於山澤及商賈，必取之於農，與其

害農，孰若取之於商賈。」的說法。這種說法看似合理，但實際上商

人不可能虧本做生意，被國家抽取的利潤，最後必定轉嫁到一般消費

者身上。鹽本是人生活所必須，茶到了宋代也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必要

消費品，酒在祭祀、饗宴中也是不可或缺的物品。因此，農民必須花

更高的價錢購買民生必需品，等於是間接被政府抽取了稅收。因為宋

代立國於唐末五代的紛亂，對於混亂的地產狀況未能徹底清理，法令

難以貫徹到基層，使得宋政府很難依靠調整田賦來增加財政收入。明

代政府增稅，往往都是直接攤入田畝之中，而宋代的賦稅，正賦變動

不大，只能依靠征榷、免役錢、經總制等，增加了許多雜稅來增加稅

收。5

  富弼(1004-1083)曾提到：「伏思朝廷用度，如軍食、幣帛、茶鹽、泉貨、

金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理天下而不匱

 
  4 宮澤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濟：財政、市場、貨幣》，轉引自：包偉民，《宋代地方財
政史研究》，頁300-303。 

  5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頁306-315。Paul J. Smith也提過類似的說法，認為安史之

亂後，使得唐政府喪失對直接稅的控制，宋政府同樣面對這種局面，只有依靠在商業上爭取稅

收來解決每年龐大的開支。宋之後的朝代商稅比例降低，一直到晚清面臨外國勢力的壓迫時，

商稅在國家稅收的比例才又提高。見Paul J. Smith, “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sm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1068-1085: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and the ‘Green Sprouts’ Loan Policy,” in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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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此九道供？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

6由於征榷之利確實地彌補了國家賦稅的不足，使宋政府能維持正常的

運作，因此對於征榷相當重視，並且採取相當的干預。從宋代茶法改進

的討論中，可以發現官員們對茶利是相當斤斤計較的。但是追求獲取茶

利高的同時，又必須注重商人和園戶的利益，避免取利於民太深，反導

致茶利的下降。在三方利益的交集下，往往難以取得一個平衡點，這是

宋代茶法變更頻繁的原因。而由於官方對茶葉有相當的控制，要瞭解茶

葉的運銷環節，必須對茶法的演變有一番瞭解。 

(二) 茶法的演變 

  如果仔細分析茶法，許多變化往往是在細節上的改變，故黃純艷

在細究茶法的發展後將宋代東南地區的茶法分成榷貨務山場制（交引

法）、嘉佑通商法、蔡京茶法以及南宋茶法四個主要階段，有助於吾人

理解宋代茶法。 

1. 交引法時期(964-1058) 

  乾德二年(964)，北宋統治者於京師和建安、漢陽、蘄口等長江重要

的交通樞紐地設立榷貨務，收購江南北銷的茶葉，實行禁榷，禁止商

人私自購買茶葉販售。商人必須先到京師繳納金帛，換取茶引，再到

沿江榷貨務領取茶葉，到各地販售。7這種由官方壟斷收購茶葉，商人

買引販茶的方式，學者多稱其為交引法，是宋代初期主要的茶葉銷售

模式，但在內容上有許多不同的方式。宋初的版圖尚未及於產茶的南

方，為了防止南方國家和商人操控宋的利權，對南北貿易有嚴格的限

 
  6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5，卷128，仁宗康定元年八月，頁3033-3034。 
  7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卷5，太祖乾德二年七月、八月，頁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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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乾德二年(964)的交引法便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8實施後，政府也

發現對歲收有相當大的助益，於是在隔年對境內的淮南地區配合交引

法實施了禁榷的措施，並將淮南地區種茶的人民歸類為園戶加以管

理，每年可以繳交一定數量的茶折抵稅錢，其餘皆由官府收購，讓商

人入中買引，到淮南設立的山場兌換茶葉。9開寶八年(975)，宋滅南唐，

吳越不久後也歸附，江南龐大的產茶區成為宋的領土。為了確保買賣

茶葉的利權，必須將新領土與舊領土的茶葉管理辦法加以統一，避免

商人趁亂取利，太平興國二年(997)，宋政府在江南各產茶州縣設置買茶

場，並將管理淮南茶區的辦法加以沿用，管理產茶園戶，收購所有茶

葉。官方還負責將各州縣所產茶，運往各沿江榷貨務，以方便發賣給

持引的商人。10

  政府將江南地區所有茶葉收購再販賣給商人，固然可以賺取中間

的利潤，但同樣也承擔了相當多的風險跟成本。江南地區龐大的茶產

量皆由政府花錢購買並負責產地到榷貨務之間的運費，需要一筆不小

的資金。張洎曾經計算，官買茶平均每斤 230文，運費 100文，賣茶

價每斤 960 文，合計淨利 630 文。11雖然可以靠較高額的賣茶價，來

彌補買茶與運費的損失，並賺取多餘的利潤，但是茶葉在搬運、儲存

的時候往往會有腐壞的情形，增加不少成本支出。要獲取利潤，必須

確實地售出，因此政府必須積極的招誘商人來購買茶葉，如果茶葉囤

積、銷售不佳，必將血本無歸。自開始榷江南茶不久，便已經出現了

榷貨務茶貨陳積的情形，鹽鐵使王明認為陳積的原因並不是官方收購

 
  8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15。 
  9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卷6，太祖乾德三年九月，頁157。 
 10 沿江榷貨務共八處，建安、漢陽、蘄州、江陵、襄州、复州、無為軍、海州，淳化四年廢襄州、

复州，建安則在真宗時改為真州，確立為六榷貨務，收納各州縣茶葉。見汪聖鐸，《兩宋財政

史》，上冊(北京：中華書局，1995)，頁275-276。 
 11 張洎，〈上太宗乞罷榷山行放法〉，收在趙汝愚 編，《宋朝諸臣奏議》，下冊(上海：上海古
籍社，1999)，頁1161-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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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的數量遠大於賣茶的數量，而是原本南唐楚越等政權存留的茶貨太

多。此外，官吏在處理收購茶葉時，為求有好的績效，在原本規定的

額度之外，又多加收購。但是好的茶葉數量並不足以應付收購的需求，

園戶往往用粗黃晚葉雜以一些其他物質加以蒸造，使得官茶的品質良

莠不齊，商人購買意願降低。12王明的話有所矛盾，如果認為買茶數與

賣茶數相差不遠，應該不會有陳積的問題，有的話也只是舊政權存留

了過多茶貨，不用提到官吏額外多買的問題。因此，實際問題應該是

宋政府收購的數量超出市場的需要所致。由於管理不善，茶葉久放後

品質不佳，但官方會強制配給許多陳茶給商人，也造成商人購茶意願

減低。13對宋政府而言，要解決這類管理的問題是不容易的，因此張洎

才會在端拱二年(989)提出了解決之道，認為與其由官方花費很大的心力

控管茶葉的收購、運輸和販賣給商人來賺其中利潤 630 文，不如讓商

人與園戶自行買賣，商人跟園戶買賣一斤茶，園戶繳納 100 文，商人

繳納 300文。商人賣完茶後再繳納 200文錢，官方便可以坐收息錢 600

文。只需要花費人力來確實收納費用即可，減少囤積的風險和搬運的

辛勞。 

  張洎的意見影響政府的改革，淮南地區的茶葉於淳化三年(992)七月

實行貼射法，讓商人自行向園戶購買茶葉，到官府規定的地方貼納茶

淨利，再運往販售地販賣。14此時的江南茶則仍保持舊有的方式。淳化

四年(993)，江南茶的販售也有了變化，採用了劉式的改革意見。劉式認

為榷貨務的原始功能在於南方未統一時方便榷茶之用，如今已經沒有

設置的必要，可以讓商人於入中後自行向各產茶州縣所設官場兌換，

 
 12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1，頁5319。從這裡來看，所謂的園戶茶全部由官

府收購，可能只是一定數額，才會有官吏額外多買的情形。蘇轍也曾經提過，官方只收購春茶，

其他時節的茶如果不私自販賣，只能任其凋零，對於園戶是很大的損失。 
 13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6之3，頁5433。 
 14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2，頁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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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政府綱運的費用以及避免大量的茶陳積於榷貨務。在這建議之

下，榷貨務被廢除，淮南地區的貼射法也跟著被取消，政府再度恢復

原本入中換引到山場兌換茶葉的方式。可以想見的是，商人一樣入中

繳納金帛換取茶引，但原本只需要於沿江榷貨務這類交通要地領取，

現在卻需要深入南方州縣，花費更多的搬運費用，必然感到不便且減

少獲利。劉式並沒有忽略這種情況，他讓越遠的地方，茶價有所減低，

且免除長江以南運送路程中的商稅，使商人不至於感受到太大的損

失。但是，實際上商人對這政策多有疑慮，畢竟運輸的過程中，需要

配置人力、交通工具，不是那麼容易就建立起來的，要商旅突然間在

以往熟悉的運銷路線上，增加很長的一段距離，只會減少銷售的意願。

果然改革不及半年，商人尚未適應，官方賣茶價又減低，茶課歲入有

相當的虧損，便又恢復的原本的榷貨務賣茶的方式。15

  至道元年(995)鹽鐵使陳恕主持了關於茶法的討論會議，除了與相關

官員楊允恭、劉式討論外，還廣泛徵詢了商人的意見，列出了三等方

案：上等，商旅過江買茶，官府隨遠近減低各州縣的茶價；中等，恢

復榷貨務發賣的舊制；下等，商旅一樣過江買茶，但官方不減少茶價。

對此，商人希望茶價至少減到淳化四年(993)劉式改革的水平才願意過江

買茶。陳恕認為如果官茶減價，會導致官課減少，但如不減價，商旅

又不願意過江，所以只有中等方案，恢復舊有制度，經久可行，主張

將茶法恢復太平興國二年(977)以來榷貨務山場集中發賣的制度。16商旅

是否過江的因素在於買茶價錢的高低，對陳恕而言，茶價的減低會導

致官方茶課的虧損，與其以此為誘因，不如保持原價，由官方自行運

茶至榷貨務。從商人的意見來看，淳化四年(993)的政策似乎已經讓他們

逐漸適應。假設商人有辦法適應，並且建立好運輸的方式，對政府而

 
 15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6之3、4，頁5433。 
 16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6之4，頁5433；脫脫，《宋史》，冊26，卷267，〈陳
恕傳〉，頁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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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未必能促進茶葉的販賣。商人自行負擔的運輸費用與官方減低茶

價的好處相形抵銷，比起以往的榷貨務賣茶方式並沒有增加更多的誘

因，陳積的問題只是從榷貨務移往各州縣的買茶場而已。政府的收入

不會因此增加。與其在茶價上做調整吸引商人過江買茶，不如改善榷

貨務賣茶的方式，以減低陳茶。所以楊允恭提議將茶依等級品色、年

份分類，供給商人的販賣，可減少茶葉陳積的問題。他也認為，榷貨

務彙集了各地茶葉，商人可以一次在榷貨務選擇各類茶葉購買，不用

親自到各個產地，有其方便性存在，也增加了商人前來購買的誘因。17

  茶法的變革雖繞回了原點，但可以看出當時茶葉實際的銷售情況

並不如政府的預期，政府買茶的數量比其賣茶數量多，才導致茶葉逐

漸陳積的問題。陳積的原因除了官場的管理不善，茶葉良莠不齊外，

政府取利太深也是很關鍵的。政府收取的利潤一多，商人必須把價錢

反應在增加茶價上。茶價一貴，除了珍貴名茶仍可獲得有錢人的賞識

外，會增加一般茶葉銷售上的困難。不增茶價，商人賺取利潤少，銷

售意願自然也不高。如果政府減少取利的話，反而可以促進銷售，陳

積的問題自然解決。至道二年(996)宋夏戰爭爆發，形勢發生了巨大變

化，邊區為了應付戰爭，對於糧食有相當的需求。政府卻沒有足夠的

財力可以應付，只好招商人運糧食到邊區，再依糧食多少給予茶引、

鹽引。由於商人對鹽的需求很高，不久後，江南、淮南、兩浙發運兼

制置茶鹽使楊允恭禁江淮鹽，沿邊入中的商人皆發給茶引，茶葉出現

供不應求的情況。商人須等數年方可領茶，與之前榷貨務茶葉陳積的

情形大為不同。18

 
 17 脫脫，《宋史》，冊13，卷183，〈食貨志下五〉，頁4479-4480。楊允恭的意見看來對商人確

有便利之處，但如果從官方的角度來看，原本某地的茶葉可能沒有特別之處，加上地處偏遠，

如果不運茶前往榷貨務販售，商人可能根本不會購買當地的茶葉，會造成某些地方熱賣，某些

地方滯銷的情況。賣不出去的茶會成為政府的虧損，也減少茶利。 
 18 脫脫，《宋史》，冊13，卷183，〈食貨志下五〉，頁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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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什麼原本商人不會大量購買的茶葉，會願意輸送糧食到邊區換

取茶引呢？由於邊區需求緊急，轉運使在調度物資時相當吃緊，必須

在短時間內取得商人的援助，於是提供了相當優惠的虛估、加饒措施，

視情況多給茶引，以吸引商人前來。在需求吃緊時，原本值現錢十五

千(15000)到二十千(20000)的糧食，便可以換到價值百千(100000)的茶

引，約原價的 5～7倍，最高甚至可獲得原價 10倍之多的茶引。19如此

高的優惠措施，自然使得商人積極入中，也使得東南地區的茶葉供給

不及。丁謂任三司使時便說：「嘗計其得失，以為邊糴才得五十萬，而

東南三百六十餘萬茶利盡歸商賈。」20實際上，茶利不完全歸屬到商賈

身上，政府的措施在應付邊需的同時，其實還促進了茶葉的廣泛流通

和需求。原本由於政府取利太深，使得茶價無法降低。即使茶葉為生

活所必須之物，消費者也會因此減少開支，少買茶葉；消費者買的少，

商人向政府買的茶也不可能多。如今商人可以用很優惠的成本取得大

量的茶葉，茶葉的售價可以減低，消費者便有能力多消費茶葉。否則，

商人獲得大量的茶又不降價求售，便會跟政府一樣有陳積茶貨的問

題。21

  宋政府原本希望藉由茶葉向商人收取賣茶的利潤，以彌補稅收的

不足，如今卻讓茶利在沿邊入中的政策中大量流失，這是宋政府無法

 
 19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卷60，真宗景德二年五月，頁1335-1336。由於邊糧的需求

很高，糧食的價格在此時的邊區便會上漲許多，所以不能以一般地區平時的糧價來估量價值給

予茶引。但由於需求緊急，不太容易有恰當的方式來預估價值，只能粗略地估算，故稱虛估。

加饒則是多給予一定比例的茶作為優惠，吸引商人，並彌補商人運銷過程中的耗茶損失。 
 20 脫脫，《宋史》，冊13，卷183，〈食貨志下五〉，頁4483 
 21 茶價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如此的優惠措施會導致糧食價格上漲，相對地茶的價格也會下降，同

樣的糧食可以換得比以前多的茶葉。李曉便發現茶引的價格有一直下降的趨勢，見李曉，〈論

宋代的茶商和茶商資本〉，《中國經濟史研究》，46(1997)，頁74-75。茶引價跌會影響入中商

人的利益，因為這些商人多半不是茶商，很多是當地居民或商人把多餘的糧食賣給政府，換取

的茶引再以不高的價格賣給京師的大茶商，茶商從中獲利甚豐。但入中者獲利不多，會影響入

中的意願，這是政府所顧慮的。見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3，卷60，真宗景德二年五

月，頁1336。 



．76． 宋代建茶的生產與運銷 

                                                     

忍受的。只是，宋政府不得不借重商人入中來供給軍需，造成決策的

兩難。在考量情勢之下，只有藉由不斷變更茶法，調節官商的利益分

配，減少茶利的流失。這時期的榷茶制度由於無法脫離入中的政策，

仍利用原有官方控制茶貨集中的榷貨務山場，來供給商人入中茶引的

兌換，茶法的本質上仍然是交引法。只有天聖元年至三年(1023-1025)淮南

地區短暫期間實行貼射法與入中脫離關係，其他時期的茶法，三說法

與見錢法都是交引法的變化。三說法固定了虛估的額度，避免轉運使

無限制的估算，造成茶利的流失。另一方面，增加折中物香藥跟犀象，

平均分配給商人，使得官方的茶葉供給不會出現不足的情形。只是三

說法仍舊沒有跟沿邊入中脫離關係，固定額度的虛估減少商人的利

潤，會使得商人入中積極性減低，茶葉陳積的問題也會再度現。等到

戰事吃緊、邊費需求大時，虛估額度的提高仍然無法避免。政府只好

改用見錢法，讓商人入中後，政府給於實質的現錢，商人再用現錢去

買茶。此法可以避免折實物的過度虛估，但卻會耗費京師的現錢，對

政府吃緊的財物來說，並不是一個可以持久的好方式，茶葉陳積的問

題也不能有效解決。由於各有利弊，三說法與見錢法在此時出現了數

次替換的過程，茶法仍然無法穩定。22

  綜觀乾德二年到嘉佑三年(964-1058)實行的交引法，政府在壟斷茶葉

收購和儲藏這方面無法做好，使得茶葉品質不穩定，減少商人購買的

意願。沿邊入中雖然使得茶葉陳積的問題得以解決，但是茶利因為大

幅的虛估加饒而流失。提出改革的聲音一直沒有斷過，但是邊費的問

題無法解決，改革也不可能實行。仁宗便說：「茶鹽民所食，而強設法

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瞻養兵師，經費尚廣，未能馳禁爾。」23政府的

 
 22 關於沿邊入中與茶法變動的關係，以及各茶法的詳盡內容，黃純艷有相當仔細的分析。見黃純

艷，《宋代茶法研究》，頁29-87。孫洪升也對虛估加抬等優惠方式對交引法的破壞有一番說

明，見孫洪升，《唐宋茶葉經濟》，頁312-325。 
 23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8，卷188，仁宗嘉佑三年九月，頁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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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榷政策，除茶利流失嚴重之外，還使得許多人民因此犯法，因為茶

鹽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如果售價過高，難以取得，人民會被迫購買

私茶、私鹽。對皇帝或一些士大夫而言，有國家逼民違法的疑慮，並

不是個好的方式。24只是在邊費問題無法解決之下，即使茶利流失，人

民私販問題多，也只能繼續執行下去。隨著慶歷二年(1042)後，宋遼、

宋夏間議和，邊境出現安寧的局面，邊費支出可以慢慢減少，國家有

餘力正視茶法問題，改革的聲音慢慢獲得接受，嘉佑四年(1059)乃正式

罷除榷茶之法，改行通商法。25

2. 通商法時期(1058-1102) 

  通商法的主要內容便是針對交引法的問題而發，政府逐漸廢除榷

貨務山場的機能，取消買茶本錢，不再跟園戶買茶，讓商人可以跟園

戶自行交易，再向園戶徵收茶租，向商人徵收茶稅。茶稅的收取類似

其他商稅，即通過各州軍時繳交的過稅和在住賣地販賣的住稅。如此

一來，政府可以減低管理茶葉收購、運輸和儲藏的人力物力，只需重

視稅收的徵收與管理即可。各州縣另設有監茶稅官，目的是要讓所收

的茶租稅能統一送往中央支配，以應付邊境糧草的購買。茶法與沿邊

入中區隔開來，政府不至於花費很大的力氣，卻沒效率的換來少量的

利益。26

  通商法持續長達 40餘年，確實根除了交引法的弊端。不過通商法

本身也有其弊端，最大的問題是不能顯著增加茶利收入。歲課收入雖

然比起以往虛估嚴重時的茶利多，但比起正常情況下卻有所不如。對

於想要替祖宗血恥的神宗來說，茶鹽收入關係著政府養兵的費用，相

 
 24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9、10，頁5323。 
 25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90-93。 
 26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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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要，所以在熙寧四年與大臣文彥博(1006-1097)、吳充(1031-1080)、王安

石(1021-1086)等人討論，眾人卻認為不宜有所變動，只有改利用控制川陝

地區的茶葉來獲得更多的經費。27

3. 蔡京茶法(1102-1127) 

  直到崇寧元年(1102)，茶法有了大的變化。蔡京(1047-1126)，當時的右

僕射，提出了新的方法，認為能更有效地增進茶利的收入，改善通商

法的問題和交引法的缺失。他首先將東南七路州軍所產茶恢復禁榷，

禁止私販，官府置場收購，讓商人直接在各地茶場購茶。這個方式與

劉式的改革相類似，但商人購茶的方式改變，分成長短引兩種，短引

直接在茶場購買，憑引可以購買限量的茶葉，在鄰近地區販售；長引

則先於榷貨務納金銀緡錢或糧草後再到茶場換取，可購茶前往指定州

軍販賣。如此區分，有利於茶葉流通，小商人可以購買少量的茶在附

近販賣。這算是交引法的一種變化，切斷與沿邊入中的關係，但仍須

耗費官方本錢購茶，自負盈虧。崇寧四年(1105)，蔡京將此法與通商法

的概念有所結合，允許商人園戶直接交易，罷廢官置茶場，不再負責

茶葉的收購。商人買茶前，可在各州縣或京師購買長短引以及政府統

一規格製作的籠篰，再自行到園戶地買茶，將茶裝於籠篰中，讓官府

檢驗是否有違法不實之處。28通商法有一弊端是政府靠商稅作為主要收

入，為了保證商稅徵收，商人也是憑引販茶，於引上註明販賣的地點，

依地點遠近規定賣茶期限和繳稅的時間。由於商稅是在賣完茶後才徵

收，政府很難確實收到，往往虧欠難以追討。29但崇寧四年(1105)的茶法

結合通商法和交引法，商稅等於在買茶引和籠篰時就已經繳交，只需

 
 27 脫脫，《宋史》，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498-4501。 
 28 脫脫，《宋史》，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502-4503。 
 29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1，卷267，神宗熙寧八年八月，頁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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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實管理好園戶跟商人交易，檢驗買賣是否符合茶引上的重量和茶

葉品色等級即可，不會有上述通商法的問題在。崇寧元年改法以來，

陸陸續續於細節上多有補強，政和二年(1112)年延續之前的茶法又加以

改革。茶引的印造和發賣統一收歸京師都茶務，州縣地方不再發賣。

並置合同簿與合同場，商人跟園戶買完茶後於合同場勘驗，登記於合

同簿中，送往都茶務核對。30如此一來，政府可以將賣引所得直接集中

在京師，並且確實盯緊地方每一筆交易是否與賣出的茶引相當，方便

追查。而商人賣茶的各環節，也都加以緊盯。籠篰在合同場勘驗時會

加以題封，沿途會有官吏檢查是否有破壞的現象，到了販售地時再驗

一次，販售完畢後將籠篰交回。31在各種細密的監控下，蔡京的改革確

實帶來大量的茶利收入，王應麟(1223-1296)提到崇寧以後歲入兩百萬緡，

比嘉佑時多五倍。李心傳(1167-1244)也說政和茶法實行後茶利可達四百餘

萬緡。32政府不再需要耗費購買、運輸和管理茶葉的費用，獲得利益也

直接歸中央調度，是一個符合中央期待的有效管理方式。33

  由於效果良好，這種方式也在南宋時期繼續沿襲，只是在管理細

節、地區等方面有所因應的變化革新，例如四川地區在北宋時茶法與

東南地區有異，但了南宋，全國茶法統一。茶引仍由中央統一製造，

但商人可在各州縣買到，且增加利於小商販茶的小引，可以促進茶葉

流通。但是對於商人的管理更為嚴密，取息也更重。34

 
 30 脫脫，《宋史》，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503-4504。 
 31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42、43，頁5339-5340。 
 32 王應麟，《玉海》，冊6(台北：大化，1977)，卷181，〈嘉佑弛茶禁〉頁3437-3438；李心傳，

《建炎以來朝野雜記》，上冊(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304。 
 33 要能夠有效率的取息，除了善加管理之外，還需配合嚴密的法令，這時期也制訂了相當多懲治

私茶的茶法。政府取息越多，對於商人和購茶的民眾產生很大的負擔，冒險犯禁的人也增加，

私茶的問題比以往更為嚴重。可參考黃純艷對私茶的研究，見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

227-246。 
 34 南宋茶法在本質上與北宋末年的蔡京茶法差異不大，故在此不多贅述，關於南宋茶法的詳細細

節，可見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12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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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茶的管理與銷售 

  宋政府對於建茶的管理態度較為特別，自政府開始禁止私販茶葉

後，對於建茶的管制比起其他茶葉來的嚴格，私販建茶被抓的處罰也

比其他茶葉來的重。35一個可見的因素是，建茶最先是皇室的奢侈品，

為了確保對皇室供應的充足，需要嚴格控制建茶的銷售。另一方面也

藉由嚴格的管制，避免建茶氾濫，損壞建茶的聲望。36但是，如更深一

層地思考，政府管理茶葉的重點在於茶利的擷取，避免茶利的流失。

對建茶更嚴格的管制意味著建茶能有更高的獲利，想要走私販賣賺取

利潤者也更多，因此政府不得不更嚴加管制，必予以更重的處罰。 

(一) 通商前的管制與銷售情況 

  要怎麼瞭解建茶的銷售情形如何呢？促使北宋茶法變革的一點重

要原因，便是官茶容易陳積，除了政府管理不善的問題之外，也顯現

了商人對官茶購買意願欠缺。從

左表來看，天聖元年(1023)到至和

年間(1054-1056)的二十多年間，處於

茶法跟沿邊入中牽扯，變動頻繁

的時間中，淮南十三山場、江南

東西路、兩浙路等東南產茶區的

茶課量下滑的相當嚴重。茶課量

 

 

 

 

 

天聖元年與至和年間茶課量比較表37

仁宗天聖元年

茶課量(1023)

仁宗至和年間

茶課量

(1054-1056)
淮南十三山場 865萬餘斤 422萬餘斤

江南東西路 1027萬餘斤 375萬餘斤

兩浙路 127萬餘斤 23萬餘斤

荊湖南北路 247萬餘斤 206萬餘斤

福建路 39萬餘斤 79萬餘斤

 
 35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8，卷188，仁宗嘉佑三年九月，頁4526。這裡提到的是臘茶，

是建州、南劍州一帶對團茶、銙茶的通稱，但是產量仍以建州為主。 
 36 Michael Robbins, “The Inland Fukien Tea Industry: Five Dynasties to the Opium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9(1974), p. 126.這裡Robins指出的是大
家對政府管制建茶措施的一般看法，而他自己的看法將會在下面提到。 

 37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4，卷100，仁宗天聖元年癸亥，頁2313以及冊8，卷188，仁宗
嘉佑三年戊戌，頁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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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政府向園戶收購茶葉的數量。收購數量的減少，意味著陳茶的

問題嚴重，此時由於政府頻頻改革茶法，減少虛估，也導致商人購買

意願減低。解決之道在於政府減少收購新茶，儘速將陳茶銷售出去。

另一方面，園戶也可能因為獲利不佳，種植意願降低，導致產量下滑。

海州荊南茶由於品質較佳，商人購買意願高，陳茶問題便沒那麼嚴重，

因此可以看到荊湖南北路下滑情形輕微許多。38而在東南茶課量皆下滑

的時候，建茶卻出現逆勢上漲的趨勢。天聖元年(1023)茶課 39萬餘斤，

天聖九年(1031)成長到 50萬斤，至和年間(1054-1056)更高達 79萬餘斤。可

見建茶不但沒有陳積的問題，反而需求不斷增加，並沒有受到茶法改

革，降低虛估的影響。降低虛估，意味著商人向政府購買建茶的成本

提高，也表示消費者必須付出更多價錢才能享用建茶。因此，建茶主

要的消費層必須具備一定的財力基礎，才能不在意茶價的高低。畢竟，

飲用建茶也是從皇室的進貢後才慢慢流傳出來的嗜好。 

  天禧元年(1017)，真宗曾下詔提升買納福建民茶的價錢，斤增十錢。

39對園戶來說，政府購買的價錢增加，可以刺激園戶的生產意願，增加

產量。對政府來說，建茶容易銷售，獲利又高，增加一點購買成本依

然划算，甚至還減少住賣的商稅，加速建茶的流通。40對於中央或地方

園戶，建茶是個良好的商品，因此產量和政府的收購量才有可能不斷

增加。 

  嘉佑四年(1059)，政府為了解決官方長久以來的積茶問題，將東南各

路茶開放通商，讓園戶可以跟商人自行交易，唯獨建茶仍為宋政府所

禁。41這表示著建茶長久以來並沒有特別的茶葉陳積問題，所以宋政府

繼續把持著這塊利餅。直到熙寧三年(1069)，建茶受到其他地區行通商

 
 38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4，卷100，仁宗天聖元年癸亥，頁2315。 
 39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5，頁5321。 
 40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17之23，頁5095。 
 41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8，卷189，仁宗嘉佑四年二月，頁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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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後，茶葉流通方便、迅速的衝擊，私下交易販賣情形也更為嚴重，

開始有了陳積的問題。宋政府才不得不有所改變，於熙寧五年(1072)開

放部分通商，在京師、京東、京西、淮南、陝西、河東、河北等北部

地區依舊實行交引法，但南方各路份則開放通商。42可見在未受到陳積

問題影響之前，建茶一直被官方牢牢掌握，即使在南方開放通商，北

方京師一帶的消費中心還有重要邊區的販茶利益仍然保持著。 

  Michael Robbins認為宋政府對建茶的管制還有一個特別的因素。

由於建茶在宋人的心目中，是第一等的茶葉，其售價也最高昂，但仍

然供不應求。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只需要將建茶的價錢控制好，即使

開放通商，商人購買和販售其他地區茶的茶價不至於會超越建茶，有

穩定茶價的作用。43但這點因素值得商榷，在私販情形嚴重下，少掉政

府的抽稅，茶價應該較低，即使私販者高價出售，消費者也會自己審

視是否值得購買，穩定茶價的作用應該不大。此外有一點要說明的是

建茶的價格問題，觀察文獻的記載，在交引法實施的時期，有政府向

園戶購茶以及賣給商人的茶價。《宋史》中有將其簡單的歸納： 

買臘茶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六等，片茶大片自六十五

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茶斤自十六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

五十九等；鬻臘茶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茶

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六十五等，散茶自十五錢至一百二

十一錢有一百九等。44

從《宋會要》中也可以看到各種品色等級的茶葉在各產地的政府購買

價和在各榷貨務的賣價，與此歸納相去不遠。45很明顯的可以看到許多

 
 42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9，卷230，神宗熙寧五年二月，頁5591；冊14，卷349，神宗

元豐七年十月，頁8370。 

 43 Michael Robbins, “The Inland Fukien Tea Indust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9(1974), pp. 132-133. 

 44 脫脫，《宋史》，冊13，卷183，〈食貨志下五〉，頁4478 
 45 可參考孫洪升在《唐宋茶葉經濟》中，對《宋會要》的相關茶價所做的整理，見孫洪升，《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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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茶的價錢其實遠遠高於建茶中最高的等級，似乎於理不符。這裡必

須要考慮的是單位的問題，宋代秤茶有大小斤之別，一大斤指的是完

整的一片茶餅，每一大斤換算小斤的比例也有所不同。故很難以此來

推斷茶價誰高誰低。46但從政府對建茶的控制嚴格以及銷售的狀況來

看，其售價應該是屬於最高的等級。南宋紹興十二年(1142)，戶部便指

出建茶是最高品色的茶，商人興販利厚，必須嚴加管制，避免冒法私

販。47

(二) 開放通商後的轉變 

  Robbins的觀點用來說明熙寧五年 (1072)年以前的情況或許是貼切

的，但建茶在南方開放通商後，這樣的情勢可能有所改變。強至(1022-1076)

的詩中提到：「茶生天地間，建溪獨為首。南土眾富兒，一餅千金售。⋯⋯

俸錢未到門，已入園夫手。買藏唯恐遲，秘之逾瓊玖。」48這樣的詩句，

很可能便是描寫建茶在南方開放通商後的情景，脫離了政府控制的茶

價，商人可以自行與園戶議價。新鮮的建茶，是天下各方愛好飲茶者

所要追求的，對於商人來說也是很好的獲利商品。商人如果要獲得珍

貴的建茶，只有不斷提高價錢來購買，避免園戶將茶賣給其他的人。49

這樣的畫面也透過詩人的筆而展現「壑源春未回，已著金鼓促。爭先

入包匭，價比金盈斛。」50胡寅(1098-1156)描寫了商人爭先購買壑源茶的

 
宋茶葉經濟》，頁134-150。 

 46 郭正忠，《中國的權衡度量》(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44-148。 
 47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1之6、7，頁5343-534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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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這種情形也可能是描述之前榷禁時的私販情形，畢竟政府雖然對建茶嚴加管制，私販的情形仍

然難以避免，開放通商也是不得不為的結果。但不能因此將政府的管制完全忽視，開放通商，

可以使得商人跟園戶間的買賣更為自由，將原本埋藏在抬面下的交易情形轉移到抬面上來。 
 50 胡寅，〈用前韻示賈閣老〉，收入：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頁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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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在春天還未來，茶葉還沒製作完成前，商人便已經下高額的定

金，確保之後有茶可賣。對園戶來說，原本建茶皆由政府收購，雖能

保持一定的收入，但建茶具有相當優勢的競爭力，原本就有供不應求

的趨勢，在開放通商後，這趨勢更顯現在價格之上。原本政府希望藉

由控制建茶來穩定市場的茶價，反而抑制住了建茶的實際價格，限制

了園戶的收益。通商法本身有不少小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種茶的

園戶本來可以固定收取政府買茶的費用，確保每年會有固定的收入。

行通商法後無固定收入，卻要另外繳出茶租。茶租的計算方式最初是

以過去每年茶引獲利的平均數為標準，對園戶是很大的負擔，後雖調

降，但各地並無一定準則。51由於茶課的標準不是依照產茶園戶實際售

茶的所得來課徵，對於銷售不佳的茶農，可能無力應付茶課。但是這

點對種建茶的茶農來說，通商法的實行，反而使得他們獲利更高。 

  熙寧六年(1073)政府收購建茶三十二萬九千餘斤中，出現有許多麤惡

茶、品質不佳情形。52這便是因為園戶將大部分好茶高價賣給欲在南方

通販的商人。以政府收購的價錢，只能買到品質不佳的茶葉，販售不

易。在部分管制的情況下，其實已經把建茶的控制權流失掉。福建路

轉運副使王子京注意到了這個情況，在元豐七年(1084)時提到： 

建州臘茶舊立榷法，商賈冒販利甚厚。自熙寧三年官積陳茶，

遂權聽通商，自此茶戶售客之茶甚良，官中所得惟常茶，稅錢

極微。南方遺利，無過於此，乞仍舊行榷法。53

於是，建茶回復了之前的銷售模式，由官方全部加以收購後再轉賣給

商人。但這段時間並不長，元佑元年(1086)，哲宗即位後，御使安惇彈

劾王子京，以為此舉抑民，於是哲宗乃將王子京調職，恢復原本的通

 
 51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94。 
 52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14，頁5325。 
 53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4，卷349，神宗元豐七年十月，頁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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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辦法。54建茶的通商與否，對於茶農來說，影響的利益相當的大；對

商人來說也無法買到品質良好的茶，難以滿足上層飲茶愛好者的需

求。王子京的建議確實讓人民受到了損失，官方也不見得能因此獲利，

才會被彈劾，放棄對建茶的壟斷收購。 

  崇寧元年(1102)蔡京對茶法的改革，事實上是又走回官方收購的老

路，原本建州加上南劍州的產茶額約七十餘萬斤，但近來可能因為通

商的緣故，增加了不少，想要加以收購必須要有更多的買茶本錢，只

好透過給予度牒四百和諸色封樁來籌措。55崇寧四年(1105)其他各路茶回

復了商人與園戶直接交易的模式，唯獨建茶仍保持著政府壟斷收購的

方式。這一連串蔡京改革茶法的措施，目的是為了追求更高的利潤，

所以變革期間增添了各種細節和一些變化，結合了交引法和通商法的

概念，大體是為了找出更有效率的茶利取得方式。建茶是個獲利高、

易銷售的商品，為了確保建茶茶利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官方壟斷收購，

原本通商法的方式，對園戶、商人有利，但政府無法穩定的獲得茶利，

這是不斷有人提議回復壟斷建茶的原因。崇寧以來政府不斷改革茶法

的過程，從中吸取了寶貴的經驗。茶利的多少此時取決於政府的販賣

茶引的數量，如果給予商人更多的方便，商人購買茶引的數量便會增

加，茶利也跟著增加。Paul J. Smith便注意到，宋政府逐漸放棄國家對

市場的直接干預，因為政府發現到市場雖然可以規範，但卻不可支

配。56因此，政和二年(1112)開放了建茶的通商，並提出許多加速商販的

措施。政府只要注意管理好園戶跟商人間的交易，避免無引交易的情

況發生，便可以減少私販和茶利的流失。57

 
 54 脫脫，《宋史》，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506。 
 55 脫脫，《宋史》，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506。 

 56 Paul J. Smith, “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sm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1068-1085: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and the ‘Green Sprouts’ Loan Policy,” in Ordering the world, p. 77. 

 57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0之44，頁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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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法的實行，對於園戶有相當的影響，一來可以提升特殊名茶

的產地知名度，同時，為了保持良好的獲利，促成了產茶園戶技術上

的進步。在交引法時期，官方買賣建茶時，用官方的標準將建茶分類

成的乳、白乳、頭金、臘茶、頭骨、次骨、第三骨、末骨、山茶等類，

購買價也依等級而有所不同。這裡面看不到茶葉在建州的實際產地，

商人只能知道是建茶，但無法知道茶葉究竟產於建州何地。壑源茶在

北宋初期之所以名聲不顯，很可能是這個原因。58建茶的開放通商，使

得商人可以深入更茶產地買茶，比較各產地的優劣，壑源茶的聲名才

能逐漸顯露。曾鞏(1019-1083)的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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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是《唐宋茶詩輯注》中，第一

首談到壑源茶的詩，之後陸續有韋驤(1033-1105)、蘇軾(1037-1101)、張商英

(1043-1121)、黃庭堅(1045-1105)等人先後提到，所反應的，可能便是壑源茶

名聲逐漸散佈的結果。在技術方面，可以看到國有北苑茶園外圍各私

焙的製茶技術，在建茶開放通商以來有很明顯的進步，徽宗時已經逼

得北苑貢茶必須不斷翻新，避免技術地位不保。在商人與園戶直接交

易的情形下，建州各茶園為了保持競爭力，贏得商人的青睞和高額的

獲利，是促進其技術不斷進步的重要動力。 

(三) 建茶與榷場貿易 

  建茶的名聲不僅僅限於大宋帝國，在遼、金、高麗都有不少嗜飲

建茶者。宋政府雖然在對外族的戰爭失利，付出許多鉅額的歲幣，但

這些流出去的財富，往往都利用了邊境的榷場貿易賺了回來。榷場貿

易中，各項商品的價錢都是由雙方政府各自制訂，其價錢可以推測往

 
 58 在開放通商前，只有在宋子安於1064年所著《東溪試茶錄》才能見到壑源和各地私焙的資訊。

但宋子安為建安當地人，獲得這些資訊應該比外地人容易得多。 
 59 曾鞏，〈方推官寄新茶〉，收入：《全宋詩》，卷461，頁559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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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比一般市價為高。由於宋政府本身無特殊對外需求，而北方的遼金

卻有許多需求品要藉由宋政府來供應，在這不平等的關係下，宋政府可

以賺回大量付出的歲幣。60建茶便是其中一項有力的商品，張舜民《畫

墁錄》提到「有貴公子使虜，廣貯團茶，自爾，虜人非團茶不納也，

非小團不貴也。」北宋時期，河北地區禁止私販臘茶，便是政府害怕

茶商在無管制之下，會將建茶私販入遼界，如此一來可能讓遼人得知

建茶在宋境內的實際價值，減低其珍貴建茶的程度，不再願意透過榷場

購買售價高昂的建茶，影響到榷場的獲利。61

  遼對於茶葉的需求可能還不是那麼高，到了南宋，原北方領土為金

所佔領。政治上的變化並沒有改變北方中國人生活飲食，反而是統治

的金人沾染了中國的生活飲食方式。曹勛的《松隱文集》和周煇(1127-?)

的《清波雜志》中分別提到高麗、金人受到中國的飲茶文化影響，飲

茶風氣很盛，品茶的功力也大大提高，只會購買上等的好茶，中國使

者帶過去的茶葉反而還是次等茶。洪皓(1088-1155)的《松漠紀聞》便觀察

到金人中的富有者在婚宴的時候，會請賓客喝上好的建茶。可見，北

方對南方茶葉的需求並沒有減低，第一等的建茶也仍舊是相當受歡迎

的商品，其利益可能更勝於北宋。因為原本頻繁的境內南北貿易變成

了國與國間的貿易，金政府為了解決茶葉不足的問題，除了透過每年

固定從宋獲得的賜與外，只有利用榷場貿易來補足茶葉的需求。從諸

多榷場的販賣物品中，可以看出茶葉是金人最渴求的商品，宋政府也

瞭解這一點，刻意地抬高茶葉的售價，購買茶葉比起購買其他物品要

多付出一筆額外的費用。62建茶的市場沒有因為領土的喪失而減少，其

 
 60 陶晉生，《宋遼關係使研究》(台北：聯經，1983)，頁49-56。；Hok-lam, Chan, “Tea Production 

and Tea Trade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ur Herbert 
Franke, Mu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s(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79), pp. 111-115. 

 61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4，卷358，元豐八年七月，頁8572。 
 62  Hok-lam, Chan, “Tea Production and Tea Trade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ur Herbert Franke, pp. 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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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反而因此而提高，獲利驚人。相對地，走私的情形也相當嚴重，

驚人的獲利吸引商人冒著犯法的危險到北方販售。宋政府為了避免利

益流失，對於沿邊的茶葉貿易管制更為嚴格，南宋許多茶法上的變革

都是因此而產生。 

  宋金間的榷場貿易開始於紹興十二年(1142)，同年，宋政府短暫地恢

復了建茶的壟斷政策，將所有建茶購買入官，提高建茶的售價，利用

建茶作為榷場貿易的本錢。63並且管制了建茶和其他茶葉在邊境地區販

售，先是禁止，後改為貼納為數不少的翻引錢後才可合法販賣。同時

也禁止建茶的海運，因為從福建到山東的海運路線，是走私的一條重

要路線。不過，這項控制並不算成功，壟斷政策在隔年便取消，恢復

原本的園戶跟商人交易的模式，漫長的國境，也不是那麼容易徹底控

制的。此外，由於宋跟高麗此時的交好，高麗獲得茶葉比金來的容易，

很多茶葉反而是透過高麗輾轉到金的領地販賣。64藉由壟斷建茶來確保

茶利的方式，自北宋以來的多次嘗試，已經發現是行不通的。無論如

何，從宋政府不斷地想要管制和掌控建茶的情形來看，建茶相較於其

他茶葉自有其特殊且珍貴的地位，所能製造的利潤也是相當驚人的。 

(四) 小型流通管道 

  除了商人大量的興販外，建茶另有一種小型的流通管道。建茶常

被士大夫作為禮物寄送給朋友，甚至有建茶園戶會親自送茶給官員，

蔡襄〈茶記〉中便提到一園戶王大詔，其家所產白茶相當珍貴，非親

故不可得，大詔卻親自將此茶不遠千里送到京師給蔡襄。雖然建茶被

政府嚴格管制，禁止私販，但這類寄送的茶卻沒有問題。《宋會要》提

 
 63 李心傳，《建炎以來朝野雜記》，上冊，頁304。 
 64  Hok-lam, Chan, “Tea Production and Tea Trade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ur Herbert Franke,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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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將帶片散茶，出新城門。百錢以上，商稅院出引，百錢以下，只

逐門收稅。村坊百姓，買供家食茶末，五斤以下，出門者免稅。商賈、

茶貨并茶末，依舊出引。」《慶元條法事類》也提到類似的規定：「許

有禁物，茶，品官臘草茶各玖品三斤，八品以上陸斤，僧道茶一斤。」

65可見政府對於少量的茶葉並不會有所管制，只會管制販運大量茶葉的

商人。一般人購買少量茶葉回家、外出旅行、會寄送各地朋友並不會

有觸犯法律的情形。這可能也是私販茶葉捕捉不易的原因，園戶跟商

人可利用個人攜帶小量的建茶偷偷販賣，由於建茶本身價值高，即使

少量仍有利潤。但這類茶葉應該是建茶中更珍貴的品種，專門供應少

數富有的愛好飲茶者。 

三、 建茶的向外運銷 

其路在閩者，陸出則阸于兩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壘數驛，

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

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出於不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

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出入，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

罕不躓也。其谿行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林立，如

士騎滿野，千里上下不見首尾，水行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

逆走旁射，其狀若蚓結若蟲鏤，其旋若輪，其激若矢。舟泝沿

者投便利，失毫分輒或破溺。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

事者，不敢以舟楫自任也。66

曾鞏對於閩地的交通情況做了一個深刻的描述，閩地的各主要州縣聚

落都是在山中的一塊小平地上。像閩北一帶，地處閩江上游，建溪、

 
 65 蔡襄，《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古籍珍本叢刊］，第86冊，卷25，〈茶記〉，頁229；徐松 輯，
《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17之15，頁5091；謝深甫，《慶元條法事類》，轉引自：佐伯富 編
《宋代茶法研究資料》，頁874。 

 66 曾鞏，《元豐類稿》(台北：世界，1963)，卷19，〈道山亭記〉，無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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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屯溪等支流貫穿其中，形成很多串珠狀的河谷盆地和山間盆地，如

建甌盆地、建陽盆地、水吉盆地、崇安盆地、浦城盆地、劭武盆地、

光澤盆地等，是入閩的漢人主要居住的地方。67但是這些盆地的對外交

通並不是那麼的方便，山路難行、水路湍急。在這樣一個交通封閉的

區域推廣建茶，勢必有一定的難度，只有解決運輸上面的問題，建茶

才能連結市場。 

(一) 官方的輔助 

  官方在初期的運輸扮演了重要的角色，利用各地方上的差役以及

廂軍來負責政府的各類綱運。68蔡襄便曾在治平三年(1066)年上言提到：

「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為枉費兵士。⋯⋯天下持

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類，多由陸路。若委本路轉運司，不急

用者罷省之，或令水路，可以減省兵役。」69在崎嶇的山路和湍急的水

流中運輸茶葉，也有相當的危險性，《續資治通鑑長編》中便提到廂軍

在四川地區艱困的運茶情形：「蜀道運茶艱辛，成都府廂軍數百人貼鋪

搬運，不一二年，死亡略盡，茶官遂令州縣和雇人夫，和雇不行，即

差稅戶，其為騷擾，不可勝言。」70由於搬運困難，故當初劉式欲改變

茶法，讓商人到各產茶州縣領茶，商人多認為有所不便，於是仍由政

府負責搬運。佐竹靖彥認為，福建和廣南兩路從北宋一直到南宋初期

都沒有實行榷鹽，便是因為這裡的交通條件相當不便。71但在同樣的條

件下，建茶卻被政府嚴格的管制，這應該是因為建茶與福建鹽的不同

 
 67 唐文基，《福建古代經濟史》(福州：福建教育，1995)，頁83。 
 68 曹家齊，《宋代交通管理制度研究》，頁160。 
 69 蔡襄，《端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90冊，卷22，〈論兵十事〉，頁515。 
 70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5，卷366，哲宗元佑元年二月，頁8806。。 
 71 佐竹靖彥，〈宋代福建地區的土豪型物資流通和庶民型物資流通〉，《佐竹靖彥史學論集》(北
京：中華書局，2006)，頁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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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建茶是可銷往全國的特產品，即使政府搬運耗損了許多人力與

運費，仍然有很大的利潤可圖。相較之下，福建鹽就缺乏成為特產的

價值，政府只需管制方便運輸的淮南鹽即可。 

  建茶在開放通商之後，北方欲銷售的建茶仍由政府負責運送至榷

貨務，而南方的銷售運輸距離較短，加以開放通商後，可以買到更精

良的建茶，販售價值提高，減少搬運所帶來的不便。政府為了促進建

茶的銷售，也提出了減免商稅甚至免稅的措施來吸引商人販賣。高宗

建炎二年(1128)時，為了改善建茶自政和以來，商人販賣必須入京買引，

往返耗時甚久的問題，還特地差官赴福建，負責茶引的發賣，解決許

多不便。72由於政策的轉向，茶葉流通越快，銷售越佳，商人買引的積

極性就會升高，同時增加政府茶利的獲取。 

(二) 建茶的市場 

  李曉依照漆俠對宋代市場的畫分，將宋代茶葉市場分成四大區

域，分別是以汴京為中心的北方市場，以東南七路為主、蘇杭地區為

中心的東南市場，以成都府、利州路和興元府為中心的川陝市場，以

永興軍和秦州為支點的西北市場。以北起涇源向南經夔州到廣西融州

這一條線當作大略分界線，以東為南茶區，以西為川茶區。不過這劃

分並不是絕對的，西北市場是個特殊的區域，川茶和南茶皆有在此地

販售。以汴京為中心的北方銷地市場，指的是淮河以北的京畿、京西、

京東、河北、河東路包括遼的廣大地區。茶葉的運輸主要便是連結東

南茶產地，先運往沿江各茶葉流通地，如交引法時期的沿江榷貨務，

再由商人運送到京師地區集中後，再往其他各地販賣。73

 
 72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17之23，頁5095及食貨32之21，頁5368；脫脫，《宋史》，
冊13，卷184，〈食貨志下六〉，頁4506。 

 73 李曉，〈宋代的茶葉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38(1995)，頁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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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發現，李曉所提以汴京為中心的北方市場，與熙寧五年(1072)

建茶開放通商後，官方仍然掌控販售的地區，欲在此地銷售建茶，必

須向政府購買。元豐年間(1078-1086)宋政府開始在京師的一些重要地區實

行水磨茶法，禁止民間磨茶。商人販售茶葉到京師需先賣給官府，由

官府統一磨茶再賣給民眾飲用。水磨茶法斷斷續續的在神宗、哲宗和

徽宗統治時其中實行過。從其管理規範，可以看出建茶受到特別的管

制，每年消耗建茶的數量也相當多。74因此這個市場算是建茶的主要銷

售地，也才會被政府長久地控制。西北地區自熙寧以來，為了以茶博

馬的需要，長期實行茶葉的禁榷措施。但是此地對建茶也有一定的需

求，都大提舉成都府等路茶場陸師閔便要求中央依舊許人購買京師的

建茶到陝西，從中可以獲得不少的利益。75

  東南市場需要的建茶，可以在福建以及各沿江榷貨務等地買到。

如欲運送建茶到京師一帶，有兩條上京的路線，西路是取道廬州、壽

州陸運，到壽州後，可從穎河西出正陽鎮北上，經陳州入蔡河到汴京；

或先入淮河東出荊山鎮，荊毫州、太康入蔡河到汴京。東路則是從真

州、揚州入運河，北京高郵、楚州、泗州轉運河經宿州、應天、陳留

到汴京。西路雖然水陸兼行，但到京距離較短，也是福建綱運所走的

路線，北苑貢茶上京應該就是走此一路線。但是商人如在真州購得建

茶，可藉由便利的漕運輸送到汴京，雖然路途較長，沿途收稅也較多，

但利用此條路線者仍多。有許多本應從西路上京的商旅，常常借道東

路上京，圖其便利。76

  由於建茶有廣大的市場，只要建茶能夠運輸到長江沿岸，便能經

由方便的河運銷售到各地。 

 
 74 黃純艷，《宋代茶法研究》，頁206-216。 
 75 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冊14，卷341，神宗元豐六年十一月，頁8213。 
 76 李曉，〈宋代的茶葉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38，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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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外運輸路線 

  福建西部與北部高聳的武夷山脈、杉嶺山脈和仙霞嶺山脈，成為

建茶向外運輸的天然障礙。但是綿延的山脈中仍然有許多山口關隘可

供通行，這些通道就逐漸發展成閩地到中原的交通要道。唐文基和蘇

基朗對於福建的對外道路都有仔細的研究，在閩北的部分，主要聯絡

道路有以下幾條：77

1. 建州入浙有兩條主要的道路，東路是取政和、松溪到浙南的龍泉、

處州，北路則直溯浦城，經楓關過仙霞嶺而到浙西的江山縣清湖鎮

一帶，《方輿紀要》記載此地為閩浙要會，閩往浙行者，在此地舍陸

而舟，可以接上便利的水運交通抵達衢州。 

2. 從建州西北取道建陽、崇安二縣，經過分水關可抵達江南東路南端

的鉛山縣，由此東可轉至信州，再折東北往衢州直下浙江下游，也

可往西抵達荊湖北路的饒州或洪州，經鄱陽湖，水路而達長江中游。 

3. 建州到了建陽之後，也可往西到邵武軍的光澤縣，經過杉關而到江

南西路的建昌軍，由此可順流而下，經撫州至鄱陽湖而至長江中游。 

4. 從建州順閩江而下至南劍州再轉到福州，經由海運到浙江。 

 

 

 

 

 

 

 

 

 
 77 唐文基，《福建古代經濟史》，頁82-83、98-100；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

頁16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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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建茶向外運輸路線圖 

 
 
 
 
 
 
 
 
 
 
 
 
 
 
 
 
 
 
 
 
 
 
 
 
 
 
 
 
 
 
 
 
 
 
 
資料來源：據譚其驤 主編，《中國歷史地圖集》，冊6，「北宋․兩浙路 江南東路」、「北宋․

江南西路」、「北宋‧福建路」，頁24-25、26、32-33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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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建茶運輸到外地的可能路徑。在交引法時期，建茶一律

由官方負責運輸到沿江榷貨務販賣，《夢溪筆談》記載長江中游的蘄

口、無為軍和長江下游的真州，是收納建茶的主要地方。不過從《宋

會要》的紀錄來看，沿江各榷貨務應該都可以買得到建茶。78那麼，官

方會利用哪一條道路來運送建茶呢？宋政府曾經規定，福建路陸運的

物資，需經由洪州、鄱陽湖到長江以北的舒州，經廬州、壽州而到京

師。79因此官運的建茶很可能便是透過這個方式，經由洪州、鄱陽湖進

入長江，將建茶送往長江中游的蘄口與無為軍，然後順江而下再送至

真州。在這種情況下來看，建茶較有可能走的是第二條道路，從崇安

經過分水關抵達鉛山縣，在西轉入洪州；以及第三條道路，從建陽西

往邵武軍的光澤縣，經過杉關到建昌軍，順流而下經撫州至鄱陽湖而

至長江中游。 

  關於第二條路線，崇安縣內有常平水馬驛，北上有大安驛，分水

關也設有閩王寨，南下則有黃亭水馬驛，武夷宮附近有裴村公館，三

個驛站間又每十里設一鋪，因而崇安縣有三驛一館一寨十五鋪之說，

顯見官方對此條路線的重視。驛站配上崇安縣境內縱橫的古道，組成暢

通的交通網絡。80雖然蘇基朗認為這一條路線的相關記載不多，認為不

是重要的幹道，往浙東者可取到仙霞、松溪等路線，往鄱陽者可直接

從南劍州轉到邵武的光澤過杉關，不需要特別經過建州走第二條路

線。81但是，蘇基朗是從泉州的觀點來看其對外運輸的道路，這一條路

線的重要性自然不高。但如果改從建州的觀點來看，建茶可從建安等

地直接運到崇安出福建，並接上鄱陽湖的水利，相當方便。崇安一帶

 
 78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46之2，頁5604，提到「江南荊湖兩浙建劍諸州軍租市

茶，亦水運計綱分送沿江榷貨務。」；參考孫洪升在《唐宋茶葉經濟》整理《宋會要》中各榷

貨務所售茶葉的資料，見孫洪升，《唐宋茶葉經濟》，頁134-150。 
 79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48之13，頁5629。 
 80 唐文基，《福建古代經濟史》，頁308-309。 
 81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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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驛站設施也相當完整，顯見這是一條重要的道路。淳化五年

(994)，崇安升格為縣，凸顯此地在宋代以後的重要性有所提升，應該也

是福建特產品，包括建茶在內的主要運輸路線。 

  第三條路線也是建茶宋代初期建茶可能的運輸路線，光澤在太平

興國六年(981)年設縣，其與崇安一樣，都是位於閩北邊境，在宋初新設

立的縣。從此地過衫嶺，地勢不若其他路線崎嶇難行。《方輿紀要》提

到：「仙霞之途，紆迴峻阻，其取之也較難，杉關之道，徑直顯露，其

取之也較易。」蘇基朗認為，清代的人都認為杉關路比仙霞路好走，

宋代的情形應該不至於相差很遠，建茶如走此路，也應該有運輸上便

利之處。82

  雖然蘇基朗認為仙霞路的地位較為重要，因為長江下游江浙一帶

自南宋以來成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商業上更是全國的樞紐，仙霞路

通達衢州與此地區相接，陸路交通量自然比通往鄱陽湖的路線來的

高。只是就建茶的運輸來說，在熙寧五年(1072)南方開放通商前，都是

由官方來負責運輸到各榷貨務，其所循路線應該只會利用第二和第三

條路線。即使在開放通商後，第二條路線於鉛山也可東轉到信州，沿

水路一路過衢州到浙江下游。仙霞路可能要等到乾道九年(1173)史皓整

修過後才成為重要的交通路線。在此之前，浦城到浙江主要是經過仙

霞嶺西邊的二渡關到江南東路南端的永豐縣，之後與第二條路線一樣

都必須先到信州再轉往浙江下游，兩路線相去不遠。83從此來看，在乾

道九年(1173)仙霞路未改善路況前，崇安縣的交通重要性並不低。 

  建茶也可能利用海路輸出，學者對於唐末宋代以來福建沿海交通

貿易的發達多有論述，84高麗獲得建茶的方式，還有南宋時私販至金的

 
 82 唐文基，《福建古代經濟史》，頁308-309；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171。 
 83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164、171。 
 84 可參考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唐文基，《福建古代經濟史》、斯波義信，

《宋代商業史研究》、李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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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路線，很可能都是利用海運。扣除私販，宋政府在紹興二年(1132)，

由於浙西一帶運河水淺，重船難行，許商販茶鹽者經由海路販賣。85這

是較早可看到關於茶葉經由海路販賣的紀錄，一來由於宋時海運初

興，成本高昂，風險也遠勝過陸運，可能不適合大量茶葉的運輸。86二

來透過便利的漕運即可讓茶葉銷售各地，並方便政府於各地收受商

稅。只是此時浙西運河難行，對於商人運送建茶到臨安等地銷售形成

困難，才開放海路的運輸販賣。但是到紹興十二年(1142)為了禁絕私販

又停止了建茶的海運。因此，扣除私販外，建茶透過海運的方式運銷

情形應該不多見。 

  透過這些對外的運輸路線，建茶得以銷售到各地，成為全國重要

的特產。 

 
學生，1986)、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5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32之26、27，頁5370-5371。 
 86 蘇基朗，《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論稿》，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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