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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一 

唐代各地茶葉流通表 

茶名 產地 茶葉特徵 主要銷售區域 每年產銷量 

新安茶 蜀蒙頂不遠 多而不精 春時供本地飲用  

蜀茶 《茶經》劍南茶區 至他處芳香滋味

不變 

男走百越，北臨五

湖(今太湖流域) 

穀雨後歲取數百

萬斤，散落東下 

浮梁茶 饒州、歙州、江州

一帶 

味不長於蜀茶 關西、山東，閭閭

村落皆喫之。累日

不食猶得，不得一

日無茶也。 

其于濟人，百倍于

蜀茶 

蘄州、鄂州、至德

茶 

鄂岳宣歙觀察使

的部分地區 

方斤厚片 陳蔡以北，幽并以

南 

其 濟 生 收 藏 榷

稅，又倍于浮梁矣 

衡州茶 橫州 團餅而巨串 自 瀟 湘 達 于 五

嶺，皆仰給焉。雖

遠自交趾支人，亦

常食之。 

歲取十萬 

潭州茶、陽團茶、

渠江薄片、江陵南

木、施州方茶 

今長沙和川鄂湘

黔接壤區 

味短韻卑 唯本地及江陵、襄

陽數十里食之 

 

建州大團 建州 狀似紫笋，味極苦 唯廣陵、山陽人好

尚之 

 

蒙頂茶 蒙頂山周圍 品居第一  歲出千萬斤 

歙州、婺州、祈

門、婺源方茶 

歙州、婺州 制置精好 梁、宋、幽并諸州 商賈所齎，數千里

不絕於道路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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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此處的表則是引自朱自振，《茶史初探》，頁54-55，再依據《膳夫經手錄》所做的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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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宋代茶詩統計資料 

宋代茶詩中建茶

出現的比例

建茶 其他產地茶 無產地 總數 總詩數

出現詩數 449 247 4502 5198 5140

比例 8.6% 4.8% 86.6% 100.0%

宋代茶詩中各產

地茶出現比較

建茶 顧渚茶 蒙頂茶 日鑄茶 雙井茶 陽羨茶
其他零星產

地茶
總數

出現詩數 449 38 18 30 70 9 82 696

比例 64.5% 5.5% 2.6% 4.3% 10.1% 1.3% 11.8% 100.0%

宋代前後期的比較

建茶 其他產地茶 無產地 總出現次數 總詩數

宋代前期 出現次數 286 145 1734 2165 2129

宋代前期 比例 13.2% 6.7% 80.1% 100.0%

宋代後期 出現次數 163 103 2767 3033 3011

宋代後期 比例 5.4% 3.4% 91.2% 100.0%

建茶 顧渚茶 雙井茶 蒙頂茶 日鑄茶 陽羨茶
其他零星

產地茶
總數

宋代前期 出現次數 286 20 45 14 10 5 51 431

宋代前期 比例 66.4% 4.6% 10.4% 3.3% 2.3% 1.2% 11.8% 100.0%

宋代後期 出現次數 163 17 26 4 20 4 32 266

宋代後期 比例 61.3% 6.4% 9.8% 1.5% 7.5% 1.5% 12.0% 100.0%  

資料來源：趙方任 輯注，《唐宋茶詩輯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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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第一項資料，是要讓我們明白在所蒐集的宋代茶詩中，究竟有多少詩是實

際提到各地名茶的比例。詩的總數是 5140首，但由於每首詩中，很可能提到各地不

同的茶，所以有提到名稱的茶跟無產地的茶加起來的總數是 5198次。其中有出現產

地的茶佔了全部的 13.4％，建茶就包含了其中的 8.6％。無出現產地的茶，通常是作

者在詩中提到飲茶或跟茶有關的事情，但並沒有特別指明是哪種茶，所以無從判斷。

第二項資料便是去細分有特別指明的茶的出現次數。表中僅列出建茶、顧渚茶、陽

羨茶、蒙頂茶、雙井茶和日鑄茶，其他雖然也有出現為士大夫所推薦的名茶，如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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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茶、修仁茶、蜀岡茶、寶雲茶等，但由於出現次數過少，分別出現 6、3、2、1次，

為了方便閱讀，這些出現次數過少的茶，皆列入其他零星茶產地一項。 

  第三、四項資料，其實與前兩項類似，只是將詩分成前期和後期，觀察宋代前

後期是否有所變化。趙方任是依據各詩作者的生存年代為排列的順序，生卒年不詳

者，則依據文獻資料，將其安插至適當位置。這裡的前後期乃是以范浚(1102-1150)

為後期的開始。之所以不以北宋、南宋為分期標準，乃是因為這中間時代很多人不

容易劃分，也無法得知其詩做成的年代。這裡只是為了方便觀察宋代前後的變化，

故無需太嚴格的分類。 



．106． 宋代建茶的生產與運銷 

表三 

宋代茶書列表 

今日尚存的茶書 失傳的茶書 

作者 茶書名 作者 茶書名 

蔡襄 《試茶錄》 蔡襄 《進茶錄》 

宋子安 《東溪試茶錄》 劉异 《北苑拾遺記》 

黃儒 《品茶要錄》 劉异 《北苑煎茶法》 

熊蕃 《宣和北苑共茶錄》 呂惠卿 《建安茶記》 

趙汝礪 《北苑別錄》 章炳文 《壑源茶錄》 

宋徽宗 《大觀茶論》 曾伉 《北苑總錄》 

沈括 《本朝茶法》 丁謂 《北苑茶錄》 

唐庚 《鬥茶記》 周絳 《補茶經》 

葉清臣 《述煮茶小品》 佚名 《茶雜文》 

  蔡宗顏 《茶山節對》 

  蔡宗顏 《茶普遺事》 

  沈立 《茶法易覽》 

  沈括 《茶論》 

  張文觀 《造茶雜錄》 

  熊克 《北苑別錄》 

  范逵 《龍焙美成茶錄》 

  羅大經 《建茶論》 

  佚名 《北苑別錄》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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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