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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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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摘  要 

關於宋代茶館儘管已有不少研究，但並沒有關注到都市史料與筆記小說的差異。前

者是由靜態的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後者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它們不但呈現了全國各類

茶館的形態，還講述了茶館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從前者來看，茶館除了具有飲食、住

宿、娛樂、商業等多種功能以外，又有不同階層、身分的人群因應各自的目的來利用茶

館的情況。由此體現出，在發展成熟的都市中，茶館出現功能分化或群體劃分的狀況。

從後者來看，茶館的多種功能渾然一體，而且各種階層、身分的人們在共同的空間中往

來交際。尤其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地方的茶館作為聯繫都市和農村的「境界」，成為

物、錢、人往來交流的「場」。 

關鍵詞：茶館，都市史料，筆記小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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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宋代，是中國茶文化獲得重要進展的時代，其基礎就是「茶館」1
 這種以茶為

媒介進行人際交往的場所──在全國各地的出現。到目前為止，關於宋代茶館的研

究成果為數不少。2
 其中，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為中心

的考察》一文，顯示出已有研究的一個基本方向。該文由「一、宋代都城茶館的分

類和分佈」，「二、宋代茶館的經營與管理」，「三、宋代茶館的功能與影響」，

「四、宋代茶館興盛的原因及其對現代休閒的示」等四個章節組成，以北宋首都

開封、南宋首都臨安的茶館為主要對象，進行了網羅式的研究。文章指出，北宋的

「主營飲茶的茶館（單一化經營模式）」逐漸分化成南宋的「綜藝娛樂的茶館（休

閒化經營模式）」、「妓女茶館（低俗化經營模式）」以及「行業茶館（經濟化經

營模式）」等，宋代茶館的功能得到了多元化的發展。3
 這種觀點並不限於徐的論

文，在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一文中，茶館的功能被總結為四種，包括

「休閒娛樂」、「信息交換與傳播」、「商務交易」以及「展示與培訓」。4
 其他

一些論文也持有類似觀點。5
 簡要歸納一下，即由唐到宋茶館發展的模式是：最初

以「飲茶」為主要目的的茶館，隨著北宋至南宋的時代變遷，在數量不斷增加的同

時，6
 其功能也出現了分化，變成具有「休閒」、「娛樂」、「信息溝通」、「商

務往來」等多種功能的空間。 

                                                 

1 「茶館」一詞的出現，是在明代以後。在宋代史料中，有茶肆、茶坊、茶店、茶邸、茶樓等名

稱。本文在行文中統稱「茶館」，在引用、討論史料時仍保留原有稱謂。 
2 除了茶館以外，還有關於宋代茶文化的諸多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例如：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

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沈冬梅，〈宋代文人茶文化行為主體的角色承

擔〉，《農業考古》，5（南昌：2014），頁 38-45；王河，〈論宋代茶文化中的雅俗風尚〉，

《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2009），頁 150-154。 
3 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為中心的考察》（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2009）。 
4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2（南昌：2004），頁 181-184。 
5 游彪，〈宋代商業民俗論綱──以城市餐飲業為中心的透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1（北京：2005），頁 94-102；劉清榮，〈宋代茶館述論〉，《中州學刊》，3（鄭州：

2006），頁 189-192。 
6 徐軻的論文指出臨安著名的茶館有 22 處，而北宋開封有名的茶館只有 10 處，可見其數量的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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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基本同意上述觀點，不過認為仍有幾個課題值得深入探討。第一，是對茶

館的認識。宋代的茶館是怎樣的存在？當設定這個命題的時候，我們研究的目光是

落在茶館如何作為一種人際交往的場所，也就是它的「空間」特性之上。相田洋認

為宋代茶館與「旅館」、「市」、「義與社」等具有相似的特質，即作為一種人、

物、錢等往來交通的「空間」與「時間」相結合的「境界」。7
 而筆者以為，運用

「境界」的觀點去理解宋代茶館的特質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在由唐至宋的這段時

期裡，以經濟、流通、交通的發展為基礎，社會人口的流動化被促進，人們往來交

通的「邸店」、「櫃坊」、「酒店」、「茶館」等各種空間亦應運而生。所以，對

「空間」的認識與把握，成為了理解這個時代特質的關鍵之一。 

日本中世史研究者綱野善彥提出了「都市的な場（都市式場域）」的概念，8
 

即把中世型都市空間成熟並逐漸形成近世型都市空間當中的過渡階段，稱作「都市

式場域」。這一概念的提出在日本中世史家中引起了不少的議論。其中，五味文彥

認為，「都市式場域」是中世都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頁，是以「中」、「津．

泊．湊．浦」、「宿」、「町」等交通上的交流場所為載體呈現的自由空間，在其

內部，「建造物」（「市屋」、「館」、「堂」、「町屋」、「道場」、「湯

屋」）、「廣場」（「河原」、「境內」、「跡地」、「浜」）、「道路」（「小

路」、「辻」、「坂」、「辻子」、「大道」、「巷所」）以及社會關係（組成都

市的居民，與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關聯互動）等「都市」的構成要素，已經相

當發達。9
 從鎮市、草市、村市等「叢生」的現象來看，唐宋變革期的中國社會已

產生出與日本中世社會相同的「都市式場域」。那麼，若將「茶館」定位為「都市

式場域」之內的「建造物」之一，研究在關注「茶館」空間之時，也應著眼其蘊含

的社會關係。 

第二，是史料的問題。在閱讀茶館相關史料時，筆者感到，記錄兩宋首都開封

和臨安的都市史料與筆記小說等史料，在記述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前者是由靜態的

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相對而言，後者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它們不但傳述了全國各

類茶館的形態，還以各種趣聞軼事為基礎講述了茶館中發生的事件。兩種史料在性

質上差異對分析茶館的角度有重要影響，因此，選擇前者的靜態視角，則主要採用

《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等史料；選擇後者，

                                                 

7 相田洋，《橋と異人──境界の中国中世史》（東京：研文出版，2009）。 
8 綱野善彥，《日本中世都市の世界》（東京：筑摩書房，1996）。 
9 五味文彥，〈都市的な場をめぐって〉，收入中世都市研究会編，《都市的な場》（東京：山川

出版社，2012），頁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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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之類材料為主。 

二、一則故事──〈京師浴堂〉 

在展開全文的論述之前，我們先來看以下的一條材料。《夷堅志．京師浴

堂》：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

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厮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

度其必村野官員乍游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腯，遂設

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裡，頓于地，氣息垂絕，羣惡誇指

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遙，未卽殺。少

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

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羣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

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于馬前，立遣賊曹收執，且悉發浴室之

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盡捕一家置于法，其膾

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宣公説。】10
 

這是北宋末年的一個官員因為「參選」去往京城時所發生的故事。宋代的官員

在任期結束後，為了獲得下一個差遣（即實際職務）都必須要到京城去，就是所謂

的「赴調」。《夷堅志》收錄了不少關於「赴調」的事例。首先，官員會有一段較

長的時間在等待「吏部」等衙門進行人事審查，這個階段稱為「待次」。隨後，即

便順利獲得差遣，也依然未能立馬赴任，需要回到本籍或到其他地方「寄居」，等

候職位空缺出來，這個階段叫「待闕」。《續資治通鑑長編》有記：「［哲宗元祐

元年八月］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

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年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11
 

或云：「［哲宗元祐三年五月］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

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

                                                 

10 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補，卷 8，頁 1625-1626。【 】內為原文小字。 
1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86，頁 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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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

也。」12
 又《宋會要輯稿》載：「［紹興］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侍御史石公揆

言：『臣竊以官冗之弊久矣，士大夫守一闕，有至七八年者。今朝廷急于用材，或

令再任。夫以見食祿之人而得再任，可謂優矣，其如待闕者何？況除授之際，皆所

選用，無故使之久于其職，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乞自今後除守令有政績、百姓愛

之者，方許再任。其餘在任之人，如有職事修舉，但加甄擢而已。庶使寒俊均一，

無有淹滯之歎。』從之。」13
 如這些材料所言，一名官員「待次」一年才能接受

人事審查、獲得差遣，隨後仍需再等一年方能就任；一個職位經常有五至七人在排

隊等候；為了獲得一個職位需要等上七、八年。可見，官員「待次」、「待闕」的

狀況，從北宋到南宋越來越嚴峻。14〈京師浴堂〉故事裡的官員就是在那般嚴峻的

環境之下，為了獲得下一個職位不得不來往京城的人。 

吏部衙門開門的時間並不確定，至早大概也要在日出宮門打開以後。這位官員

可能住在開封「外城」或者「內城」的「邸店」中，於是很早就啟程去往吏部辦理

手續。可是有點過早了，結果只能在茶邸中喝上一盞，等著門開。讀到此處，我們

最先注意到的，是坊市制度的解體，以及夜禁（夜間禁止通行）的鬆弛。在繁華地

帶，各種商貿的門店變得可以連續營業。這也是我們由各種史料當中能夠看到的宋

代城市的光景。 

我們還注意到，事件是發生在一個叫做茶邸的地方。在宋代的史料當中，我們

可以看到，隨著茶文化的流行，茶肆、茶坊、茶店、茶邸等場所在不斷的擴展。它

們不僅是飲茶的地方，也提供各類的酒食。甚至還有材料顯示，宋代的茶館置有棋

盤，提供客人進行圍棋賭博的活動。15
 個別茶館更兼有賭場的性質。南宋史料

《名公書判清明集》「因賭博自縊」一條中記云：「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

乙於衢州南市樓上，開置櫃坊，樓下開置茶肆，以妻為餌。」16
 這裡表面是一個

茶肆，實際卻兼有妓院和賭場的功能。故事的梗概大約是支乙此人在一樓開了一家

茶肆，二樓卻以作娼婦的妻子為誘餌設了「櫃坊」（賭場），並使用殘酷的手段向

輸錢的客人追債，致使客人自殺了。通過這個故事，雖然只是南宋的材料，我們看

                                                 

12 同前引，卷 410，頁 9982。 
13 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1976），〈職官六十〉，頁 3733。 
14 竺沙雅章，〈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1.1（京都：1982），頁 28-57。 
15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洪皓，《松漠

紀聞》，《全宋筆記》第三編第 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續，頁 131。 
16 《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懲惡門．賭博〉，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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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樣一種可以令人聯想到賭博與妓院的茶肆。 

再來引人注意的就是，茶邸這個地方設有「浴堂」。在描畫十八世紀後半期蘇

州景色的《姑蘇繁華圖》中，有一段掛著「香水浴堂」招牌下的場景，描繪了為治

癒旅途疲勞而設的「浴堂」的情形（如圖一）。筆者並不清楚宋代的繪畫資料之中

是否有描繪「浴堂」的作品，不過，記錄南宋都城臨安的都市史料《夢粱錄》，則

有若干關於「浴堂」的描述。17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發現，正是旅行和商業流通的

發展，催生了「浴堂」這一類場所。 

最後一點，在上面的故事中，旅人被殺害，而他的肉更被生膾了賣給「惡

少」。由關於都市犯罪的記載我們發現，「無賴」、「惡少」、「少年」等從農村

流入城市、並破壞社會秩序的人，都與賭博或犯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與這類

人有關的場所之一，就是「櫃坊」。「櫃坊」在唐代原本是長安等大都會中經營財

物保管等業務的場所，是由在唐代商業中發揮中樞作用的邸店（兼營倉庫、旅館、

中介買賣等業務）當中分化出來的。到了宋代，「櫃坊」卻逐漸演變成了賭場，與

之勾連的是「無賴」和「惡少」。他們紋身、剃頭、奇裝異服，涉足於賭博、私鑄

銅錢等各種各樣的罪行，而在上面的故事中，更被描述為「食人肉」之人。18
 

茶館，正是在表現作都市革命、商業革命的唐宋變革當中粉墨登場的。由唐至

宋，在以往那些以「城壁」為中心，政治、軍事性質濃厚的都市以外，出現了與交

通要地定期召開的集市密切相關、稱為「鎮市」的經濟都市。京城、州縣的地方都

市（城郭都市）依然保留著過去濃厚的政治、軍事特性，而在新興的經濟都市中，

「都市民」逐漸成長了起來。「坊市制」解體以後，中國城市中的「坊巷」、

「廂」、「隅」，或者同類行業組成的「行」等區劃，成為了定義「都市民」（坊 

                                                 

17 如「開浴堂者，名香水行」等記載。吳自牧，《夢粱錄》，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

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卷 13，〈團行〉，頁 239。其他史料也有關於「浴堂」的記

載，如：「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

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則知「宋門外」有一處地方叫「浴堂巷」。此處既與「酒肆」相鄰，

或許也是那種接待旅客的「浴堂」加「酒肆」的聯合經營。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

第一編第 5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 1，頁 237。此外，如「此行在城中有浴所三千，

水由諸泉供給，人民常樂浴其中，有時足容百餘人同浴而有餘。」可見南宋首都臨安的浴堂數量

眾多。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收入馮承鈞，《馮承鈞著譯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00。 
18 加藤繁，〈唐宋櫃坊考〉，《東洋學報》，12.4（東京：1922），頁 450-486；相田洋，《橋と異

人──境界の中国中世史》，〈異人としての無頼──唐宋時代の無頼──〉，頁 253-287；紀昌

蘭，〈試論宋代社會的賭場與賭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北京：

2016），頁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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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徐揚《姑蘇繁華圖》的一景，右上角畫的就是「香水浴堂」
19

 

郭戶）的單位，稅收賦役都依此課徵。承擔稅役的「坊郭戶」、官員、士大夫，以

及在《夷堅志》中出現的那些由農村流入城市的「遊民」、「惡少」、「無賴」、

賣藝人、乞丐等等，不同類型的人群構成了宋代城市的「都市民」。 

都市民的出現與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聯。例如，

「櫃坊」在唐代後半期只是一個由「邸店」分化出來的保管財物的地方，到了宋代

卻演變成了賭場。另外，庶民開始享受茶文化是宋代以來發生的變化，而茶文化的

流行又使得茶肆、茶坊、茶店等場所逐漸出現、增加。上述《夷堅志》故事當中的

「茶邸」，既是飲茶的地方，又與賭博、娛樂等場所關係密切。由此可見，「茶

邸」是都市民與都市民、都市民與外來客進行往來的場所。20
 這個稱為「境界」

的地方，是由都市外流入的「遊民」、「惡少」、「無賴」們活躍的空間，以至從

地方前來「赴調」的官員，都在當中遭遇了慘劇。故事中的茶邸雖然不能具體確定

在哪裡，但大致而言，離「吏部」衙門比較近、又有開封府尹（開封府的長官）的

                                                 

19 徐揚繪，蘇州市城建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編，《姑蘇繁華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十五、胥門懷胥橋段〉。 
20 比較概括地討論中國古代茶館的著作，可參考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社會科學戰

線》，5（長春：1994），頁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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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行隊伍恰好經過，應該是面朝或靠近主幹道的某個地方。 

綜上所述，通過《夷堅志》的這則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唐宋變革的時代變

化中，茶館具有如圖二所示的多種功能，成為了人們來往的「境界」當中的一種

「空間」。接下來，文章將重新考察宋代的都市史料和《夷堅志》之類小說史料這

兩類性質不同的材料，以便進一步說明茶館「境界」的具體情況。 

 

 

 

 

 

 

圖二：宋代茶館的多樣功能 

三、都市史料中的「茶館」 

宋代的都市史料現存有《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

舊事》等幾部，其中耐得翁《都城紀勝》（〈序〉中記云：「時宋端平乙未元日，

寓灌圃耐得翁序」）中〈茶坊〉相關的記載，以及吳自牧《夢粱錄》（〈序〉中記

云：「甲戌歲中秋日，錢塘吳自牧書」）的〈茶肆〉，兩條材料提供了宋代京城

「茶館」的基本信息。21
 

                                                 

21 梅原郁提出《夢粱錄．序》中的「甲戌」是元朝的元統二年 (1334)，其內容較多取材於《東京夢

華錄》、《咸淳臨安志》、《都城紀勝》等。關於《夢粱錄．茶肆》一條，梅原郁在註釋中也指

出，是以《都城紀勝．茶坊》的記載為基礎添補而成的。吳自牧著，梅原郁譯注，《夢粱錄》

（東京：平凡社，2000），卷 16，頁 37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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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紀勝．茶坊》： 

�大茶坊張挂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挂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

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

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

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挂牌兒。�人情

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

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

�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

錢。	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

或講集人情分子。
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見錢物，謂

之齪茶。22
 

《夢粱錄．茶肆》： 

�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

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

寶擂茶、饊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

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

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

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

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游觀之人。�大凡茶樓多

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挂

牌兒」。�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為業，但將此為由，多覓茶金耳。

�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

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

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

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

也。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黄尖嘴蹴毬茶坊，又中瓦内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

                                                 

22 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94-95。引文中標號為筆者所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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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閲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	

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點送鄰里

茶水，倩其往來傳語。
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

席，乞覓錢物，謂之「齪茶」。僧道頭陀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

送，以為進身之階。23
 

兩條記載雖有詳略之差，但基本內容一致，而且《夢粱錄．茶肆》的記載明顯是在

《都城紀勝．茶坊》之上加工而成的。下面我們先來整理一下相關的內容。� 開

封的熟食店懸掛名畫吸引客人，而茶肆也有樣學樣，在店內懸掛四季花卉的畫像用

以裝飾。� 冬天賣擂茶、鹽豉湯，夏天則賣梅花酒，茶肆隨著四季變化出售不同

的「奇茶」、「異酒」。�  紹興年間，茶肆用鼓樂演奏「梅花酒曲」，促銷梅花

酒，也和酒肆一樣，用旋杓量著來賣。在《夢粱錄》中，之後還記載了在「大街」

的夜市上，用小車或擔挑開設的「浮鋪」，向遊覽的客人賣茶的情形。24
 � 都市

的富家子弟，或者衙門休班的官吏聚在茶樓，練習音樂、歌曲，被稱為「掛牌

兒」。� 有叫做「人情茶肆」的，並非以販茶為業，而是以喝茶為藉口獲取金錢

（以下的 � � 就是「人情茶肆」的具體說明）。� 有一種茶肆是聚集五奴（娼

妓的兄弟。妓院的男人們？）的地方，又有一種是「借工」、「賣妓」與「行老」

（行會的老大）會合的地方（「行老」雇傭「借工」、「賣妓」或者斡旋相關事務的

空間），25
 都稱為「市頭」。�「水茶坊」、「花茶坊」是樓上安置了妓女的茶

肆，君子一般不進入這種地方。《夢粱錄》在後邊還提到了中瓦內的王媽媽家茶肆

等士大夫會友的茶肆的名字。	 有一種風俗是提著茶瓶，在初一十五或者吉事凶

                                                 

23 吳自牧，《夢粱錄》，卷 16，頁 262。 
24 《東京夢華錄》中也記有關於「茶館」的片段，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夜市」中的「茶館」。

如：「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

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

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士女往往夜遊喫茶於彼」、「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

乾，夜深方歸也。」除了常設的「茶館」以外，這部分引用的材料還給我們展現了「夜市」的

「茶坊」買賣各種商品，以及「提瓶賣茶」者在清晨賣茶的情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

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2，〈潘樓東街巷〉，頁 15；卷 3，〈馬行街鋪席〉，頁

21。 
25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東京：風間書坊，1968），〈商業組織的發展〉，頁 391-420；于志

娥、任仲書，〈宋代勞務市場發展狀況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34.4（哈爾濱：2013），頁

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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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時到附近送茶，以便了解鄰里的情況。26
 
 還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是官

府的士兵或衙役拿著茶到店鋪去索要金錢，叫做「齪茶」。 

通過整理以上兩則材料，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一，茶館功能的多樣性。

除了原本用來「飲茶」的茶館，其他如「掛牌兒」、「人情茶肆」、「花茶坊」、

「水茶坊」、「市頭」等茶館，分別具有「樂曲的學習場」、「行會、士大夫、官

員等集會的場所」、「雇傭斡旋」、「妓院」等各種各樣的功能。二，根據客人的

身分、職業等有所區分。既有士大夫或有錢人聚集的茶館，也有「五奴」和行會人

員聚集的茶館，因應客人身分、職業背景的差異，茶館的形態也各有不同。三，	 

顯示出「茶」被用作一種人際交往或信息交換的手段。 

都市史料提供了較多關於宋代茶館的功能和類型的信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宋

代茶館功能多樣化的特徵。 

四、《夷堅志》中的「茶館」 

筆者著重將《夷堅志》中帶有茶肆、茶店、茶邸等字眼的內容，作為相關史

料，整理成附錄「《夷堅志》中的宋代茶館史料」。被提取出來的全部總共有 31

例。首先，概述一下整體的情況。在 31例當中，關於京城開封、臨安的有 11例，

地方的 19例（鎮江府（現在的江蘇省）1例、建康府（江蘇省）2例、邢州（河北

省）1 例、永康青城山（四川省）2 例、平江府（江蘇省）1 例、淮陰縣（江蘇

省）1例、饒州（江西省）2例、黃州（湖北省）1例、福州（福建省）2例、太平

州（安徽省）1 例、鄂州（湖北省）1 例、江州（江西省）1 例、臨川縣（江西

省）1 例、無錫縣（江蘇省）1 例、去往臨安途中 1 例），地點不明的 1 例。相對

於上一節都市史料反映的是京城茶館的狀況，這一節的《夷堅志》材料主要展現的

則是以江南為中心全國各地茶館的情形。 

《夷堅志》記載的大多是北宋末至南宋中期的事情。從《夷堅志》的材料中我

們看到，茶館除了原本的飲茶、休閒以外，還兼具了飲酒、飲食、住宿、娛樂表

演、信息傳達、雇傭斡旋、牙行（中介業）等各種各樣的功能。接下來，我們將由

31例中抽出 6例進行詳細分析。 

                                                 

26 《東京夢華錄》有記云：「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

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即外地的新

來者經常用茶作為與鄰居交流信息的方式。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 5，〈民俗〉，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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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一〈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癲，垢汙藍縷，直詣肆

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

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

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

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

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

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

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

百二十歲。27
 

在這個故事中出現的茶肆，應該只是小規模的、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茶館。值得注

意的是茶肆客人的階層、身分。這是一個乞丐也可以進入的茶肆。28
 故事中乞丐

的真身「呂翁」是呂洞賓。呂洞賓是唐宋時代著名的仙人，在《夷堅志》中他的身

影隨處可見。29
 在本文的附錄當中，還有另外幾則事例。如〈餅店道人〉一條，30

 

在客人離開之後，人們才知道他是呂洞賓。又如〈道人留笠〉的故事：31
 將要離

去的客人在牆壁上寫下一詩，並把斗笠掛於其上。然而客人這邊要走，那邊斗笠就

開始加速轉動，於是客人只能又把斗笠取走，只留下那首「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

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的詩。詩句揭示了這位客人正是

來自蓬萊山的仙人。由《夷堅志》的這些事例看來，茶館不只是官員、士大夫、富

民往來的地方，也是道人、術士、僧侶、乞丐、盜賊、仙人、鬼怪等各種類型的

                                                 

27 洪邁，《夷堅志》，甲志，卷 1，頁 7-8。 
28 《夷堅志》有很多與乞丐相關的史料，其中又與「茶館」關聯的有以下 4 例。「小郗先生」是在

茶肆中醫治乞丐的；窮困潦倒的鎮江酒官進入茶肆之時，裝束打扮是「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

裘半為泥所污，跣足行」，形同乞丐；「嘗坐茶坊，見道人行乞，漫呼與茶」，即看到「行乞」

的道人，把他招到茶坊中，給他茶喝；「一道人行乞到門，就坐啜茶」，仍是茶肆的主人把「行

乞」的道人招呼到店裡，並給他喝茶。同前引，乙志，卷 1，〈小郗先生〉，頁 194；丁志，卷

6，〈奢侈報〉，頁 583-584；支庚，卷 8，〈道人治消渴〉，頁 1201-1202；支癸，卷 8，〈游伯

虎〉，頁 1278-1279。 
29 茆軍輝即在《夷堅志》中提取出 27 則與呂洞賓有關的事例。茆軍輝，《元明戲劇中呂洞賓形象研

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30 洪邁，《夷堅志》，丙志，卷 4，頁 391。 
31 同前引，卷 3，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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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進行交流的一處場所。 

事例二〈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

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絕復甦，得水尚可

活。恐為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卧榻上，

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

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

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駔爭迎之。客

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為呼張來。張辭曰：「家貲

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

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

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

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為寇

刦，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

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

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刦之，正得千餘緡，遂作

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

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

萬，邢人呼為「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郟次南。】32
 

開茶肆的張翁，正如史料所言，「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又稱呼為「張牙人」，

可見是一位經營布貨貿易中介的牙人，同時又經營著一家茶肆。斯波義信關於宋代

牙人的研究指出，「宋代中介業務的存在範圍較廣，並不只有牙人、牙儈承擔該類

業務，店戶、客店、邸店、停塌等倉庫、旅館業等亦有兼營中介的。」33
 斯波義

信的研究也提到「像邢州張翁那樣的事例：遇到前來報恩的大布商，不計較他只有

幾千貫錢的零星資金，把五千匹布貨的中介貿易委託於他，並且給予他特別優惠的

交易方式，即允許其先將商品賒賣給各家店鋪，再交出雙方簽訂的契約書，待客商

下次再來參市之時才支付貨款。憑著商業策略和信用聲望，張翁由普通牙人一躍致

                                                 

32 同前引，乙志，卷 7，頁 242-243。 
33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頁 407。 



清  華  學  報 

 
370

富，成為了大商家。」34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以此深入探討牙人的實際狀況，而在

於以下兩條：第一是牙人兼營茶肆這個事實。在 31 例當中情況相似的，還有乙志

卷十一的〈米張家〉。這個張家是經營米行（米的中介貿易）並兼營茶肆的。第二

是「入市」的說法。斯波義信認為這個「市」是定期市。當然也有可能是常設的

「市」，不過，假設是定期市的話，張翁的茶肆就是配合它的召集而開設的。由此

可見，在商人雲集的定期市中，牙人從事的業務十分廣泛，包括旅館業、飲食業等

等。 

事例三〈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李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禄公仁往臨

安，觀南郊，舍於黄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

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

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閲五輅，四人同出嘉會

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晩講説漢書。」相與笑曰：

「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入一食店，視其牌，

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

萬事豈不前定乎！35
 

這則故事值得留意的第一點是，四人為了「觀南郊」來到臨安。在宋代的都市空間

中，正月上元觀燈或南郊巡遊等等，是從皇帝到市民都參與其中的重要祭典。36
 

五輅（即玉輅以及金、象、革、木四輅）一件件的都收藏在嘉會門外車輅院的車庫

中，這四人也許是專程跑到了嘉會門外的茶肆中，趁著它們被拉出來的時候觀看。

第二點，茶肆裡貼著「今晚講說漢書」的廣告。這當中又有兩點值得留意。其一，

在茶館裡粘貼告示，可以進行信息的交換。在〈道人留笠〉的故事裡，把「詩」留

在牆壁上，也可視作類似於信息傳達的功能。另外，以下《老學庵筆記》中一則十

分有名的事例，更能體現出茶館信息傳達的效率。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

                                                 

34 同前引，頁 402。 
35 洪邁，《夷堅志》，支丁，卷 3，頁 991。 
36 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收入中村賢二郎編，《歴史のなかの都市──続都市の社会

史》（東京：ミネルヴァ書坊，1986），頁 28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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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

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

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

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

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

刻之類。37
 

秦檜孫女心愛的小貓走失了，官府奉命搜尋，並在茶肆中張貼了一百多幅小貓的畫

像。由此可證，茶肆確實具備了廣告以及信息傳達的功能。其二，在茶肆中可以舉

行《漢書》的講說。《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一條記載了在「瓦市」、「瓦舍」這

些宋代發展起來的繁華街中，提供有雜技、戲劇、說唱等各種各樣的娛樂表演，而

在說唱之中，與「說話」並列的就有「講史書」。38
 說唱通常在「瓦市」、「瓦

舍」中不顯眼的街角裡舉行，不過，茶肆也是講說的一個重要場所。另外，《夢粱

錄．茶肆》記云「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中瓦市」的「王媽媽

家茶肆」，別名又叫「一窟鬼茶坊」。「一窟鬼」的名稱，即來源於宋代話本《西

山一窟鬼》。這個例子又說明了茶肆與娛樂表演之間關係密切。 

事例四〈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廛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

富人吴氏女，每於簾内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繾綣，積思成瘵疾。母怜

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

為爺娘羞，不敢說。」强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以門第太不

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于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吴翁使勉從

之。吴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鄙其女所為，出辭峻

卻，女遂死。卽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

少年，料其壙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啓棺，扶女尸坐起剥衣。

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温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

黄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為補治塋穴

                                                 

37 陸游，《老學庵筆記》，《全宋筆記》第五編第 8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卷 3，頁 32-

33。 
38 耐得翁，《都城紀勝》，頁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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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及病愈，據以為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

暫忘。乾道五年春，紿樵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船載我一游。假使我

家見时，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究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

登樓。適彭攜瓶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

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争敢白晝現行。」女

泣而走。逐之，墜于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吴氏

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

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

是時抄化到鄂，正睹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云。39
 

雖然不過是一齣酒店茶僕與富家小姐你愛我憎的鬧劇，但也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茶店開在「鄂州南草市」中，那是一個「草市」。與樵夫一起住在山中的女

兒，是乘船到南市去的。那麼，這個「草市」應該處於河運便利之地。「草市」雖

然比鎮市規模要小，卻也是一種位處交通要道的經濟都市。故事中的茶店有「登

樓」、「樓下」的描述，即是一座兩層建築，又可以「買酒」，則是一處既「飲

茶」也賣酒、還可以「飲酒」的地方。第二，「茶僕」的存在。茶僕彭先的工作是

「攜瓶」（提著茶瓶，給顧客斟茶），身分是「細民」，或說是與富民吳氏「問第

不等」的貧民。在支乙志卷二〈茶僕崔三〉的故事裡，崔茶僕住在茶肆裡、月給

「不過千錢」，也是一名低薪勞動者。 

將「茶店」置於整個故事梗概當中，我們更加深入地體會到「它」所折射出來

的社會情景：茶店一方面是供給不同人群進行人際交往的重要空間，進出其中的富

民、樵夫、茶僕等人儘管具有身分差別的意識，但事實上又存在「交通」（可能的

婚姻對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設在交通要衝、貨品流通的中心地「草市」中的

茶店，又是一處進行商品交換的重要空間。 

事例五〈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村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於禽課，邑人稱為方星禽。但極

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響。西鄉張氏富於財，遭凶盜肆

刼，捕之不獲。府縣以責尉盛生，懼譴，然無所施力。弓級詹通，奮以

訪逐為己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逢方星禽醒然無醉

                                                 

39 洪邁，《夷堅志》，支庚，卷 1，頁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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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百里，急往追之，尚可得。然須在

絲竹管弦之下。』其言辭必可信，願給引帖以行。」卽挾一客能物色姦

惡者，俗謂之眼，與之俱西。到江州，寓旅邸。日議所向，所云絲竹管

弦之說，當是彼得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闌有婦女之處，宜各更

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一茶肆，肆之後皆作僦

舍，商賈雜沓。見一人，布袍獨坐。為眼者異之，近其側，詳扣鄉里蹤

跡。其人應答窘怍，欲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

擒，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笙簫鼓笛，列挂壁間，始驗方生之

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猶

在，然推算非兄比也。【右四事子理說。】40
 

在這則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江州（現在的江西省九江市）茶肆的幾個特徵。第

一，「旅邸」、「妓館」、「勾欄」、「茶肆」、「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

沓」，這些關於江州城中情景的描寫，顯示出在交通、流通發達的背景之下，都市

的住宿、娛樂、交流等設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尤其值得留意的是「［茶］肆之後

皆作僦舍，商賈雜沓」，表明這裡的茶肆是一處近似於兼有住宿設施、倉庫、牙行

等多種功能的邸店這類的商業活動據點。 

第二，「絲竹管弦之下」、「笙簫鼓笛，列挂壁間」的描寫，說明了茶肆與娛

樂表演之間的聯繫。前述都市史料中亦有記載，茶肆會順應季節推出款式不同的茶

或飲料，這些樂器應該就是進行宣傳時使用的道具。 

事例六〈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俗所謂院長者

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著青紵絲袍，如將官

狀，執劍牽驢衞其後，唾駡切齒，時以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

十輩，負挈箱篋，行路争駐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

場經紀耳！」肅殊不曉，使蹤跡其由，徐而來言：「浙西一後生官人，

赴銓試，寓於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往

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蹙額對曰：『一店中

為此婦所苦三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官攜妻居此房十許日，云

                                                 

40 同前引，卷 2，頁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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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往近郡，留妻守舍，初約不過旬時，既乃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

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又率在邸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

也!』生喜曰：『可得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

是！』曰：『然則少致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

食送之。明日，婦人却以勸酒一盤答謝生，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

亦如前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彊僕必盡

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釂，亟趨下。生覺可動，厚賂此僕，使

游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匿，浸淫及亂。相從兩月

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升，十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

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過望，立攜橐囊，下置鄰室，而身與婦人

處。甫兩夕，平旦，未櫛洗，望見偉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

顫悸曰：『吾夫也！』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箠，生

委身從後門竄，凡所齎皆遭席卷。方戀迷時，足跡不出戶庭，元未嘗赴

試，蓋少年多資，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士肅說。】41
 

這是在京城裡發生的一個「美人局」的故事。關於「美人局」，《武林舊事．游

手》有如下記載： 

浩穰之區，人物盛顆，游手奸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

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闗撲結黨手法騙財。水功徳

局，以求官、覔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脱漏

財物，不一而足。42
 

這段記載描寫了在品流匯聚、人口眾多的京城，「游手」們設置了「美人局」（用

女性作餌蠱惑年輕人）、「櫃坊賭局」（通過賭博榨取金錢）、「水功德局」（以

官職、推薦、恩澤、晉升、訴訟、交易等名目，假作官府或相關勢力，騙取財物）

等各種圈套，玩弄手段，為非作歹。岡本不二明曾詳細探討了宋代的「美人局」。43

文中介紹了《夷堅志》中為數不少的「美人局」，並且指出美人局是以從地方到京

                                                 

41 同前引，補，卷 8，頁 1619-1620。 
42 周密，《武林舊事》，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6，頁 444。 
43 岡本不二明，〈宋代美人局考──犯罪と演劇〉，《高知大國文》，21（高知：1990），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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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來的人為目標，利用演戲的方式實行的犯罪。44
 明人所作《古今奇觀．趙縣君

喬送黃柑子》一條，則十分直白地道出了這種作案手法。該條雖然是在上述《夷堅

志》的故事基礎上加工而成，但對原文的某些情節進行了更加易懂的解說，例如向

士肅看到的那支奇怪的隊伍，《古今奇觀》就寫道：「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

著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45
 明確地

指出，婦人、男子（婦人的丈夫）、店主、茶僕全體就是一個團夥。這段增加的內

容，雖然初衷是為了令讀者更加輕鬆地讀懂故事，不過，若能明白最早遇見的那支

隊伍就是由旅店匆匆逃走的「美人局」一夥，而店主、茶僕是「美人局」的參與

者，就連整個「黃家店」都是犯罪的巢穴，那麼，我們確實能夠更加清晰地把握到

故事的核心。 

另外，在上述故事中出場的官人是「銓試」的應考者。銓試是以科舉末第、恩

蔭等方式入仕的官員獲取官職必須通過的考試。比較有名的例子如朱熹，即因進士

末等及第，需經「銓試」方能授職。這位官人，正是岡本所描述的，由地方到京城

來卻深陷美人局圈套的一位官員候補生。還有，對於京城中人來說，「美人局」這

類的犯罪並不陌生，所以，那位院長才會說「只是做一場經紀耳！」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參與「美人局」犯罪的茶僕。成為犯罪舞臺的三橋黃家

店，是一處兼營旅館和茶肆的空間，茶僕則負責在客人之間傳遞信息。旅館是人際

往來的場所，茶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但在旅館的外內之間，而且在旅

館的內部，都充當著人們的交流媒介。故事雖然沒有提到茶，但劇情的發展也少不

了「酒」和「飲食」的推動。作為這家旅館機能之一的茶肆，確實起到了以「茶」

為媒介連接人與人關係的作用。 

通過以上六個事例，我們對《夷堅志》所見「茶館」的史料進行了詳細分析，

並將其特徵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作為「境界」的茶館空間。京城的茶館自然是設在交通、流通的中心，而

地方的茶館也與宋代交通、流通的發展關係密切。除了上述六例，表格中還有其他

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郁老侵地〉中記云「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

                                                 

44 除本文的事例以外，岡本列舉的「美人局」還有如下數例：如韶州錄曹的吳約為了參加吏部磨勘

而來到臨安，結果陷進了美人局；吉州人李將仕通過「入粟」得官，於是到臨安來「赴調」，結

果中了美人局的圈套；吳人沈將仕為了「調官」來京，又陷入了美人局；浙西人鄭主簿到臨安

「赴調」之際，同樣陷在了美人局中。洪邁，《夷堅志》，補，卷 8，〈吳約知縣〉，頁 1616-

1617；〈李將仕〉，頁 1618-1619；〈王朝議〉，頁 1621-1623；〈鄭主簿〉，頁 1620-1621。 
45 淡齋主人著，青木正児校注，《通俗古今奇觀》（東京：岩波書店，1932），卷 38，頁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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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不異，遂坐茶肆」，46
 說明在城外的「市廛邸列」（「市」的店鋪或邸店排

成一列列）中設有茶肆。〈道人留笠〉、〈餅店道人〉中看到的是，藉著號稱「會

者萬計」的四川青城山道會的召開而臨時開設的茶肆。47
 〈茶僕崔三〉中則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48
 即開在應該是交通要衝的「觀風

橋」側邊的茶肆。〈黃池牛〉記云：「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為宣城縣境，十里

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

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49
 故事中的太平州黃池鎮，是鄰近宣城縣境的一處

聚落，亡賴惡子、不逞宗室糾集於此，宰牛屠犬，釀造私酒，鑄造和印刷假幣等，

壞事做盡。可見，交通、流通的要衝之地，亦是此等「無賴」、「惡少」聚集之

所。〈無錫木匠〉有云：「無錫張木匠，造盆器出貿於街。一日差晚，在茶肆前交

易。」50
 說的是，張木匠製作盆器，拿到街上邊走邊賣，有一天傍晚，在茶肆前

面做了趟買賣。該則故事中還說到「白晝鬼迷人於邑市」，證明這裡的茶肆是位於

無錫城中的繁華街道。〈徐信妻〉條中記載：「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

與妻子夜出市，少憩茶肆傍。」51
 即徐信與妻子在建康夜市的茶肆中休息。〈王

武功山童〉記道：「是年冬，王赴調臨安，忽遇之於江上。童見王至，邀入茶肆致

拜。」52
 寓居郢州（現在的湖北省鍾祥市）的王武功在到臨安「赴調」的途中，

在「江上」遇到了山童，兩人到茶肆中敘話。這兒的茶肆應當位於長江水上交通的

要衝之處。以上事例均揭示出茶肆與交通、流通的密切關係，茶肆設置的地點與當

時經濟都市叢生的現象緊密關聯。 

二，茶館的開放性。另一點需要認識到的，是茶館的開放式空間。前面的六則

事例表明，茶肆是一處上至官員、士大夫、富民等上層人，下至貧民、乞丐、惡少

等下層人，還有道士、僧侶、術士，甚至仙人、鬼怪等各式各樣的「人」進行交際

的空間。在《夷堅志》中，還有如下例子更好地表現出其開放性。〈京師道流〉有

一部分內容是這樣記載的：「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

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

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

                                                 

46 洪邁，《夷堅志》，甲志，卷 16，頁 137。 
47 同前引，丙志，卷 3，頁 386；卷 4，頁 391。 
48 同前引，支乙，卷 2，頁 805-806。 
49 同前引，支戊，卷 4，頁 1080。 
50 同前引，支庚，卷 9，頁 1208。 
51 同前引，補，卷 11，頁 1651。 
52 同前引，補，卷 16，頁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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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53
 道

士把被鬼附身的村民帶到茶肆驅邪，受到「市人千百」「聚觀」。同樣的描述還見

於〈小郗先生〉，有記云：「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蹣跚

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郗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郗曰：『不難也。

正恐怪奇驚眾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

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

忍。』郗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54
 小郗先生

在茶肆治療乞丐的情景，也受到「市人」「爭來聚觀」。由這些事例看到的茶館，

就是一處將「內」與「外」連接起來的開放空間。 

以上兩點明確地表現出文章開頭所言茶館作為「境界」的特徵。茶館正是唐宋

變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都市式場域」中的一處「空間」據點。 

五、結語 

到上一節為止，我們得出了關於茶館研究的結論，最後，作為總結，筆者想談

一談對宋代社會史研究的展望。 

這次文章考察的課題是：由兩個不同系統的史料探討宋代茶館的存在形態。從

都市史料看，茶館除了具有多種功能以外，又有不同類型的茶館適用於不同階層、

身分的人群。這樣的特點顯示出，在某種意義上成熟的都市形態中，功能分化或群

體劃分的狀況。然而，從《夷堅志》記載的全國範圍的茶館的史料看，與功能分化

或群體劃分的特徵相比，茶館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來的是，多種功能變得渾然一體，

各種階層、身分的人們在共同的空間中往來交際。由此可見，茶館尤其是地方的茶

館，屬於「都市式場域」（都市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當中的一種「場」，這種

「場」可以實現物、錢、人在時間、空間的「境界」內進行的交流。而出現在《夷

堅志》故事中的茶館的人物，包括官員、士大夫、富民，還有道士、僧侶、術士，

貧民、乞丐、惡少等下層人民及其代表「茶僕」等，都是在「境界」中生活著的活

靈活現的民眾。 

另一點應該認識到的是，宋代茶館的歷史位置。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

把茶館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55
 第一階段在唐代，是茶館的興起期。茶館的數量

                                                 

53 同前引，甲志，卷 12，頁 103。 
54 同前引，乙志，卷 1，頁 194。 
55 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頁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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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範圍限於北方的都市，停留在「飲食文化」那樣的低層文化中，與人們的生

活沒有太多的聯繫。第二階段在宋代，是茶館的最初發展期。茶館的數量增加，由

低層的「飲食文化」向休閒、娛樂享受那樣的高層文化擴展，與人們生活的關係漸

趨密切。不過，在宋代，茶館品茶的功能弱化，精通茶道的士大夫造訪茶館的情況

減少。到了明代，茶館開始充斥著風雅的氣氛，飲茶一事以及茶、水、器等物件都

變得講究，精緻的飲茶藝術由文人士大夫處移到了茶館。直至清代，茶館更進一步

發展，成為不再藉助其他任何娛樂活動，而僅是飲茶本身就足以作為享受的地方。

進入晚清，一方面出現了受西洋文化影響的茶館，另一方面也出現了退廢成鴉片窟

或賭場的茶館。 

劉文將宋代茶館視作形成期，而明清茶館則是成熟期。在接受這種分期的前提

下進一步提出的是，在唐宋變革時期，商業革命、都市革命帶來的嶄新氣象不斷湧

現，其中，宋代的茶館成為了經濟都市發展進程中「都市式場域」階段的一種構成

要素，56
 並揭示出隨著都市的成熟，茶館向極致追求「飲茶藝術」精髓的明清形

態轉變的方向。既然如此，宋代的多功能茶館，可以說是茶館歷史中的過渡形態，

並且呈現了「都市式場域」的具體形態。總而言之，茶館或者說都市社會發展的問

題，57
 既與宋元明清社會轉型的問題相呼應，則對其考察亦需建立在長時段的視

角之上。58
 

 

（責任校對：劉思妤、廖安婷） 

                                                 

56 包偉民論及宋代的都市化時指出：隨著商業發展，人口聚集，城市無法容納，因而不斷擴展，這

就是人們已經習知的兩宋時期城區居民的「溢出」現象。不過若深入觀察還可以發現，「溢出」

或「城郭分隔城鄉作用的消逝」其實比傳統的認識要複雜一些。至少在絕大多數州縣城市，「溢

出」多半集中在城關周圍，並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在「溢出」的同時，在城牆所包裹的城區內部

大多存在著尚未充分都市化的地塊。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393。 
57 拙文曾指出：科舉社會以「系統」、「網絡」、「空間」三大要素為基礎，在宋元明清之際逐步

成熟，與之相呼應的是，住宿和娛樂設施在都市空間的不斷增加，都市化的進程由此展開。平田

茂樹，〈「科挙社会」の視点から探る宋代都市社会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收入大阪市立大

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専修研究室編，《中国都市論への挑動》（東京：汲古書院，

2016），頁 33-66。另外，關於明清時期娛樂空間的發展，可參見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

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58 竹內実引用了老舍《茶館》、李劼人《暴風雨前》等小說，說明清末的茶館具有飲茶以外的機

能，第一它成為了交易的場所，第二成為了集會與仲裁的場所，第三則是休息的場所，而且，利

用茶館的是「中等以下」的階層。此外，現代的茶館存在地域差異，也具有飲茶以外的多種機

能。因此，研究茶館歷史的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地域性、階層性，以及與現代茶館的連續性

等問題。竹內実，《茶館》（東京：大修館書店，197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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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houses in the Song Perio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and Anecdotal Literature 

Hirata Shigeki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uman Sciences 

Osaka City University 

hiratashigeki@yahoo.co.jp 

ABSTRACT 

Although many researchers have dealt with teahouses in the Song period, they 

have discussed them without adequately differentiating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ources. Whereas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provide a static 

description of teahouses in the capitals, anecdotal literature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on teahouses all over the country, dynamically narrating various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them.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s of teahouses in Song urban society. 

The sources on urban history show that various types of teahouses existed in the 

capitals, functioning as places for dining, drinking, lodging, entertainment, and for 

conduct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statuses chose 

from among these various types of teahouse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This suggests 

that teahouses in the capital cities achieved a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Anecdotal literature reveals a different picture. Teahouses were places that 

simultaneously retained various functions and wherei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statuse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is suggests that local teahouses assumed the 

role of “contact zones”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in this period of urban development, 

acting as a junction through which people, goods, and money flowed and passed. 

Key words: teahouses,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anecdotal literature, contact zones 

（收稿日期：2017. 3. 13；修正稿日期：2017. 9. 5；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