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析論茶文惜題中的投f固夫料詮釋問題 。

析論茶文化課題中的幾個史料詮釋問題＊

粘振和

摘要

本文針對茶文化課題中較具傳奇，還有商榷餘地的部分，提出最新的看法。透過史料的比

較、分析、考證，以及實地訪察，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一、神農嘗百萃，遇毒得荼而解的說法，是神話被合理化的一個案例。相關茶書引用的資

料來源：《神農本草經》、《本草衍義》，絲毫未見類似的記載：而神農有「水晶肚」的說

法，也是後人籍以合理化神農過毒能安然無事的過程。

二、張又新在《煎茶水記》呈現的品水經驗，無法在《水品》 （即《煮茶記》）取得證

實，而且相關內容也不符陸羽的事蹟與評水觀念，因此《水品》並不是張又新所偽造，也不能

視為陸羽評水的說法。

三、小說《警世通言》記裁王安石擅長辨識水，查核歷史資料並無旁證：而《墨客揮犀》

記載王安石取「消風散」令併荼湯飲用，則應視為對蔡襄飲茶方式的「誅諷」之道，才能呼應

玉安石的人生經驗。

本文認為茶文化界應審慎處理傳說、偽書、小說呈現的課題，以科學理性的態度處理相關

史料，方有助於茶文化的推動與永續發展。

關鍵詞：神農、水品、王安石、張又新、煎茶水記

一、 HU吉

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陸續開設茶文化課程，對於振興本土產業，發揚臺灣茶

藝文化，貢獻厥偉，誠為可喜之事。其中茶文化專書、論文日益繁多，涉及的議題

亦復不少，惟以部分內容史料詮釋仍有爭議，往往造成初學者的困擾。筆者任教之

餘，有感於部分史料的詮釋，往往成為奇譚怪說之源，乃選擇三項個人較常接觸到

的議題：神農傳說、陸羽（ 733-804) 《水品》、王安石（ 1021-1086 ）識茶辨水，

藉以與茶文化界商榷相關史料的使用。本文運用史料分析、實地考察，或為闢釋，

或作新解，期望茶文化界在重視趣味性、傳奇性之外，能重視史料的應用與詮釋，

更將科學理性的元素引入茶文化，以利茶文化的永續發展。

＊本文曾發表淤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育申心主辦之「第四屆中華茶文化教學研討會」 (2006年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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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農傳說的錯亂

歷來飲茶起源說法有神農說、周代說、秦漢說、六朝說等 l 。其中神農說最為

傳奇，有茶書指《神農本草經》、《本草衍義》記載「神農嚐百草， 一日而遇七十

毒，得茶以解之」的事蹟 2 ，並廣為援引立論，為中國飲茶史憑添一段佳話。

神農即中國傳說時代的三皇之一，又稱「炎帝」。學界對於傳說中的三皇以文

化發展的進程解釋，神農代表農耕、定居生活的階段。惟是先民面對無法解釋的自

然現象，依照自己的理解與期望，也依照自己的生活以及熟悉的形象創造人格化的

神，乃形成傳說（神話）的根源。是以面對傳說（神話）應嚴謹評述，不宜作過度

之推論。然而部分茶書任意加工創作，添加劇惰，諸如替神農創造「樹下歇息」的

時間，「以筆鍋煮水」的器真，「有幾片葉子飄來」的機緣，「煮好的水，其色微

黃」的判斷，「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腦」的反應等等，尤有甚者添寫手援、

鼻嗅、舌嚐的細節描繪 3 。此類茶書的敘述手法，容或有些許的差異，實不脫自我

假設情境，證明神農發現茶葉，以及視為藥用的歷程，不過卻和徵引原文概念有極

大的落差﹔而前輩茶人援引《神農本草經》、《本草衍義》的相關記載也頗有疑義。

實際上，舊說《本草》三卷，又作《神農本草》、《神農本草經》，為神農

所作，不見於典籍，《漢書》雖有「本草」之名 4 ，而〈藝文志〉未錄。故而唐朝

李勛（ 594-669 ）、于志寧（ 588-665 ），宋代唐慎微（ II-12 世紀間人）、王應麟

( 1223-1296）成認為其時未著文字，以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漠之後，張

仲景（150-219 ）、華他（ ?-207 ）輩乃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至南朝梁阮孝緒

1 張宏膺，〈茶藝（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95 ），頁12-13 。

2 按 ： 各察書援引，文句略異﹒或「七＋毒」作。「七十二毒」、或「來」改為「荼」﹒或「以解」作「而解」 , 

不贊舉。引述〈神農本草經〉有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5 ），頁4 、張

宏膺，〈茶藝〉，頁12 、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茶文化〉 （臺北﹒新視野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原作〈申團茶文化〉），頁3 、 llJ修明，〈中國古代飲茶與茶館〉 （畫北：薑灣商務印書館， 1998 ），頁

I 2 ：引述〈本草衍義〉有陳文憬，〈茶的品飲藝術〉 （畫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7) ＇頁 19 、柏凡，

〈中國茶飲〉 （北京：申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3 ），頁3 。

3 蓮香見主新俊，〈茗趣〉 （香港：明窗出版社， 1993) ，頁189-190 ：姚國坤、主存禮、程啟坤，〈茶文化〉’

頁172 173 ：陳文懷，〈茶的自飲薑術〉’頁19 ：相凡，〈中國寮飲〉﹒頁5-6 ：陳香， 〈茶典〉 （臺北：圈

家出版社， 1992），頁17 ：不詳，〈中國飲茶起源〉，〈茶藝綱） http://www.wwwart.corn.tw/tea/tea 05 02. 

htm ( 2006.4.25上網）

4 漢﹒班圍， 〈漢書〉 （臺北：興興文書局， 1986) ，卷12 （平帝紀〉，頁359 、卷92 （游俠傳﹒樓護〉 ，頁

3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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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536) 《七錄》始著《本草》之目 5 。是書記載藥材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

三品，單行之本不傅，品目首見於宋朝唐慎微《證類本草》 6 ﹔不過唐氏自序雖有

引述《准南子》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之事，卻未嘗指述「得茶而解」，而

內文亦僅指「茶」性微寒、好眠之功能而已 7 ，實未有解毒之說法。

考諸清代黃咦輯校本《神農本草經》，非但無相關「茶」、「茶」、「茗」諸

藥，亦未見「神農嘗百草」之說 8 ﹔再者，《本草》託名神農自撰，當無以第三者

稱「神農」嘗百草之事。因此，前人轉引之《神農本草經》當有疑義。而茶書所指

宋朝寇宗咦《本草衍義》有神農「以茶解毒」說法，經查核該書，仍未見諸語 9 ' 

可知該茶書所引之神農史料仍有商榷的餘地。復查《本草》增益改作之本，如梁

陶弘景（ 452-536) 《名醫別錄》既無茶之解毒功效 10 ，而陸羽《茶經》亦無徵引

《本草》相關解毒記錄 II 。顯見神農遇毒，得茶而解是相當晚後的說法。

根據史料，神農嘗百草的傳說最早出現在《准南子》，它記載道：

古者，民主5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贏坡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

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境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

之甘苦，令氏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12 。

後人亦由此推論神農為中國藥神。不過根據相關史料，神農嚐百草的說法，顯

然是一種「層累造成說」，茲依照史料撰述時代驢列如後：

（一）漢朝張仲景（ 150-219) 《金匿》：「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 13 。

5 參見宋﹒唐慎微，〈證類本草〉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卷l ’頁1-2 ：宋﹒王應醋，〈漢藝文

志考證〉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卷10 ，頁13 14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北京：人民衛

生出版社， 1975 ），卷1 （序例﹒歷代諸家本草〉’頁1 ，注文：宋﹒歐陽修、宋祈，〈新唐書〉 （聾北：

鼎文書局， 1986) ，卷104 （于志寧〉，頁4006 。按：李貴2 、于志學指齊〈七錄〉，一般﹛乍梁〈七錄〉。
6 ）育﹒永1容等，〈四庫全書總目鍵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卷104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頁

2142 。

7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2 ，頁的 。

8 7育﹒黃寶輯校，〈神農本草經〉 （北京﹒學苑出版社， 1995 ）。按：本書有「苦菜」﹛嚎，一名「荼草」，依

內文非指「茶」。

9 宋﹒寇宗贅，〈本草衍羲〉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卷 14 （茗苦木茶〉。頁的。

IO 跤：筆者查閱梁﹒ 陶弘景，〈名醫別錄〉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75）無相關記載 。

I l 按：唐﹒陸羽’ 〈茶經〉 （收入布自潮酒編〈中國茶書全集〉上卷，東京：汲古書院， 1987. 以下簡稱「

中國茶書全集本」 ） 〈一之涼〉曾引述〈本草〉，而〈七之事〉第錄茶事史料篇章，則未見記戴〈本草〉

有茶可解毒的說法 。

12 漢﹒劉安撰. ）＇青﹒ 高誘注﹒（）往南子〉 （臺北：中華書局， 1981 ），卷19 （僑務訓〉， 頁629- 630 。

13 漢﹒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 ）膏﹒阮元校勸，〈周禮注疏〉 （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童基文印書館，

1955 ），卷5 （疾醫〉﹒頁74. 磚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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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漢孔制（約BC264-BC208 ）後人輯《孔叢子》：「伏羲始嘗草木，一

日而遇七十二毒」 14 。

（三）三國陸景（ 250-280 ）《典語》：「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 15 。

（四 ） 魏朝玉肅 （ 195-258 ) 《孔子家語》：「軒轅．．．．．．嘗味草木」 16 。

（ 五 ） 晉朝皇甫謎 （ 215--282 ) 《帝玉世紀》：「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始

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

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 又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

草木，典主醫病」 17 。

（六）晉朝干寶（ ?-336 ) 《搜神記》：「神農以蜻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

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J 18 。

（ 七 ） 梁朝任時 （ 460-508 ) 《述異記》：「太原神蚤崗中，有神農嘗藥之鼎

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

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也」 19 。

（八）晴朝杜臺卿（ 5-6世紀問人） 《玉燭寶典》：「神農躬嘗別草木之味，蓋

一日七十餘毒，於是得穀以養氏，得藥以攻疾」泊。

（ 九 ） 唐朝孫忠邀（ ?-682 ) 《備急千金要方》：「神農鳩集百藥，黃帝暴錄鐵

長呈」 21 。

（ 十 ） 唐朝司馬貞 （ 656-720 ) 《神農紀》：「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22 。

（十一）宋朝白玉蟾（ 1194－？）《夢說》：「神農夢天皇與之，以嘗草玉書」 23 。

14 漠，偽孔鯽，〈孔讓子〉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以下簡稱「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頁19 。

的清﹒嚴可均﹒〈全上百三代費醫漢三國六朝文〉 （北京 ： 中華，局， 1958) ，卷70 ＜隆，電 － 典語〉﹒頁

1433 。 按：宋－李肪摹敕編，〈太平御覽〉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5 ），卷78 ＜炎帝神農氏〉’頁

495 ，磚引作〈典略〉誤 。

16 魏－王嘯，〈孔子家語〉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 頁泣 。

17 不著編者﹒〈宋以前當籍考〉 （畫北：南天書局， 1977) • ＜雷公集註神農本草﹒（二）考證〉﹒頁l 164 。

18 晉﹒干賀，〈新校搜神記〉 （盡北：世界書局， 1979），卷1 ，頁l 。

19 梁﹒任前，〈述異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頁5 。

20 晴﹒杜臺卿， 〈玉燭寶典〉 （收入〈歲時習俗資料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0），卷4 ＜四月孟

夏〉﹒頁258 。

21 唐﹒孫思道， 〈備急千金要方〉 （臺北：申國醫藥研究所， 1990），卷I （藥藏第九〉 ﹒頁14 。

泣不著編者﹒〈宋以前當籍考〉﹒頁1171 ° 

23 不著編者，〈宋以前醫籍考〉，頁1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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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宋朝高承（？－？） 《事物紀原》：「《准南于》曰，神農始嘗百草之滋

味，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貝1j 百藥

蓋自神農始也。《世紀》或云，伏羲嘗味百藥。非也。梁洪景《本草

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炎

帝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泊。

（十三）明朝陳大章（ 1381-1469 ）引《三皇紀》：「神農嘗百草，一日遇

七十二毒，始有醫藥」 25 。

（十四）明朝王世負（ 1526-1590）《非州四部稿》：「炎帝藥民而七十二毒」 26 。

（十五）清朝孫璧文（？－？） 《新義錄》：「《神農本草經》：『神農嚐百草，

一日而過七十毒，得茶以解之』」 27 。

以上史料，不乏逐漸加入民間傳說以及新奇神怪之論，故由《准南子》以降，

神農由「嘗百草」，進而成「嚐百藥」，轉而以「蜻鞭鞭百草」，甚至直接由天皇

授與「嚐草玉書」，或神話其能力，或合理化嚐藥的作為。略而述之，有三點值得

注意：（一）嘗百草角色有四個變化：神農、伏羲、軒轅、歧伯，蓋民間傳聞紛

耘，漸次以神農為主流﹔（二）遇毒數說法不一：由「日遇七十毒」，可能記憶或

傳抄的誤差，產生「日遇七十餘毒」、「日遇七十二毒」，甚至「日遇幾毒」的分

歧 28 ﹔（三） 「茶」是神農嘗百草合理化的發現：神農嘗百草，自然「茶」也包括

在內，是以陸羽《茶經》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 29 ﹔然而清朝末葉孫璧文

《新義錄》之轉引史料出現以前，沒有積極證據，神農有以茶解毒的說法。

另一個神農有「水晶肚」以合理化「嘗百草」能力的說法，也是盛行不轍。據

傳神農有「水晶肚」可以得見食物在胃腸中螺動的情形。當他嚐茶時，發現茶在肚

內到處流動，查來查去，把腸胃洗瞧得乾乾淨淨，因此神農稱這種植物為「查」

再轉成「茶」字，因而形成「茶」音的起源 30 。

這個說法也近於無稽，嚴謹的著作明確地視為附會，不作衍義，但仍有部分

茶書輾轉傳述。本文再針對是項說法的相關錯誤評論，如「茶」古字為「荼」

24 宋﹒高承，〈事物紀原〉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 ，頁48 。

25 明﹒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 頁27 。

26 明﹒主世貞，〈草草州四部稿〉 （文淵摺四庫全書本） ，卷113 .頁9 。

27 轉弓︱自朱自振、沈7羹，〈中國茶酒文化史〉’頁4 。按：目前臺灣所藏孫璧文〈新義錄〉 為殘本，續收不

全。

28 王新俊，〈菩趣〉 ’頁190 。

29 唐﹒陸羽，〈茶經〉 〈六之飲〉，頁15 。

30 參見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茶文化〉，頁296 ：陳文懷，〈茶的品飲藝術〉，頁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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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荼」字有「苦菜」之意，因此近人著力於「茶」、「荼」之辨。查諸東漢許

慎《說文解字》 「荼」字仍未見有今人所習用之「查」音 31 ﹔學者考證唐高祖時

國學博士陸德明（ 556-627 ）著《經典釋文》、《諸經讀音》，始將「荼」字改讀

「茶」音 32 ，則出現年代已於中古之世。再者，古文泛指「茶」者異辭不下十餘

種刃，如陸羽《茶經》所指，即有槓、謹、茗、菇、疏、荼諸辭 34 ，並非專音為

「查」’兼以今古音韻有異，各地稱「茶」之音復有不同，如廣東語音CHA ’福

建語音TAY35 。因此以「查」為「茶」的語音來源實不相宜。

不過，「神農」被神而化之，變成一位真有「水晶肚」或「琉璃肚」的傳奇聖

人，則是饒富興味的問題。證諸上古史料，神農形象從未有「水晶肚」的記載，如

《列子》指神農「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詣，《宋書》、《帝王世紀》則作「人身牛

首」 37 ，唐朝皮日休（ 834-883)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指有人間「神農牛首」之

事兒。古人疏解或指面貌特徵 39 ，近人則以圖騰崇拜解釋 40 ，皆無腹部特徵之辭。

其它如緯書《春秋命歷序》指神農「右耳蒼色大屑，駕六龍出輔」 41 ﹔《准南子》

據「傳書」指神農憂勞百姓，「形容憔悴」 42 ﹔明代小說《喻世明言》反應當時傳

聞「神農氏頂生肉角」的，此皆未指神農身體有透明特徵或水晶肚的文字訊息。

據傳宋太祖（ 927-976 ）之後始有神農大帝塑像制，由塑像考察不失為印證民

間傳說的方法。按神農在民間信仰有「五谷大帝」、「藥王大帝」、「闊天炎帝」

等稱謂，一般作文面、紅面、黑面等三種塑像，黑面五谷王即代表嚐百草後中毒的

31 j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畫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頁46 。

32 陳文績，〈茶的品飲藝術〉﹒頁22 。

33 施淑華、傳榮呵，〈唐代茶道之研究〉，〈嘉義技術學院學報〉，第65期， 1999年，頁130 。

34 唐﹒陸羽’〈茶經〉 〈一之海〉，頁l 。

35 參見成奮仁：〈中國茶史﹒茶具一兼談在韓國之演變〉 （上），〈歷史文物〉，第5卷2期， 1995年6月，頁

6-7 。

36 楊伯峻，〈列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 1987），卷2 • ＜黃帝篇〉’頁的。

37 梁﹒沈約撰﹒〈宋書〉 （薑北：鼎文書局， 1987 ），卷27 ＜符瑞上〉，頁760 ：宋﹒李防毒敕編，〈太平

御覽〉，卷78 ＜炎帝神農氏〉，頁494 ，轉弓︱〈帝主世紀〉 。

38 清－董話等編﹒〈全唐文〉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卷798 ＜皮日休三，鹿門隱，六＋篇并序〉﹒頁

8366 。

”參見楊伯峻，〈列子，農釋〉﹒卷2 ＜黃帝篇〉，頁84 。

40 縣團畫畫，〈什麼是圖騰崇拜？我團古代國勝崇拜的情況如何？〉，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文化史三百題〉

（盡北：建宏出版社， 2000），頁584-587 。

41 梁﹒蕭統編、唐 ﹒李善注，〈文選〉 （盡北文津出版社， 1987 ），卷19 ＜曹子建洛神賦并序〉﹒頁900 。

42 按：古人面說特徵之傳說，可參見漢. I~安撰、漢﹒高誘注，〈進南子〉’卷19 ＜惰務訓〉，賈634 ，有云

「蓋聞傳書曰 ：神農憔悴，堯瘦躍，舜徹黑，禹阱恆。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 l 」。此種說

法亦見於周﹒辛餌，〈通玄真經（文子）〉 （臺北薑灣商務印書館， 1981 ），卷8 ＜自然〉﹒頁149-150 。

的明﹒馮夢籠， 〈喻世明言〉 （臺北﹒三民書局， 1992 ），卷25 ＜旻平仲二桃殺三士〉﹒ 頁384 。

44 參見〈臺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網站·hun //www必haa.orn.tw/u l/u 11.htm (2006.4.25上網） 。 按：經查閱

〈宋史〉、〈償資治通鑑長編〉均未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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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色 45 。臺灣目前最大的五穀王神像在桃園縣新屋鄉九斗村長祥宮（又稱「五穀先

帝廟」），其像為豹頭環眼、袒胸露背、赤手跌足、腰圍用樹葉圍繞，絲毫未見

「水晶肚」的情形 46 。筆者親自考察高雄縣鳳山市鎮南宮神農大帝，美濃鎮朝天五

穀宮、旗山三農宮皆未有直接或暗喻的「水晶肚」形塑 47 。

蓋直至明朝的講史小說，方有近似神農「水晶肚」的說法，周游《開闢衍繹﹒

第十八回王子承「釋疑」》記載：

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能見其肝肺五臟，此案事也。若非玲瓏玉體，

嘗藥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但傳炎帝嘗諸藥，中毒者能解，至嘗百

足蟲入腹，一足成一蟲，遂致千變萬化，炎帝不能解其毒而致死，萬無是

理，此訛傳耳 48 。

王子承以辨證性的語言指「後世傳言神農乃玲瓏玉體」，否定先前的「但傳炎

帝．．．．．．不能解其毒」說法，此「後世」實指明代流行的說法。神農的「玲瓏玉體」

指他具有透明的軀體，似暗指有「水晶肚」，其後清代筆記另載民間說法則直指神

農有「水晶之腹」。如王有光《吳下諺聯》記載：

腸在肚中，何由見之而曰白條條哉？此人之自白於人也。但為此言者，非

神農皇帝生成水晶之腹，又非比干丞相剖開七竅之心，果爾白條條也，亦
其誰信之 49 ! 

神農傳說自西漢《准南子》公諸於世，其後歷代神話傳說著作不絕於世，如

《山海經》、《搜神記》、《博物志》、《述異志》等，其形象未見有特別之記

載，歷時千餘年，方於明朝中葉出現「水晶肚」說法，值得懷疑是後世的創作性臆

測，更有可能是在說書者的傳述下變成今日共同的認知。

另外，有中藥業者指神農大帝乃「琉璃肚」狗，此種用詞它處未見。按「琉

璃」指青色的寶石，不其透明的特質，恐是「水晶肚」之誤稱。

傳說有傳之於言、傳之於畫、傳之於書三者。傳之於言者歷經數千年的發展，

的許晉彰，〈臺灣常民文化〉 （臺南：華淋出版社， 2002 ），頁92 。

46 許晉彰，〈薑灣常民文化〉，頁的－94 。

47 按：其神像肚子微凸’色調周身一致，未見另繪象徵透明的顏色。

48 明﹒周游，〈開闢衍繹通俗志傳〉 （臺北：天一出版社， 1985 ），卷2 ＜第十八回王子承 「釋疑」〉，頁

41-42 。

49 清﹒主有光，〈吳下諺聯〉（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卷4 ＜肚腸白條條〉，

頁l 12 ° 

50 （臺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網站httn : //www.tchaa.orn.tw/ul/u l I .htm (2006.4 . 25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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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會留下文字資訊，故而古書仍是傳說史料的核心區塊。不過在古書傳說記載

有限的情況下，後人不能視為創作題材而過度渲染，自行加工使成偽說，徒增相關

資訊的紛擾。

三、陸羽《水晶》的真偽

張又新《煎茶水記》 （又稱《水經》 51 ）引述《煮茶記》有關陸羽品水的說

法，即後人沿用的《水品》，一直是茶書引為傳奇，且列為重要的茶泉評鑑史料，

其根源往往是相信茶神陸羽的權威，進而相信他具有神奇的鑑水能力。因此，目前

出版的茶書述及陸羽者，如王新俊《茗趣》、龔建華《中國茶典》、王存禮等《茶

文化》大抵有這方面的記載 52 ，而張科《說泉》是茶泉專書，更是採信《水品》之

說作為論證的基礎 53 。

較為特殊的是朱自振、沈漢合著的《中國茶酒文化史》據《烏程縣志》引《陸

羽泉品》認定陸羽有評茶泉專著，確信《水晶》為陸羽親撰，而鑑別南零水的故事

是張又新畫蛇添足之偽造 54 。

《水晶》之說，惟見張又新引述，它處不見，係引發學界論說紛耘的重要關

鍵，而張氏在中唐的評價不高，歐陽修（ 1007-1072 ）指他「妄狂險譎之士，其言

難信」鈣，大有指張又新涉及偽造陸羽說法的意思。

為了避免論述紛雜，本文將後人習稱之《水晶》還原為張又新《煎茶水記》的

原稱一《煮茶記》，以免與徐獻忠所著《水品》混雜。進而以二部分探討本問題，

一是張又新《煎茶水記》發現楚僧《煮茶記》是否為客觀事實，一是《煮茶記》是

否為客觀事實。

以張又新《煎茶水記》發現《煮茶記》是否為客觀記述而論，回歸該書敘事主

軸當可作下三個層次理解：

（一）他先是同意老前輩劉伯窮的說法，指茶泉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

51 清﹒永璿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15 ＜譜錄類﹒食譜﹒煎茶水記一卷〉，頁241 2-2413 。

52 王新俊，〈茗趣〉’頁159-160 ；龔建葦，〈中國茶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3），頁13-15 、

321-322 ：姚國坤 、王存禮、程啟坤，〈茶文化〉’頁106-110 。

53 張科，〈說泉〉 （新江：漸江省攝影出版社， 1996），頁4-7 。

54 朱自振、沈漢， 〈申國茶酒文化史〉’頁116-118 。

仿宋﹒歐陽修，〈浮種山水記〉，唐﹒張又新〈煎茶水記〉附錄（中國茶書全集本），頁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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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等等，故而俱肘藏於瓶中，隨舟攜行，親把而比較之，以印證

其說法。

（二）有客人指兩漸更有佳泉，他一一記錄，並於出任永嘉刺史時，特別探

訪。他親試嚴子瀨水，發現「愈於揚子南零殊遠」，又試「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

南零」，乃得「顯理鑒物，今之人信不追於古人，蓋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

者」的深刻體會。

（三）由楚僧《煮茶記》得諸陸羽茶泉二十等，其後張又新出任九江刺史，座

客李濟門生劉魯封指嘗見是說，特申明所記乃是有所本，而茶泉惱繩之辨亦有前例

可循 56 。

上述資料證明張又新是講求實證，不人云亦云的茶人，因此他親自驗證前人有

關茶泉的論調，回憶所及，也隨手記下《煮茶記》的發現歷程，但由於是孤證，乃

開啟後人爭論之端。

不過，透過史料的內部檢查，仔細核對張又新《煎茶水記》的前後內容，即

可發現三點：一，張又新《煎茶水記》全篇採取回憶的筆法，列舉茶人劉伯勢等人

的茶泉評鑑，而兼及《煮茶記》，重點在強調「惱繩之辨J 有其可能性﹔二，他個

人認為「顯理鑒物，今之人信不追於古人」，又指「古人研精固未有盡，強學君

子，故故不懈，豈止思齊而已哉？此言亦有神於勸。」目的在表明今人不必事事效

法古人，因此他否定了劉伯謂的論調，雖未公開低桔《煮茶記》中之陸羽說法，實

則勉勵後人，針對茶泉評鑑，當持「有為者亦若是」的態度﹔三，他的個人主張與

《煮茶記》不合，如他親嚐的兩漸地區之嚴子瀨水，認定「愈於J 南零水，卻列名

第十九，距南零水遠甚，又其親嚐之仙嚴瀑布，有「不下」南零水的評價，卻不預

《煮茶記》二十等之列，即明顯可知《煮茶記》不是張氏偽作，他也沒必要偽造一

件否定自己看法的文書。所以，張又新所記《煮茶記》內容為客觀存在。

再依《煮茶記》內容是否為客觀事實而論，按其語法應是第三者記述李季卿與

陸羽相會的一段過程，因此《煮茶記》不應視為陸羽所作，考證的重點當在查核它

的內容與觀念是不是符合陸羽的生平和主張。根據《煮茶記》呈現的資訊作細部考

察，發現內容有三個爭議：

（一）內容自相矛盾：《煮茶記》認定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七， 但同篇又記載李

季卿與陸羽交游事跡，有云：

56 按：相關分析內容詳見張又新〈煎茶水記〉 （中國茶書全集本）



®通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慕之

歡，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

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日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

芋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拘揚其水，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耀舟深入，見者累百，

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遮止之，又以約揚之，曰：

「自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蕩覆

半，懼其鈔，把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

十人皆大駭愕 57 。

內文指李季卿稱揚陸羽和揚子江南零水，二妙千載一遇，大有天下雙絕之意，

同篇文字，前後矛盾，因此質疑之論不絕 58 。

（二）陸羽識水即辨真偽的內容不合常情：明代徐獻忠（ 1483-1559 ）肯定陸

羽有識水即辨真偽的能力，並非是張又新妄述。他在《水晶》中寫道：「南零水潤

袱淵淳，清激重厚，臨岸故常流水爾，且混濁迴異，嘗以二器財之自見」，認為質

疑本項記載的歐陽修「不甚詳悟爾」”。不過本項傳聞不合物理，水質若有清濁，

則濁重者在下，清輕者在上，陸羽先傾一半當為清水，餘者應為濁水，如此則陸羽

反指濁水為南零水正昧，不通常情。

（三）陸羽評水不當有二說：傳世的《煮茶記》違反陸羽《茶經》 「山水上，

江水中，井水下」的原則性主張。宋代歐陽修即發現張又新引述之《煮茶記》與陸

羽《茶經》論水理論不合，如陸羽反對瀑布水，認為飲之有致頸疾之憂，而《煮茶

記》二十等第，排名第八和第十七竟屬瀑布水，即知自相矛盾﹔其它又有違反《茶

經》以山水、江水、井水之次者，大抵違反《茶經》的基本原則 60 。再進一步分

析，《煮茶記》新增天水類的雪水，雖名列二十，貝lj仍遠超乎《茶經》論述之外。

若將《煮茶記》作外部考察，則可發現兩大疑義：一、陸羽與李季卿的關係

不佳，史有明文：按《煮茶記》所示之李、陸關係頗佳，然據《新唐書》考證，其

時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素仰江南茶道大行，故而特別約見茶界聞人常伯熊、

陸羽，惟對陸羽的表現評價甚低，不為禮，是以陸羽恥而復著〈毀茶論＞ 61 ，後世

57 詳見前註書及清 ﹒葷話等編，〈全唐文〉，卷721 ＜張又新煎茶水記〉，真7420-7421 。 按：二書文字有數

字之差，引文採後者。

58 參見清﹒永1容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l 15 ＜煎茶水記一卷〉，頁2412 24日。

”明﹒徐獻思，〈水晶〉 （中團茶書全集本），頁8 。

的宋－歐陽修：〈大明水記〉，張又新〈煎茶水記〉附錄（中國茶書全集本），頁67 。

61 宋﹒歐陽修、宋祈撰 ， 〈新唐書〉 （盡北 ： 鼎文書局 ， 1976 ） ， 卷196 ＜隱逸 ﹒ 陸羽〉 ， 頁5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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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有「茶博士」為譏諷語之說 62 ，則陸羽無由留下品水二十等第。二、相關史料顯

示，陸羽應無系統評鑑天下茶泉的事實：如以惠山泉為例，《煮茶記》列名第二，

但唐朝獨孤及〈慧山寺新泉記〉僅云：「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

塞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 。 」 63絲毫未曾言及陸羽曾評鑑惠山

泉為天下第二泉﹔再者，傳世之陸羽〈自傳〉 ，不曾溯及此事倒，而友人周愿追憶

陸羽生平之作，不曾反應此舉 65 ，則 《煮茶記》應是唐人在李、陸相會客觀事實下

的依託附會之作 。 原作者作與正史悸離的記述意圖何在？部分原因可能是有意美化

此番李陸相會的難堪，以保留茶聖陸羽的顏面。無獨有偶，相同的史料加工情形，

也曾在明朝龍膺《蒙史》中出現，有云：

李季卿宣慰江南，．．．到江外，復請陸，陸永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

事，茶畢，季卿命取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游江介，通押勝流，這收茶

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66 。

其時，陸羽得錢情狀若如此整達，豈有歷經唐宋元三代未見它書記載，至明

朝方有細部情狀之描繪，惟一的可能即是在曲護李、陸相會，陸羽慚而復著〈毀茶

論〉的事實。

基本上，張又新《煎茶水記》反應個人對茶泉的探訪、品味，以及《煮茶記》

發現的過程，應無涉於他個人偽造。再者，《煮茶記》不應被割裂認知，也不能視

為陸羽的評水理論，尤其更不能無止盡地引證為茶聖陸羽具有神奇的鑑水能力 67 。

四、王安石的識茶辨水能力

茶書列舉飲茶名人，常指出王安石擅長品水，引用資料為明朝馮夢龍

( 1574-1646 ）《警世通言》，如王新俊《茗趣》、龔建華《中國茶典》皆作如是論

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科《說泉》是茶泉專書，亦引此說 69 。其間亦有部分

62 宋﹒王論撰、周勵初校證’〈唐語林校證〉 （收入〈唐宋筆記畫畫刊〉，北京：中華書局， 1987) ' 〈輯

俠〉，真750 。

的唐﹒獨孤及：〈昆陵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 ＜慧山寺新~記〉。

64 唐﹒陸羽﹒〈自傳〉 （中國茶，全集本）

的清﹒童話等編， 〈全唐文〉，卷620 ＜周愿﹒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頁6257-6258 。

66 明﹒龍膺：〈蒙史〉 （中國茶，全集本），〈下〉，頁6-7 。

的參見潘江束，〈論中國製茶業祖師爺一陸羽〉﹒〈高雄餐按學報〉，第1期， 1998年10月 ，頁211-226 。

68 王新俊，〈茗趣〉 ，頁162: II連莓，〈中國茶典〉，頁346-347 。
69 5長科， 〈說泉〉 ﹒ 頁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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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道小說家之言不足以為據，但是論述過程仍有反覆者。為便利析辨，茲將原

文重錄於下：

命童兒茶革中垠火，用銀銳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

內。候湯如蟹眼，急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日尚方見。荊公問： 「此水何處取

來？」東坡道：「巫峽。」荊公道：「是中吹了。」東坡道：「正是。 J

荊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

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誤聽了，實是取下峽之

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荊公道：「．．．．．．這翟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

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太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乃中

脆變症，故用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羨茶，上峽味濃，下峽味﹔炎，中峽濃

淡之間。今見茶色半H尚方見，故知是下峽。」 70

班固（ 32-92 ）曾指小說家之語雖是道聽塗說之言，然亦有可取之處 71 ，部分學者

可能認為馮夢龍《警世通言》有所依據，因此引用不綴。但是筆者累經查證並未發

現有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足以確認本項小說憑據的史料來源，而自宋至明，閱時

約五百年，方有小說題材之出現，大可以懷疑其證據力﹔再者，王安石所示茶器為

「白定碗」，不合宋代茶器「俏黑」的習慣，所現茶法為「撮泡法」，不合宋代

「點茶法」的風尚，此皆顯現本段故事情節接近明代的飲茶風格。實際上，此種創

作型的小說不應視為「傳說」，它往往是創作者逞學之作，不見得有實質的據，是

不容有太多的附會和創造性的衍論。如此則王安石是否識茶？是否為品水名家？應

與上述資料無關，不宜據以論述。

換句話說，要析辨王安石是否識茶辨須由其它資料考察。就王安石的經歷而

言，王安石乃撫州臨川人，本為茶區所在，仕官兩漸、舒州、常州，茶風亦復盛

行，他不可能不知茶味，不知品飲方式 72 。

據《臨川文集》所錄安石詩文，詩出現「茶」字八首，相關「茶事」者五首，

引用「茶泉」典故者二首，文章出現論及「茶法」者三篇。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

有一定的茶事活動、茶學認知和以茶館贈往來的習慣。如〈寄茶與平甫〉一詩有

「石樓試水宜頻暸」之語 73 ，取李德裕（ 787-849 ）試石城水故事 74 ﹔另〈題南康晏

70 明馮夢龍， 〈警世通言〉 （臺北：里仁書局， 1991 ），卷3 ＜主安石三難蘇學士〉’ 頁25 。

71 漢﹒班固，〈漢書〉 （盡北：鼎文書局， 1986），卷30 ＜藝文志〉，頁1745 。

72 有關宋代茶葉產區請參見朱師重聖：〈北宋茶之生產與管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1985) ' ＜第二章

宋代茶產區及種類與產量〉’頁的－147 °元﹒脫脫，〈宋史〉’卷327 ＜王安石〉，頁!0550 。

73 宋﹒主安石， 〈臨川文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2 ＜寄茶與平甫〉，頁14 。

74 參見宋﹒李肇， 〈主荊公詩注〉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6 ＜寄茶與平父〉，頁17- 18 。按：原王詩為「

右樓」，李改作「石城」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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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君望雲亭〉亦有「未嘗遣汲谷簾水」之旬，即參酌偽陸羽《水品》指「谷簾水」

第一 75 ﹔同時他也明暸水對茶的影響，如〈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詩中的「水甘

茶串香」之句 76 ，皆可資證明他的茶學素養。

不過，王安石詩文呈現二項特別的內涵：（一）王安石對於茶事並無講究之

處，亦無特別的心靈感受篇章。安石唯一有其體茶事活動之詩，〈同熊伯通自定林

過悟真二首〉之一云：

與客束來欲試茶，倦投松石生故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潤底花77 。

即少一份茶事的嚴謹與興致。而詩文酬昨中更見他對友人專注於茶事活動的開

玩笑用語，如〈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哎，金谷看花莫漫煎78 。

李壁（ 1159-1222 ）注指他是戲筆友人蔣穎叔看花點茶 79 ﹔又如〈用樂道舍人

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制〉

東門人物亂如麻，想見新購照路華﹔午鼓已傳三刻漏，從官初賜一杯茶。

忽忽殿下催分首，擾擾宮前聽、賣花﹔歸去莫言天上事，但知呼客飲流霞80 。

則更是明顯的調侃同僚何進~醉心於茶事活動。

（二）王安石關心百姓疾苦，更甚於茶事活動。相較對同僚友人專注茶事活動

的戲筆，他對於蒼生疾苦有更大的感念。如〈寄茶與和甫〉詩：

線蜂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襄春風晚，分到井門想麥秋81 。

即表現出雖有御寵加身，但仍以天下蒼生為念，憂國憂民的仁者風範。再者，檢索

《臨川文集》，另有三篇關於茶法興革與百姓生計的政見，如〈論茶法〉、〈茶商

十二說〉、〈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泣，而個人的日常茶事生活片段，未見

有文章論及。

75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2 ＜題南康曼史君望雲亭〉’頁2 。

76 宋﹒主安石，〈臨川文集〉’卷14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頁5 。

77 宋－王安右，〈臨川文集〉，卷29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頁6 。

78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32 ＜寄茶與平甫〉，頁14 。

79 宋﹒李璧注，〈王荊公詩注） ..卷5 ＜酬主詹叔牽使江南訪茶利害〉’頁2-3 。

80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18 ＜用樂道舍人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信心，頁1 2 。

81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32 ＜寄茶與和南〉，頁14 。

82 參見宋﹒主安石， 〈臨川文集〉 ， 卷5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及卷70 ＜論茶法〉 、 〈茶商十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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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分析可知，王安石可能是個崇尚簡約的茶人，故而歷來解釋彭乘《墨

客揮犀》有關王安石取「消風散」併茶而食的記載，朝王安石不識飲茶之理的方向

處理應是錯誤的詮釋。實際上，這項史料反而可能是呈現王安石對茶道不以為然的

態度。原文記載如下：

玉荊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說。君護（即「蔡襄」’ 1012-1067 ）聞公

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游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于失袋中取消

風散一撮，投茶風中，併食之。君護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護

大笑，且歎公之真率也 83 。

《墨客揮犀》為筆記見聞之類的著作，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證，其書「於宋

代遺聞軟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84 。果爾，貝lj王安石

突兀的行為，應詮釋為王安石固然有飲茶之活動，但不重視茶事之儀規，故而加入

「消風散」一舉，恐怕是對點茶名家蔡襄專注於茶事的反諷。

原因有二：其一 ，蔡襄在主持褔建貢茶，是「臘茶」之屬，而王安石仕宜之

兩漸則盛行「草茶」’品飲觀念可能有異﹔其二，蔡襄為點茶名家，在恭迎王安石

時，親為「練器烹點」之標準茶事程序，在注重簡約、不重視個人亨受的王安石眼

中，應屬費事多餘之人生細節，因此品飲時刻意加入「消風散」，再讚歎「大好茶

味」的舉動，是一種相對動作，必然也宣之於口，故而蔡襄方知是「消風」散，

明顯為故意的作為，顯然本項史料不無具有諜諷之道的可能，大有李季卿稱陸羽為

「茶博士」的遺意。

有一項王安石人格特質的資訊茶文化界可能要特別留意，安石是時時以國家為

念，不在乎個人生活情趣的政治家。《宋史》指安石「性不好華映，自奉至儉，或

衣垢不辭，面垢不洗」，蘇淘（ 1009-1066 ）為作〈辯姦論〉批評他不近人情 85 。

葉夢得（ 1077-1148) 《石林燕語》亦指他：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彥兒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洗濯。與吳沖卿同為群

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

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公出

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的。

的宋﹒彭乘，〈墨客揮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 ，頁7 。

84 清﹒永I容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1 ＜墨客揮犀＋卷〉’頁2916 。

85 元﹒脫脫，〈宋史〉，卷327 ＜王安石〉，頁10550 。

86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收入〈唐宋筆記叢刊〉﹒北京：申華書局， 1984），卷10 ，頁154 。 按：參閱

宋﹒丁傳惰，〈宋人軟事彙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卷10 ，頁479. 作「拆洗主介甫」，可知原句

頭有異，茲據了本調整，又按四庫本改「云」為 「公」 。



析論蒂文憐題中的幾1固夫料詮釋問題 。

安石對生活細節如此不經意，宋人點茶之道繁複，又豈是合乎安石天性？

本文無意指王安石不知茶，不辨水味，而是指安石是否沈潛茶道，貝IJ應慎思明

辨之，尤其不能將《警世通言》之小說創作內容，引為史證，作傳奇性的詮釋。

五、結論

傳統茶文化資訊著重趣味化、傳奇化，不重視傳說與史實的分際，致使部分茶

書呈現一些似是而非的記載，諸如神農傳說、陸羽《水品》、王安石辨水等傳奇的

論證即是代表性的案例。

這些案例累經史料的整理、分析、考證，實可得出以下三點理解方向：

一、神農飲茶的說法是由神農嘗百草的合理化推衍所致，前人逐步創造出神

農嘗百草，遇毒得茶而解的論調。實則各茶書所據《神農本草經》、《本草衍義》

毫無相關記載。而有關神農的形貌，漢魏以降，神話之書不絕，未曾有神農「水晶

肚」之說，民間信仰神農塑像未見，歷代典籍未載，大可懷疑是後人附會之說，藉

以合理化神農遇毒能安然無事的過程。不過神農傳說史料固然荒誕不經，畢竟是先

民的無意識創作，也形成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但是今人自行附會加工，增

添劇情，則屬不合宜之事﹔而徵引過程亦當查證史料來源，以免以訛傳訛，導致文

化資訊的混淆。

二、張又新《煎水茶記》引述之《煮茶記》一書（即《水品》），經由史料的

分析、考證，即知係屬偽書。因此，傳聞中陸羽鑑別南零水的故事及《水晶》均為

唐人偽造，不宜據以稱揚陸羽目視即可辨別南零水的能力。不過偽造的史料仍可以

反應偽造年代部份人士的看法，故而《水品》仍是茶泉評鑑的重要史料，不當全然

委棄。

三、茶書據小說《警世通言》指王安石擅長辨水，按經史料考查並無旁證，

則王安石是否識茶辨水當別尋史料。而茶書常援引之彭乘《墨客揮犀》較為嚴謹，

頗可參酌，所據王安石取「消風散」併茶而食，當可作對蔡襄茶事之「謀諷之道」

解釋﹔證諸安石詩文及人生態度，其對於茶事活動則顯得務實而隨興 ，似無意標舉

之，實可前後呼應王安石之作為。

本文由反省部分茶書的內容出發，按查徵引史料，發現正謬參差 ，顯示文獻的

應用與詮釋仍有相當大的調整空間﹔而相關考證，礙於直接史料的闕如，大量使用

旁證，難免有仁智之見，尚請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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