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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名《茶道》，以茶入道謂之「茶道」。此一新茶道，適合全人類，故 

　　不另標舉「中國」或「臺灣」之名。

二、本書是何在彬先生總策劃、總主持之「歡喜品茗會」百回成員的集體創

　　作，是眾多茶友品茶的記錄與結晶，也是「茶道研究會」成立後為地球

　　新世紀來臨、為人類新未來祈福的獻禮。

三、本書未列參考書目，因為屬於創作開新，不是根據茶書舊文重寫。基本

　　上，只有在為精確文字內容與參照現代新知時，才會查閱新舊文獻。

四、茶名有新有舊。舊名如「宋聘」、「紅印」等，悉遵茶界通用；新名如

　　「行家十二級茶」、「愛海」、「五行茶」等，則為「行家」新創，詳

　　見內文。

五、舊名茶品通常不止一批，每批年份、產季、存放過程不一。新名茶品如

　　「十二級茶」等是等級區分，同等級的茶不止一種，有的有編号。茶有

　　生命，存放下去，會繼續產生變化。「歡喜品茗會」約品過五百種茶，

　　本書所記評茶對象與心得記錄，悉依當時所品茶樣為準。

六、百回茶會有錄音記錄、現場筆記、評茶字條，本書選錄文字係參照三者

　　剪裁編纂而成，文字雖有精簡潤飾，但皆務求忠實。統稿工作由「編寫

　　小組」主編負責。

七、凡經選用記錄文字或個人創作，均標出姓名或姓氏。

　　「十二級茶」茶名已被列為「行家」商品名稱，為避免推銷背書之嫌，

　　相關評茶報告不記任何姓氏。

出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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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外高真」與「五行茶」稀少難得，於評茶報告之後記其姓氏。

　　「奇香異茗錄」諸茶，尤為珍稀難遇，評茶也愈見精彩，則直書姓氏於

　　前。

　　為尊重個人意願與隱私，有些名姓以它字替代。

　　◎ 記号以下文字，是主泡的總評或補充。

　　其餘未註明姓氏的文字，除去編者在百回茶會中的觀察記錄外，大部分

　　為何會長講評與諸茶友心得報告的剪輯、增補，只有極少部分是編者的

　　學習心得，勢難逐一分別註明。

八、茶會評茶屬感官評鑒與心靈體驗，且成員男女老少都有，前後也有變 

　　動，各人生活背景、品茗經歷、體質寒熱、身體現況不一，這些都會影 

　　響到評茶的客觀性。評茶本來就是主觀的，但主觀與主觀之間也會出現 

　　交集與互補，它們所提供的知識架構、概念層次、心靈意境以及創意啟 

　　發，仍然值得重視，可供後人驗證。曾經有過體驗經驗的人，比較容易 

　　對他人的體驗產生同情的理解。

九、「行家十二級茶」、「級外高真」、「五行茶」、「奇香異茗錄」四

　　節，均為諸茶之品茗記錄，雖有略作刪節，但大體保持原樣，因而佔去

　　不少篇幅。希望能呈現百回心靈茶會的若干實際風貌，旁證本書所言

　　「茶道」是茶友們親歷的體驗印證，而非紙面的空言玄談。

十、茶會能夠成功，茶書得以完成，其間有許多大小工作──大至策劃主

　　持、茶樣提供，小至電腦輸入、文字校正──均由許多茶友義務分擔，

　　故能始終維持一種單純、聖潔的氣氛。謹在此向所有曾經直接、間接作

　　出貢獻的茶友，致上敬謝。上帝臨汝，一切付出，終將回歸自己。



獻 給

人人心中的  至上

祂們同一個
我們同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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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天的加持，感謝「茶道研究會」全體成員和參與協助

的人員，共同來完成本書的出版。

　　茶可以改變人類的命運。二十一世紀是能量醫學的世紀，

「茶」本身就是一種能量。茶可淨化我們的身體，淨化生命，提

昇性靈，使我們內在和平。只有我們裏面和平了，外面的世界才

會和平。

　　在中國，喝茶已有幾千年歷史，喝茶是在發現自己的心靈與

品味。我們藉著推廣「茶道」，來分享生命的喜悅，來傳達宇

宙間的真理──「愛」。沒有愛的滋潤，生命是乾枯的；沒有了

愛，我們會缺少「生命力」與「創造力」。

　　唯有愛，才能淨化我們；

　　唯有愛，能讓我們超越生命的輪迴；

　　唯有愛，能讓人類及宇宙走向和平；

　　唯有愛，能引領我們抵達至善的恩典。

何 序

 2005.01.02何在彬      
  茶道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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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會篇─百回茶會萬里行

一、茶會持續一百回

　　這個心靈茶會，在二年半的時間內，持續進行了一百回。

　　茶會地點在臺灣北部苗栗縣公舘鄉的一個鄉村茶店，茶友來自島內外各地。

　　有一小群愛茶人，只為了追求好茶的芬芳與靈氣，幾乎每週一次，從各地來到

苗栗公館鄉，參加這個稀有的「心靈茶會」。如果以臺北到苗栗來回一次200公里

計算，一百回茶會，開車要跑20000公里以上，單程也要10000公里。

　　是什麼樣的吸引力，讓這些愛茶人在二年半期間，不辭萬里、不分寒暑、不避

風雨地馳向苗栗公館鄉呢？

　　因為公館鄉有一個「行家茶葉藝術中心」，主人何在彬先生收藏有眾多的好

茶。

　　世界到處有茶，好茶散處各地，何必百回萬里到苗栗？

　　因為「行家」不但好茶種類繁多，存放集中，而且只要時機恰當、場合必要，

主人經常慷慨、樂意地拿出高檔好茶沖泡，分享茶友，外帶免費贈送自己新體驗的

「茶道」──以茶入道。

行家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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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家」茶中有道，觀念簡單明確，品茶逐步印證，它深入內在心靈，已經不

是「茶藝」，而是真正的「茶道」。真正的「茶道」，回歸心靈的故鄉。

　　與會者後來領悟到，這應是茶道史上未曾達到的新高峰，是21世紀以後人類所

需要的新「茶道」。

　　本書就是百回茶會品茗體驗的總結，我們在此提供新「茶道」的訊息，並樂與

天下後世之人分享。

二、	 行家茶葉藝術中心

　　「行家茶葉藝術中心」座落在省道穿過公館鄉的大馬路旁，一棟簡單搭蓋的平

房，看來毫不起眼。只是有小院落，加蓋木板陽台，牆邊種花木，屋頂爬藤蔓，紅

豔綠翠，大門（後門）左上方屋頂流瀑，水濺珠飛，鳥鳴聲落，生氣充滿。

　　房子有前後門，後門像前門，但門雖設而常關，靜待有緣人。只有有緣人，才

會前來推門、扣門或是踢門。

　　「行家茶葉藝術中心」與「歡喜素食屋」合在一處。主人夫妻長年提倡素食，

時常免費招待訪客，讓人覺得賓至如歸。乍看之下，房子不像茶莊，也不像精舍；

主人不像生意人，也不像修行人；那茶席，不像道場，也不像賣場。

茶屋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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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房的右邊，中間隔著院落，有一大間盆栽花木房。花木房上方有一長排大看

板，路人訪客大老遠便可看到，上面用斗大的黑字橫書：

　　當我們把關愛、仁慈、寬容和體諒擴及於別人時，我們就創造了天堂。

推門而入，先到餐廳，右上方也有橫幅大字標語：

　　淨化身體就是淨化生命的開始

向前左轉才是泡茶間，大茶架背牆而立，長方桌立定在前。主人背牆而坐，身後另

有四根老千兩茶柱，像是四大護法。茶架上間隔貼着四張字條，上面直書：

　　茶可醉人

　　茶可入夢

　　茶可邀月

　　茶能生善

茶桌長方大，環坐十人左右，主人身高手長，長髮及肩，一身白衣，居中分茶，左

右裕如。背後大茶架兩旁牆上，掛著一幅對聯，是書法名家吳季如先生墨寶：

　　祇肯行家知道

　　無為歡喜品茗

下面進行的歷史性的茶會，正是名叫「歡喜品茗會」。

何會長 / 行家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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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歡喜品茗會」與「茶道研究會」

　　與一般茶藝型、社交型、商業型的茶會不同，「歡喜品茗會」（2003.5.22～

2005.12.1）是一趟追求「茶道」的心靈之旅。

　　茶會整個過程不離吃喝玩樂，但並非只是貪圖口腹之欲或身心逸樂，而是都與

靈性意識的提昇有關。主人愛心分享、慷慨投入，茶友也良性互動、各謀貢獻。茶

會時間，和平歡喜，相互成全，共同提昇，理想高雅。何期人生有此一會！

　　茶友原本互不相識，但卻感覺不小心掉入天堂，又共同創造了天堂。茶會後的

感想是：感恩，歡喜！

　　「行家」大門內側上方，掛一橫匾，茶友出門離去時，都看到，也體會到：

　　行家歡喜  歡喜行家

行家來品茗，品茗成行家。茶會品茗，的確是歡歡喜喜。

　　

　　茶會初始，並未明言成書，茶友自行記錄、攝影。記錄者慮及日後可能出書，

同時進行錄音，保存資料。數回茶會過後，發覺請茶友即時寫下評茶心得，才是準

確、省力的做法。記錄者乃發單通告要求，藉以摶成茶友共識，知悉此番茶會的性

質、目的，以及評茶的重點。

　　茶會分三階段進行，這是後來的演變，開始時無人知曉。第一階段茶會定在每

週週四舉行，時間長達七個小時，每回約品七壺茶；因為因緣特殊，也是工作需

要。茶品面廣質精，幾乎都是高檔、超高檔的好茶、老茶。茶會進行的方式與風

格，見本書附錄一。

茶會進行至第四十回時告一段落，成果豐碩，舉辦「茶樂饗宴」慶祝。

活動有四:

　　（一）結業典禮，頒發《歡喜品茗會紀念冊》。

　　（二）會長何在彬宣布成立「茶道研究會」（2004.06.05），

　　　　　副會長阮芝生報告「茶道研究會宗旨」。

　　（三）辦「心靈饗宴‧天籟之音」音樂會，招待親友和有緣人。

　　（四）音樂會後提供美味素餐，並分三桌泡茶，招待愛茶人。

是日，天氣清朗，茶友協力，主客盡歡，一切順利，公館鄉和平吉祥，愛茶人共創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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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茶道研究會宗旨

　　只有四句二十個字：以茶入道，提昇性靈，

　　　　　　　　　　　增進人類和平，共創人間天堂。

　　（一）以茶入道

　　什麼是茶道？以茶入道，謂之茶道。這是我們對「茶道」的新定義與新追求。

書道、棋道、劍道、花道都稱「道」，那麼茶自然也可以稱「道」。茶道的涵義以

及它在新世紀對人類的意義和價值，需要被重新認知。

　　品茶時，茶氣在身體內運行，身體放輕鬆，毛細孔張開，心靈平靜，不用頭

腦，人我兩忘，是可以讓人接通宇宙的能量，見到光景，聽到天籟，進入宇宙深層

的境界。因此，能接通宇宙的能量才是「茶道」，否則都還是茶藝、茶禮、茶俗， 

只是生活藝術或生活美學，還不能算是真正的「茶道」。

　　（二）提昇性靈

　　人性最為靈明，所以人為萬物之靈。但所謂人性實包含三個層次：１.先天的

自性或本性（良知、明德）；２.與生俱來的稟性（氣性，氣質之性的上層）；

３.生身之後才有的習性（質性，氣質之性的下層），那是後天生活中長期養成的

習氣或習慣。品茶時，不僅滿足口鼻，而且洗滌身心，否定意念減少，肯定能量增

加，振動頻率趨向微細，靈性等級自然提昇。經過一段時間後，品茶者在身心靈上

都會起或多或少的變化。比如，神清氣爽、面容有光、眼睛發亮、寧靜和善、振動

力變微細，靈敏度會提高。有人因此而戒煙斷酒，改葷茹素；有人在入靜、入定

中，體悟到不同的心靈意境，因而對人生、宇宙有新的認知或了悟。由於不斷地放

鬆、清洗、淨化、感恩，身心的改善與靈識的提昇，可謂與日俱進。

　　（三）增進人類和平

　　人人都希望和平，但世界並不和平。目前，雖有不少人士正努力使用不同的方

法來促進人類和平，但顯然力量還是不夠。我們也想使用一種既簡單又和平的方

法，為增進人類和平的工作貢獻一點心力。這個方法就是，與人分享茶的真善美。 

　　好茶令人喜悅、自省、淨化、提昇，所以它是和平、文明的飲料。小小的一盃

茶湯，蘊藏了善意、友情與愛心。不同種族、地域、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的人，都

可以坐下來一起品茶，然後變得安靜、和平而文明。因此，茶是人與人之間最好的

溝通媒介，是最佳的和平使者。讓四海之內的兄弟，都在和平又文明的茶湯中，忘

掉彼此表面的差異性，而覺察到內在的同一體吧！

報告茶道研究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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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共創人間天堂

　　天堂如果不在天上而在人間，天堂如果不在未來而在目前，天堂如果能由我們

自己創造而不必等待他人賜予，那該有多好！這是我們的夢想。「行家茶葉藝術中

心」屋外掛有一長排的大看板，上面用斗大的字寫著：「當我們把關愛、仁慈、

寬容和體諒擴及於別人時，我們就創造了天堂」。一年來，「歡喜品茗會」舉辦了

四十回，的確讓我們親身體驗到──共創人間天堂是可能的。茶會固然是由於主人

的愛心、慷慨，提供了主要架構與條件，但整體和融氣氛的營造與提昇，卻也是由

眾茶友共同創造並完成。茶會進行前後，妙趣橫生，忘憂開懷，天真忘我，無言喜

悅，我們真的在這段時間內共同創造了天堂。分享品茗樂趣、共創人間天堂，這是

我們的理念，也是我們的體驗。我們很樂意一有機會就把它付諸實現。

五、「品茗會」改名「茶道會」	2005.01.08

　　「茶道研究會」成立後（2004.06.05），「歡喜品茗會」進入第二階段。從

四十一回至六十五回，品茗、評茶的方式，基本上與第一階段相同；只是見聞日

廣，體驗日增，成員不但每隔一、二週來「行家」品茗，路過、隨興、遇年節、找

理由，都各自來「行家」停留，而且在家泡茶已變成生活習慣，也都樂意與親朋好

友分享好茶。

　　「品茗會」第二階段至六十五回結束

（2004.12.30），累積資料豐富，主要工作

大體完成。本可就此完結（事實上還不能，

因為有後續發展），但茶友仍覺得不捨，遂

易名為「茶道會」（2005.01.08），繼續體

驗、印證之前一路探索的「茶道」。

　　因為認為主要工作大體完成，所以「茶道會」每一、二週不定期舉行一次，品

茗、評茶的方式也有顯著變化，有特別的茶品才做記錄。品茗時，自由自在，輕鬆

享受，較不重視香氣、茶質與身體感覺，而重視補充、蓄積能量，提昇心靈、意識

層次，進入語言、文字難以傳達的「道」中。

　　

　　到此階段，茶會開始向外擴展，何會長屢屢受邀，帶領少數會員前往大陸分享

「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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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曾經二次帶團遠遊，「雲南普洱茶尋根探秘八日遊」（2004. 

03.06~13），遊麗江古城，登玉龍雪山，步茶馬古道，訪下關、勐海、大渡崗茶

廠。

　　「和平之旅十日行」（2004.07.10~20，和平旅行社代辦），遠飛呼和浩特，

馳騁內蒙草原，返程閒逛頤和園，登臨古長城，拜訪靈隱寺，直探太湖源。

　　最後，終於出現「武夷山茶道之旅」（2005.08.10~17）大型茶會的空前壯

舉。

　　武夷茶旅歸來之後四個月，茶會滿百回，走完了「茶道」心靈之旅的全程，茶

會功德圓滿，「歡喜品茗會」才正式結束（2005.12.01）。

六、《茶道》書

　　茶會總計一百回，共分三階段，歷時二年半。成員約品過五百種茶，青、綠、

黑、白、紅、黃都有，生、熟、新、舊、奇、珍具備，一概歡喜品嘗，心領神會。 

像這樣長時間持續、有計畫與目標、兼具廣度與深度、成員素質齊整、並做相當完

整記錄的茶會，就已知的文獻記載來看，恐怕是史上所未有。

　　茶友們在歡喜感恩之餘，不免生出分享回饋之心。於是以記錄筆記為主，配合

現場錄音與評茶字條，將百回茶會的記錄與體驗，總結、提煉、補充而成《茶道》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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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回茶會由何會長總策劃、總執行，會員們共同參與，各有貢獻，最後成書

時，所有文字均經會長審定。所以，這本書帶有集體創作的性質，但何會長才是茶

會最主要的靈魂人物，才是新「茶道」真正的創始人。

　　茶會開始，只是單純品茶，並未明言寫書。但一路走來，迭經變化，最後創作

出這樣一本形式內容都與眾不同的書來，實為始料未及，堪稱傳奇故事。

　　茶會有特殊因緣，過程充滿奇蹟，體驗不可思議。品茗體驗，主觀中有客觀。

百回之中，成員變動替換，男女老少、各種背景都有，各人體質、身體現況不同，

品茗經歷也有差異，因此評茶時意見多少會有出入，這些個人意見當然是主觀的。

主觀意見雖有出入，大都可以理解；不同的主觀意見，也常是互補的；而且，各別

的主觀意見不一定衝突矛盾，共同的、一致的意見是一直存在的。無論如何，茶友

是很真誠的。

　　體驗是個人的、內在的、私密的，當體驗進入到潛意識或超意識層次時，甚至

是神秘的。隨著茶會漸次深入進展，茶友的身、心、靈都起了變化，開始陸續出現

一些個人內在的體驗。這些體驗，茶友先是避談、不講，繼則說不能講、講不出

來，後經溝通理解，為了成書利眾，才講出或寫出部分來。即使如此，因為和外界

的認知、科學的觀點仍有差距，所以在統稿成書時，在必要的地方，還是略有保留

和修飾。

　　因此，本書所記錄的體驗，只有省略、少講，不曾增添、多說。其中的新知異

聞或難以理解之處，當然容易遭受質疑，但也許再過若干年，它就變成普通平常、

眾人共知同遵的知識了。人類對自身內外世界的認知，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歷程。

　　書名「茶道」，就是如實記載茶友在百回茶會中「以茶入道」的心靈旅程。現

在我們貢獻出這本《茶道》書，代表我們的感恩和回饋，那也是我們對往世約定的

踐守，對今來眾生的愛念，和對世界和平的祈求。

　　「歡喜品茗會」百回茶譜 （見 附錄二）



雲南玉龍雪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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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品篇─來品行家十二級

一、品茶與茶氣

（一）品茶為主

　　有「工作茶」，有「品茶」，有「研究茶」。

　　工作茶不拘時候，隨意沖飲，但求解渴提神；

　　品茶須有閒情逸致，注重質量，每壺三、五杯可止，見好便收；

　　研究茶要泡到底，好茶十杯以上方停，才能徹底認識這泡茶的內涵。至於客來

泡茶，要不失禮貌，可視當時情況、關係深淺，就上述三種茶擇一行之。

　　茶道以「品茶」為主，所品的茶當然屬於好茶，要有起碼的水平。

　　好茶的基本條件，一是乾淨，二是茶氣。老茶應具有「行家十二級茶」中「浪

漫」、「喜悅」的水平。新茶中也不乏乾淨鮮活、茶氣微細強勁的好茶。像「青山

綠水」、「紅老鷹」，「松針」、

「甘露」、「白鷄冠」等，都是乾

淨微細又好喝的好茶。等而次之的

也有。

　　好茶才是品茶的對象，才是入

道的媒介與資糧。

　　「品」字由三口構成，即使是

一小杯，也要分三口啜飲，不能仰

杯而盡。第一口，口腔可能未清；

第二口，茶湯才顯真味；第三口，

繼續確認享受。

　　靜心、閉目、凝神品茶，有助

於辨別微細的差異，進入內在的境

界。

雲南四百年喬木大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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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茶的前提：乾淨

　　怎樣算是好茶？主觀上來講，自己喜歡的就是好茶，不分茶種、製法、年份。

只是這種主觀的喜愛，會隨着個人的品茗經驗和茶藝知識而改變。

　　客觀上來講，人們會從色、香、味、形、滋（口感）五方面去分析長短，並定

出茶的優劣。但這是「感官評鑑」，仰賴個人的知識和經驗，也多少含有主觀的成

分，只是能比較清楚、理性地去認知而己。

　　另外就是「科技檢測」，應用特殊的儀器和技術，檢測茶葉中含有的物質元

素、成分比率及其分子結構，用「理化指標」呈現。這很客觀，但費時、費力、耗

財，緩不濟急，要有特殊條件。而且，經過檢測獲得的數值，縱使理想，也不一定

代表這茶好喝；就如同在頻譜儀上測出漂亮曲線的音響聲音，耳朶聽起來也不一定

就好聽一樣。

　　人體構造精密，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探測儀，只要能發揮它潛在的靈敏度，

有時它比儀器檢測還來得快速、可靠。所以，要訓練、培養、提高它的靈敏度，相

信自己的感覺。畢竟，喝茶的是人，不是儀器。

　　

　　好茶有一個客觀前提，那就是乾淨。生長環境、採摘製作、存放過程，都要乾

淨。凡是受到農葯、化肥、重金屬、酸雨、噴添做假等等污染的茶，自然不會是好

茶。在生長、製作、存放過程中若有污染，必然會在茶采、茶湯、氣味上面顯現出

來。它會帶有不自然的苦、澀、酸、麻、雜、異味，喝了會有發苦、澀嘴、麻舌、

鎖喉、反胃等輕重不等的不良反應，令人身心不悅。

　　與其喝不乾淨的茶，不如喝乾淨的水，反而省事、省時、省力、省錢，還保

健。

　　我們不一定要喝高貴的茶，但一定要喝乾淨的茶。乾淨的茶一定順口，不會令

人生厭。我們用乾淨的茶養生，用乾淨的茶待客，用乾淨的茶伴隨身、心、靈的成

長。因此，茶農茶商有義務生產乾淨的茶，茶莊茶店有責任販售乾淨的茶並教導顧

客如何分辨，茶客茶人則有權利或義務買到乾淨的茶並傳播正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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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茶的評量標準：振動頻率的粗細

　　比色、香、味、形、滋更基本的評量標準是「振動頻率」，也就是「振動

力」，也就是茶氣。

　　茶的高低由它的振動頻率（振動力）來分辨，振動力表現在茶香、茶湯上。其

它可以做假騙人，只有頻率不能造假，騙不了人。就鼻一聞，入口一喝，便知其振

動力的粗細。細緻度高、振動力微細的，才是好茶。

　　這個標準，適用於一切種類的茶，尤其是緊壓茶、老普洱。

　　真正好茶，振動頻率都很深細，能夠進入靈魂的層次。

（四）評量老茶的指標：茶香與茶湯

　　1.茶香：細緻度

　　好茶都香，香有各種類型，也有輕重、顯隱之別，但以細緻度分高下。從細緻

度就能知道年份，所以聞香杯是必須的。真正好茶，一聞便氣透指尖，一聞就進入

超意識層次。

　　一般而言，普洱茶要七十年以上的，才能進入超意識層次；五十年到七十年的

茶，則能進入潛意識層次；五十年以下的，則還在意識層次。

　　2.茶湯：茶湯清，膠質厚

　　有的茶好聞不好喝，因為聞起來香，但入口缺點明顯，差距甚大。所以，一般

來講，不能只聞茶香不喝茶湯，就下斷語。

　　茶湯表現茶質的好壞，要從口裏分辨。茶是由舌頭悟出來的。

真正好的老茶，茶湯清，又有黏稠度，因為有膠質。存放六十年以上的茶才有膠

質。茶湯清，膠質厚，才是真正好茶。

　　入口舌頭一捲，便知膠質、頻率到什麼程度。有膠質表示茶質一定好。

　　膠質從何而來？老樹的葉片厚，經過蒸壓，將其內在的成分擠壓至葉面上來。

所以，富有生機的老樹，其葉片是最珍貴的。如果是新的矮樹，膠質就少。只要是

膠質厚的，肯定是經典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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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老樹葉片做的茶葉，放久了更為珍貴；即使泡久了，茶湯淡淡的，但入口膠

質還是很厚很厚。但如果茶質不好，放久了也達不到水準。

　　像景東的茶菁，是目前身價極高的老樹葉片。像「陳雲號」，新茶菁比「宋

聘」高價。五十年以內的話，「陳雲號」較香；但放久了，「宋聘」超越「陳雲

號」。像「同興貢」、「雙獅同慶」、「宋聘」、「福元昌」、「萬鴻記」、「羣

記」等，都是經典名茶，絕非凡品。只要眼睛一閉，鼻子一聞，嘴巴一碰，就能分

辨等級。

　　振動頻率要變微細，一定需要時間的存放。茶可以變造、包裝、矇騙，但只有

振動頻率變不了，也騙不了人。

　　像上述的經典名茶，都很鬆，像是一片一片的存在，但境界高。一聞一喝，就

靜下來，身心平衡，並且更能改變皮膚；常喝皮膚變細，這也是它的迷人處。香甜

好喝著名的「紅印」，氣味比較重，但是越喝到後面越細，清清細細，常喝改變身

體速度快，所以要靜下來喝。

　　有些特殊的茶，像「雲生祥」、「可以興」，是倚邦茶區的代表作，它們是小

葉，但仍然有膠質，香味與大葉不一樣。年份不太老時，小葉反而香，宮廷中喜歡

這種茶；但超過一定年份時，大葉比較香，二者意境不同。

　　「可以興」會成為經典名茶，就是因為它是小葉中最具代表性而且完美的茶。 

（五）喝茶是喝它的茶氣

　　一聞就會笑的是好茶，一喝就會笑的是好茶，這雖是主觀意見，但也是眾多行

家的共同經驗。

　　茶香中有茶氣，茶湯中有茶氣，我們喝茶不是喝別的，是喝它的茶氣。

　　茶氣是能量，也就是茶的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愈微細的，等級愈高。我們買

茶、喝茶都是為了這個振動力，這個能量，而不是表面香。

　　好茶的能量很驚人，喝了臉上很快發亮，提昇速度很快，很驚人。

　　好的茶是陽的力量，身體中有陰的力量，加上好茶中陽的力量，可以達到陰陽

平衡，百毒不易侵。高等的東西，都是講究平衡的。能夠陰陽平衡，就超凡入聖。

這在體驗過後，自會理解；理解以後，自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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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家十二級茶：心靈名稱	

　　好茶有等級，茶品有高低。中國人喜歡用品字，詩品、畫品、人品、酒品、茶

品等都是。品越高，越難也越少。

　　不同於比賽茶（金獎、特等、第幾等）或商品茶（貢品、超級、第幾級）等級

的簡單標示，「行家十二級茶」是新的等級區分。它奠基於茶葉的振動力，完全採

用心靈的名稱，而且名實相副。這是歷史創舉，前不見古人。

　　2001年7月，「行家茶葉藝術中心」遷至公館鄉現址後，主人忽然得一靈感，

開始將普洱茶（不論散緊）按照振動頻率的微細度及其可能到達的心靈意境，重新

命名，區分為下列十二級：

　　1.浪漫　2.幸福　3.喜悅　4.彩虹　5.真愛　6.甘露　7.開悟

　　8.銀河　9.宇宙　10.真善美　11.風華再現　12.返樸歸真

　　十二級茶新名，都屬於心靈名稱，每個茶名都肯定、正面，能量很高。

　　各級茶的振動頻率不同，愈高級的物質波愈微細，但都有肯定的能量。

　　只要想到茶名，就覺得很自然，很輕鬆。先是茶名意念暗示，意識等級自然拉

高；進而品嘗，體驗那種心靈的意境。慢慢會理解，這些都是真實的東西。

　　以下是「歡喜品茗會」成員的品茶記錄。十二級茶曾經多次品味，全文較長，

此處只是摘要。

　　每一級茶的文字內容，都包含三個部分──（1）＃～背景簡介，（2）☆～會

員評茶（口頭或書面），（3）◎～總結補充。

　　這十二級茶並非按照順序、一二次連續品完，而是在長時間茶會進行中，隨順

機緣分次先後品完的。

　　十二級茶茶名是等級名稱，同等級茶可以有若干種，所有評茶意見均係針對當

時沖泡的茶樣而發。成茶仍有生命力，會繼續變化。

　　品茶體驗當然是主觀的，性別、年齡、體質、飲食、身體狀況、品茗背景、人

生閱歷等，都會產生影響。但各自主觀的體驗，也會有共同、交集的內容。即使體

驗內容不盡相同，一旦瞭解原因，這些不同不但不相矛盾，反而有可能是相反相

成，互相補充。

　　下文只是就事論事，真實呈現體驗，不突出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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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浪　漫　12級之1

＃　1980年代灌木散茶，「行家十二級茶」中的起手茶，初學者的入門茶。

☆　茶湯琥珀色，澀而後潤，有點綠豆味。

　　一般茶香，尚稱順口，有茶氣，較不明顯。

◎　喝茶後放鬆，開始變浪漫；有人開始吟詩，平日不敢唱歌的，也開始唱起歌 

　　來，或有人開始跳舞，展現才華。

　　品茶是樂事、韻事，講求品味，就從一點「浪漫的感覺」開始。

　　對從未品過茶、尚未入門者或認為普洱茶只是「臭脯茶」的茶友來說，此茶會  

　　令人有口鼻一新的「浪漫」之感；但對老茶客或品過較高等級的茶（如「喜 

　　悅」、「彩虹」）的人來說，就不必會有此感覺。

　　茶怕比，即使曾被稱為「茶王」的「福元昌」或紅、藍標「宋聘」，一旦碰到

　　180年的老古董茶，也會覺得不算什麼了。（參見 附錄三 P.229）

（二）	幸　福　12級之2

＃　1970年代野生青餅，陳期二十年以上的七子餅散片。

☆　就杯聞香，甜美溫馨，身體暖和，有幸福感。

　　湯色深栗，茶香樟香，茶性偏陽。茶味濃厚，澀而生津，微苦，回甘性尚佳。

　　甘味在口中滯留不散，能化口內雜味，清喉，身感不燥不厭。

　　氣細廣，由內而外，已能使氣孔暢通，末梢神經麻透。

　　氣也能上提，但層面較淺，手掌表層有明顯感覺。

　　能喝到好茶，感動、感恩、滿足，感覺受到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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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茶高貴不貴。對「浪漫」未感愜意的茶友，可將此茶視為普洱茶的入門茶。

　　茶友也可以從自己喜歡、有感覺的茶開始。甚至，只要有感覺，喜歡，不必從

　　普洱茶開始，綠茶、「東方美人」等皆可。畢竟，愛茶人不會只喝一壺茶。

（三）	喜　悅　12級之3

＃　1970年代散茶，與「幸福」年份接近。

☆  湯色棗紅，樟香略轉蘭香。澀底，甘甜，圓潤度尚可，茶味較香，滑潤可口。

　　與「幸福」同是樟香，但氣較清，味較足，物質波較微細。

　　身心放鬆，沉靜，結合，有甜美之感。

　　氣強，光是聞到好茶氣，就會高興喜悅笑起來。茶氣清爽，齒間茶氣微脹，茶

　　氣漸行漸深，頭頂有氣上昇。

◎  茶名好，未喝先笑。幸福後的喜悅，一種輕快的感覺。

（四）	彩　虹　12級之4

＃　1960年代散片，較前二種老，有氣與味的流竄。

☆　茶湯琥珀色，蘭香，茶水圓潤，略轉，氣化。

　　一開始有種說不出的氣動，會發汗，身體發軟，氣感入經絡層，阻塞處微痛。

　　香氣生津，湯微苦，後甘生津。茶氣強勁微細，惟尚不足以氣通全身。

　　凝神靜氣，閉目入定，眼前可見五彩光芒。（自性光芒）

　　入口提神，五杯神清。喝第二、三杯時，就不想講話，想入靜。

◎　一茶友言：我要喝這個等級以上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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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真　愛　12級之5

＃  1960年代散餅，勐海茶廠產製。

☆　茶湯深琥珀色，樟香已轉沉香。茶水略苦，但即化甘而生津。

　　茶氣飽滿，有如波浪般一波波襲來，趕走寒氣。

　　胸開氣順，遙遠的感覺，容易突破頭腦，很快超越煩惱。

　　品過「真愛」，有人回憶、懺悔…，有很特別的感覺；有人則空掉自己，沒什

　　麼感覺。

◎　這泡茶叫「真愛」。什麼是「真愛」？沒有欲望、名利心時，才有真愛。心量

　　擴大時，對任何動物、植物、大自然，甚至礦物，都有愛。如果還有任何的欲 

　　望，還不能有真愛。

（六）	甘　露　12級之6

＃　1950年代易武山茶餅散片，茶質和「同慶號」相近。

☆　湯色深栗，略透。易武山特有之澀而生津，澀味低，生津足，回甘。

　　如甘露水般優雅，氣細微，深沉。

　　喝起來似乎平淡無奇，感覺較內在、微細，有空靈的感覺。

　　身體微晃，冒微汗，氣遊全身。

◎　「甘露」級都要有五、六十年。品茶者真正安靜下來時，裡面會感覺有如甘露

　　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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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開　悟　12級之7

＃　1940年代散餅。

☆　茶湯深棕，溫潤黏稠，舌面生津，具老茶之沉味。

　　一杯，微澀而回甘；二杯，甘甜，全身舒坦；三杯，渾然忘我。

　　香氣幽雅迷人，似從遙遠的國度傳來，聞香即寧靜愉悅。一杯，即入靜定；二

　　杯，半數以上茶友久久不取飲。

　　茶氣瞬間到達百會，感覺頭腦似一香爐，中間點了一炷小香，香煙裊裊上升。

　　然後氣貫全身，細胞充電，源源不絕，緜延持久。

　　茶氣平和沉寂，頓入空寂似有若無之境。感悟一片空明，雲霧飄渺，神遊太 

　　虛。

　　身心舒暢，一點負擔也沒有。腦意識活動降低，慢慢進入潛意識，沉靜、輕 

　　安、存在。非常喜悅，安祥，和平。

　　才一聞，還來不及辨別香氣，一下就被拉上去了。感覺頭頂強光猛照，照出一

　　身熱汗。隨即強光轉為一圈圈柔和的光圈，緊緊的包圍著我，那種感覺實在太

　　舒服了，不知不覺整個人被融化了、消失了、不見了，遨遊虛空去了。

◎　這茶茶氣似一股漩渦，往上提昇，直達空無，感覺很舒服，不願醒過來，「開

　　悟」就是這麼個感覺。

    

　　另有一種特殊的「開悟」茶──「銀河」＋「紅芝」。

　　2001年夏，來一台北茶客，自謂練「不倒丹」，三十年來未曾躺下睡覺，要求

　　「行家」配一罐對他修行有幫助的茶，要一喝就開悟。這茶是「行家」專門針

　　對他的體質調配的，他喝下去後，就開始躺著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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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銀　河　12級之8

＃　這是「銀河1号」，同慶散茶，1940年代野生大葉喬木，春尖，故能量、意境

　　各方面均不凡。

☆　茶湯深琥珀色，沉香，茶水已轉化，氣強。

　　舌底鳴泉，撮口唇，集中沉靜，自動靜坐。

　　背脊發冷，茶氣微細疾速，暢通全身，虛無飄渺。

　　黑夜晴空，靜默，運轉，虛領，昇華。

　　香氣生津，非常順暢潤喉，無明顯苦或甘的感覺。氣強勁微細，立即暢通全

　　身，身體空靈輕盈。

　　立即放鬆入定，有身在宇宙銀色氣河中般的感覺，體內氣海與宇宙氣海融合為

　　一，無我之感。

◎　「彩虹」會冒汗，「銀河」會背脊發冷；「彩虹」會讓人想靜坐，「銀河」則

　　會自動靜坐，連想都不必。

　　「銀河」級以上的茶，都是自動入靜。「彩虹」能夠讓人看到五彩光芒，「銀

　　河」則能讓人體驗進入銀河系，會看到藍色天空……。「彩虹」級無法達到這

　　個等級，「銀河」以上又更不同。

（九）	宇　宙　12級之9

＃　1920年代散餅，私人茶廠產製，能量超強。 

☆　蘭香、麝香兼具，古味十足，回到以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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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湯香甜，很濃稠但不會黏，又很清淡。

　　茶氣最特殊，很渾厚，但又緜密細緻。二杯下去後，手肘傷處就開始痛。

　　兩手體溫很明顯一直退，由溫熱退到清涼。

　　茶氣在全身緜緜不斷擴散，一直在擴散，像宇宙在膨脹擴散一般，令人一直想

　　閉眼，沉入進去。

　　高級沉香，香、醇、氣、化達完美境界。入定時，閉眼比開眼還亮，能量光很

　　強。人為小宇宙，大小宇宙融為一體。

◎　這茶茶氣比「紅印」還強，喝了一下子就會醉，所以這茶適合靜坐。

　　有人裏面可以看到宇宙，讓人很安靜。

（十）	真	善	美　12級之10	

＃　1920年代散餅，葉片肥大，質優，已找不到茶廠資料。

☆　很美的茶，清香、上飄的感覺。一喝，全身浮起來一樣，輕飄飄。全身鬆透，

　　連脊椎、手腳都鬆透。

　　第一杯苦苦的，無甚特色。第二杯後，漸入佳境，感覺大家圍坐在另ㄧ時空喝

　　茶，身體光亮、半透明，上面有強光照射下來。

　　第一泡好像茶未醒，尚有倉味。

　　第二泡之後突然醒了，進入佳境，茶香及喉韻回甘都很明顯。

　　茶氣走全身、有淋浴之感。

　　第一杯，清苦回甘，茶氣直往頂門沖，有一點發脹、振動。

　　第二杯，微酸、熱氣不斷往上冒，不斷脹大、到後來整個身體只剩下一個頭，

　　飄飄欲仙，在旋轉的感覺。

　　第三杯，很和平，有舌底鳴泉之感……，整個時間都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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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湯棕色，茶香蜜甜，有蜜棗、淡蘭及樟香，一聞即指腹酥麻，卻又感到此茶

　　穩定，力量深遠柔和，像暖流似的冉冉上升。

　　茶味微苦，舌面微澀，茶湯滑稠化，茶質微細精緻，入口茶香久久不散、不 

　　去。

　　入定中，進入一片柔和而安詳的光源裡。

　　沒有言語的感覺，其力量猶如深海的暖流一般，非比尋常。

◎　一聞舌底鳴泉，略帶藥樟香，茶湯柔、順、潤，振動頻率極微細，能量極高，

　　是內斂深度極高的茶。

　　全身熱脹似盜汗，靜定後達飄空境界，真善美意境。

　　一茶友即席獻詩：

這是一杯開放了的茶

熱情、澎湃、開放的心靈

一份分享

一份捨得

我的心靈滿足於

那！素、淨、雅

身邊釋放出生命的深度

進入了！好不讚嘆！

會心一笑

不在滿足口慾

　　　　　　　 在於心靈的養分　　　～ 鄭艷秋　

　　一茶友接着吟唱：

是至真至善至美的體現

實際理地　本地風光

是法界的慧日　幸福的泉源　眾生的希望

願人快樂　國安祥　世界和平

耕雲先生作詞‧黃友棣教授作曲 ＜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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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風	華	再	現　12級之11

＃　這泡茶有80年，是歷史上的名茶；不是「宋聘」，但和「宋聘」同等級，與 

　　「藍標宋聘」級很近。「行家十二級茶」中，茶名能排出四個字的，如「風華

　　再現」，皆非凡也。在普洱中，沒有幾種茶能達到「風華再現」的等級。

☆  陳期1920年代。茶香，熱香銷魂，冷香可入定。

　　茶水，口感帶香甜，氣化清明，卻飽滿質重。

　　若能天天品飲此茶，則羨煞神仙也。

　　茶湯，栗紅透亮。茶香，野樟香。茶味，甘滑醇厚。

　　茶氣，溫厚力透，由百會可通大椎。

　　極香，極高雅，還略帶梅香或檀木香。

　　較「甘露」更加微細，已超越物質的層次，智慧眼一片亮光。

　　茶氣強，很微細、厚實，靜下來覺得打通全身關竅。

　　與「宋聘」不同；「宋聘」來得猛，「風華再現」比較溫馨，不疾不徐。

　　茶氣布滿全身，與身體完全結合。一、二杯後，人完全靜下來，非常舒服。

　　香中另有一股奇香，如槓上再開花。靜定之後，一直有股力量往上拉、提昇。

　　頂上氣旋不已，茶氣柔和，溫溫持久。

　　醉人，思眠，茶會到此結束就好啦！「我醉欲眠君可去」。

　　有「宋聘」口感，很甜美，胃暖和，身心平衡很舒服，容易入定。

　　有一特別處，感覺身體內氣體與與萬物融合為一，之後，只要週邊響動一聲，

　　整個身體會跟著振動。

　　前三杯每杯香味都有不同，烏梅香、青樟香、樟香，香味有變化。

　　額頭上冒出氣，頸部涼，腳酸，入定後見白色光亮，突然醒了。

　　再喝一杯，很快又進去了，看到藍色的夜空，身體涼，發冷，氣運行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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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與萬物同一體，進去很深，外面很寬，頭腦洗得很乾淨。

　　好像平常靜坐忽然看見天堂的光，看到我們真正的生命。

◎　「甘露」還有物質波的層面，「風華再現」則超越物質波的層面。「風華再 

　　現」能使人靜定下來再開花，茶香非常特殊，遠遠超過「紅印」的等級。

　　身體和茶氣接近了，這叫「茶道合一」。

（十二）	返	樸	歸	真　12級之12

＃　這茶是百年普洱，以前是茶餅，現在已成散片。

☆　喝頭兩杯，閉眼靜下來；第三杯後，反而覺得眼亮睡不著。

　　茶香悠悠淡淡，不如「宋聘」、「紅印」的香突出，茶湯柔柔順順，沒有掃描

　　全身，好像很靜。但回頭想想，自然就是美，平常心就進入了道，有這種感 

　　覺。取名「返樸歸真」，名字吻合。

　　入口極甜美，幸福洋溢，但曇花一現，一下子就不見了，只留下淡淡的美麗 

　　與哀愁。每杯都是如此，它提醒我們要活在當下。即使如此，還是稍縱即逝。 

　　湯色栗褐，入口韻佳、回甘。茶香，樟香轉糯米香，轉荷香。茶湯有濃稠感。 

　　第一杯下去即有提神之效，眼開。第二杯下去又想睡覺，但發現有奇怪的香 

　　味，有點像原生菌種的香，可見這茶非常老，是很原始的野生大葉喬木，是很

　　老很老的茶樹。

　　茶氣平和而廣泛，似有若無，已有無所在無所不在的感覺，而且具有撞擊力。 

　　第四、五杯略有棗香味。這茶喝了會迸汗，汗是迸出來的，之後，全身很舒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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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湯黑棕。茶香似頂級的蜜棗及香樟，伴隨著陣陣清涼薄荷氣。聞香時，指腹

　　有麻感，一股熱氣充滿並提昇，頭頂流汗。

　　第一杯茶湯，微苦而清雅，舌面微澀，胸口頓覺力量充滿。

　　第二杯茶湯，滑化且柔和，體內因飲食而造成的各種雜氣，瞬間即被調整，且

　　吐出不良的酸氣。感覺更為輕鬆。

　　第三杯，甘津甜美而順化，飲時同步感受身體的酥麻、淨化，更加迅速享受在

　　茶能量所提昇的境界裡。

　　第四杯，在貴氣的茶氣、茶湯中忘我……。

　　此茶非凡品，聞之、飲之，直教人超凡入聖，渾然忘我，真是人間難得幾回 

　　「飲」。覺悟到：道是與生俱來，生命在平常中。

　　第一杯，一聞香氣直衝百會，心臟急速跳動，頭頂酥麻，緊接著打嗝不斷。茶

　　湯內斂，略苦，但到喉頭就化甘。

　　第二杯，不打嗝，但雙手酥麻。

　　第三杯，打嗝三、四下，隨即回神般清醒。茶氣全身打轉，全身熱脹，真享 

　　受、真陶醉。茶氣忽強忽弱、似真似假，難以捉摸。

　　找不到什麼感覺。突然有一句話從腦海中冒出：「我再也不是旁觀者了」。自

　　己以前認為「我是喝茶的人」，「你在喝茶」，所以你才有感覺……。當三

　　位一體都在這裡的時候，你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說你在喝茶。無法形容那種 

　　空、有的感覺，是、又好像不是，找不到任何東西。當你是光的時候，教你怎

　　麼形容那光，他／她也不知道什麼叫「光」。

　　現在品茶時已經無法像當初那麼專注在茶質與茶湯的感覺，所以每品完一泡 

　　茶，要描述有什麼感覺時，發現自己是越來越找不到，且越來越不知道要如何

　　形容。

　　品這一泡茶，我只是發現我自己再也無法扮演品評者角色。以前的感覺是分離

　　的，我是我，茶是茶，所以在知的層面上要形容有什麼感覺，就很容易，因為

　　我們就是旁觀者清的那位旁觀者。現在「茶」、「我」、「天」三位一體，那

　　種「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的感覺，我只知道已非言語或文字所能表達清楚。 

　　就好像當我們就是「光」與「愛」的時候，要「光」與「愛」的本體去形容 

　　「光」或「愛」是什麼，是一樣困難的事。



37

37

　　一茶友即席獻詩：

思無邪

通透

琉璃身　清雅心

生命的高峯

穿越了相對的實相

就進入究竟實相

一個完整的生命

當自我意識死亡時

　　　　　　　  生命的高潮就出現了　　　～ 鄭艷秋　

　　一茶友感恩會長拿出好茶來跟大家分享，開始吟唱：

　　　　一語天然萬古新

　　　　繁華落盡見真淳　── 元好問 ＜論詩絕句之一＞

　　　　爾身各各自天真　不用問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　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　心性何形得有塵

　　　　莫道先生學禪語　此言端的為君陳　── 王陽明 ＜陽明箴言＞

◎　這茶很柔，但柔中帶強。光聽茶名「返樸歸真」，就知這個茶氣，是抓不到任

　　何東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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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級茶名的取義順序

　　十二級茶名的等級順序是自然的，且是真實的。

　　品茶先要學會「浪漫」，讓自己過浪漫的生活；能過浪漫的生活，才有愛，沒

有壓力，懂得分享，自然快樂，擁有「幸福」；每天幸福快樂，自然「喜悅」沒煩

惱，振動力提昇；每天快快樂樂，享受來地球的喜悅，就像「彩虹」一樣，多彩多

姿，創造很多奇蹟。

　　每天生活自在、愜意，創造、傳達、接觸的都是「真愛」，每一草一木都是分

享，都傳達愛，過有真愛的生活，自然瞭解什麼是真愛；有真愛，就進入高等意

識，喝的水像「甘露」，像天泉；如飲甘露般的生活，是沒有貪念，是「開悟」的

生活。

　　每天都是開悟的，就進入到「銀河」系；心量不斷擴大，就進入到「宇宙」；

光是地球所在的銀河系，就有二億七千萬顆星球，宇宙中有許多銀河系，遨遊宇

宙，遍歷天堂，達到「真善美」的生活。

　　進一步，能「風華再現」，像花一夜之間全開一樣；天堂中，黃金鋪地，琉璃

作瓦，隨時接通宇宙能量，融入一片愛海之中，進入那個世界後，每個人都「返樸

歸真」，過簡單生活，天天創造新的東西。目前，地球還沒有達到這個頻率。

　　以上只是借用、傳達高等星球的意識，希望暸解的人都渴望返樸歸真，最後也

都達到高等水平，達到空無一物。

　　更高的境界就是「愛海」，愛海就是愛的化身。

　　茶名取得好，涵義深長，有茶友將「行家十二級茶」的茶名，配上《奇異恩

典》（Amazing Grace）的曲調，長短相當，唱起來非常好聽，而且富有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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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茶

詞：何在彬　　　 曲：(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　 　　 詞配曲：何照清

C 調轉 G  3/4

5 │ 1 ─ 3 1 │ 3  ─  2 │ 1  ─  6 │ 5  ─  5 │

  │ 1 ─ 3 1 │ 3 ─ 2 3 │ 5  ─ ─ │ 5 ─ 3 5 │

  │ 5 ─ 353 │ 1  ─  6 │ 1 ─ 1 6 │ 5  ─  5 │

  │ 1 ─ 3 1 │ 3  ─  3 │ 2  ─  2 │ 1  ─ ─ │

華    再      現　　  返　  樸　　  歸　  真

─

─ ─ ─

─ ─

─

‧‧

‧‧

‧‧

‧‧

浪    漫    幸      福      喜　  悅　　　　　　　　    彩

虹    真      愛    甘         露                 開

悟    銀      河　　  宇　  宙　  真善　  美　　  風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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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級外高真

　　「行家十二級茶」終於「返樸歸真」，它已是還元的茶了，但還不是最高和最

後的茶。天下名山寶地，時有佳茗產製；華堂野屋，也偶有老茶存放，都出人意

表。它們是十二級外屬於高等級的真茶，都有美質真香；有的甚至比「返樸歸真」

還高，號為「愛海」。以下選列數種十二級以外的佳茗，名為「級外高真」。

（一）	愛　海

＃　「愛海1号」，1910年代的思茅老餅，陳期約近百年。

　　如有比「返樸歸真」更高的茶，就是「愛海」了。許是離上帝最近的茶。 

☆　1.陳期 至少八十年以上之老餅。

　　　茶香 優雅之沉香，高雅的麝香。

　　　茶水 化境之茶，香、醇，氣、化具足，是能輕易入定的茶。

　　　茶氣 綿綿不絕，細微地通達全身，是好老的老好茶。（邱）

　　2.氣極為細膩，與身體合為一。

　　　心跳加速，接著呼吸極為順暢，腦子一片空白，呈白霧狀，極為舒服，非常

　　　不想出來。

　　　喝前二杯，還有雜念。第三杯，有光。

　　　第四杯，頻率微細，一片清淨大海。（高）

　　3.有一點麝香，入口口感已達化境，如泥入大海。

　　　淡淡似無物，緜緜不絕流動，不知不覺中切入。

　　　安定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念清楚無住，實在不願捨得現在。（潘）

　　4.只飲一杯，還來不及感覺茶氣行動，啪！ 它已經在智慧眼和百會穴兩點上

　　　了，沒有“返＂、“歸＂的動作，但它就是在了，“不行而至＂。

　　　茶氣已經自然佈滿全身，由內層向外透發，熨貼撫慰，緜緜不絕，愛力無 

　　　窮。取名「愛海」，果真有理！（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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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強烈白光啪噠過來，氣積壓在前頭，看到一些景象，如瀑布、銀河。

　　　安靜下來，胸口的振動力很強烈。聞香味，見海浪，非常安靜的感覺。(許)

　　6.化境的茶！譬如靈魂之杯，感到溢出，不是去抓取。（江）

　　7.是無味之味，整個人像棉花般鬆開，很鬆的感覺，什麼也沒有。

　　　好像上天在加持你，好像有什麼進入身體定在那裏。

　　8.無限包容，像媽媽的愛。（葉）

　　9.正向的能量可以驅走負面能量，茶氣微細的可以覆蓋較為粗糙的。第二十三

　　　回茶會時，由於喝到一泡外來的染有雜味的「宋聘」，茶友反應快速，口 

　　　腔、胸腹皆感不適。主泡急沖一壺「愛海1号」化解，結果是：

　　　「愛海」一杯下去後，頭頂馬上鬆開。喝第二杯，馬上聞到昨天喝的酒味，

　　　排出去了。（邱）

　　　手清涼，負面的能量從毛細孔出去，完全掃光光了。（羅）

　　　喝「宋聘」時，額頭頭頂有微微光亮。喝「愛海」時，身體光亮透澈。(陳)

　　　一下雜念沒了，整個人純淨、平靜、祥和、神清氣爽，好輕鬆。（謝）

◎　「愛海1号」茶底沒有「宋聘」厚，但微細度勝過「宋聘」。「宋聘」名聲 

　　大，身價高，「愛海」無名號，但一喝就把剛才喝進去的不好能量驅走、排 

　　掉，肚子馬上輕鬆。大家親身體驗，這一點不假。

（二）	珠	峯	聖	茶　西藏聖茶之三	2003年

＃　西藏產茶，而且產上好綠茶，尊稱「聖茶」。

　　西藏聖茶有三種，「白老鷹」、「紅老鷹」、「珠峯聖茶」，它們的產地、茶

　　種、香氣均不同。「白老鷹」約是海拔三、四千公尺的茶，「紅老鷹」約是 

　　四千多公尺的茶，「珠峯聖茶」約是2250公尺的茶，均被視為「奇茶」。這些

　　茶都產在西藏，有的也產在川藏鄰接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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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的聖茶，有獨特的氣質、韻味，三種聖茶每一種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取

　　代。

　　「老鷹」一詞，在藏人心中是「聖人」、「國王」的代稱。「聖茶」產量少而

　　珍貴，向來被當作貢品，過去只有聖人、皇帝才喝得到。這些茶在唐朝時候就

　　已經存在，但茶書並無記載，包括西藏人士大都不知道有這種茶。

　　在此僅介紹「珠峯聖茶」。

　　「珠峯聖茶」產在西藏易貢湖畔，海拔2250公尺，茶園後可以很清楚看到珠穆

　　朗瑪峯的山形。湖在兩座大山的山谷間，海拔高，山谷深，山林的靈氣在谷間

　　湖畔似漩渦般盤旋，積聚其中，不易洩出。「聖茶」是綠茶，幾片綠茶葉子，

　　能蘊育那麼大的能量，其故在此。

　　這茶帶有冰雪山靈氣，喝下去後，全身的氣聚在胸口，會有像雪山高原上吸不

　　到氧氣的感覺。此茶不宜空腹品飲，尤其是體寒者。

　　喝高山茶，可以治高山病。譬如，遊客到祕魯馬雅文化的高地遺址，應先喝它

　　的高山茶，再睡幾個鐘頭，就適應了。

☆　1.茶香 蘭香又具玫瑰花香。

　　　茶水 雖屬綠茶，卻已有化境。

　　  茶性 微澀立即生津，回甘性強，身體燥熱時飲之尤佳，

　　　 　　立入清涼之地。(邱)

　　2.茶湯溫潤，卻有著不同凡響的濃郁而強烈的茶韻。茶味持續而長久。（劉）

　　3.如虎添翼，氣遍全身。要打十趟拳，喝這種茶一口氣可以完成。它是茶裡面

　　　的高人。

　　　房子愈來愈發亮，好像進入大賣場一樣。（蕭）

　　4.香味最香，是今日茶品中最好入口的，並無明顯的氣往上衝的感覺。

　　　第二杯，味濃厚，回甘，並無強烈氣場存在。只感頭頂空盪。

　　　第三杯時，有吸高氧、肺活量大增的感覺，後勁很強，感到茫茫地，有如處

　　　於睡夢之中一般。背後右方有穴道打通之感，甚為奇特，因為身體並未運 

　　　動。

　　　第四杯，喝茶竟然能有如共修一般，實為有趣。（潘）

　　5.入口香甜，熱流由上腹湧上，然後沉下，直下腳底。

　　　第二杯，蘭香強烈，有甜味，茶氣行經背脊而上。

　　　第三杯，清香，氣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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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杯，出汗，身在清涼地，但覺體力旺盛，身體感覺和諧，還原到平靜，

　　　易入夢。（許）

　　6.「達摩蘭」香，濃郁而生津持久。回甘生津。

　　　順暢潤喉，氣強勁，比「紅老鷹」微細。

　　　閉目靜坐，如在聖山，有和諧祥和之感。

　　　靈氣非常高，每次喝「珠峯聖茶」的時候，它都帶我去那裡。眼前一片氣 

　　　光，散發出金碧輝煌光芒，好像每一個人都散發一種金光的感覺。（謝）

　　7.氣飽，勁足，味重，香奇。似九品蓮花香。

　　　杯溫時，香更顯。這茶比紅、白老鷹都更微細、潔淨、富有靈氣。

　　　冰火同源！陰、陽兩性兼具，熱烈與寒涼並存，奇茶。

　　　「珠峯聖茶」的氣、味、品、性應居綠茶之首，無以復加。飲止矣！套用 

　　　「季札觀樂」的話：飲止矣！若有他綠，吾不敢飲。

　　　聖潔，提昇，幸福，感恩。 （阮）

　　8.有茶友從美國寄來一詩，頌美「珠峯聖茶」﹕

　　　　　家住人間第一山　　腳踏冰雪手摸天

　　　　　朝送月歸迎日出　　暮飲清風伴雪蓮

　　　　　隨意彩虹當空舞　　飄灑芳香滿坤乾

　　　　　凡塵四月春光美　　乘風挾雲會佛仙　　　～ 周英雄  2003.05.

◎　「珠峯聖茶」陰陽平均，陰陽都存在。原本高山冰雪靈氣屬陰性，但聖山大氣

　　靈氣中又有純陽之氣，兩種力量都存在，不凡在此。

　　在喝過高檔普洱茶後，再喝「珠峯聖茶」，更可察知它的威力和奧妙。喝了 

　　「萬鴻記」後全身發熱，此時沖泡「珠峯」，但覺異香襲人，靈氣逼人，一杯

　　下腹，原本全身發熱的，卻立轉清涼地。新茶竟能達到化境，以前從未經驗 

　　過。

　　為何是聖茶？因為不會被拉下來，無論前面喝的是多麼高檔的茶。

　　這聖茶，練武者喝了覺得全身發熱，但表層冰涼。修行者，更高的境界可能是

　　完全無感覺。

　　不過幾片葉子，十幾個人喝，竟能都喝到氣脈暢通，自是不凡。

　　又如：在品過「五行茶3号」（二種老普洱，至陰配至陽）後，再加泡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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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峯聖茶」，就會很明顯了解剛才喝的茶是什麼茶。

　　「五行茶3号」已是搭配奇特，但接續再喝「珠峯聖茶」，更是奧妙。這次五 

　　杯之內聞到的香，完全不同。不吞而化入，全身輕鬆無壓力，進入清涼地。頻

　　率變細，整個轉換。至剛可以至柔去消，水至柔也至剛。這「珠峯」把五行力

　　量還原過來，和諧了。整個身體，只有和諧、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茶有冰雪靈氣，如在野外高山流水旁沖飲，更棒。

　　喝這茶，皮膚會變細，細細的，看起來那麼年輕，簡直不可思議。

　　喝了「珠峯」後，其它綠茶不想喝。「太平」、「獅峰」單獨喝可以，跟「珠

　　峯」一同喝，一比就比下去了。海拔不同、振動力沒那麼微細。好像天靈蓋整

　　個掀開來的樣子。 

　　但最高境界是沒感覺，一聞茶，都覺清涼，都通，都走過了。

（三）	百	年	烏	龍　臺灣

＃　這是清末臺灣茶官子孫存放的烏龍茶，至少已有八十多年，完好保存至今；最

　　難得的是，中間未再經過烘焙，茶氣未損。它是目前臺灣振動力最微細、保存

　　最好的茶，喝了會全身發出亮光的茶，洵人間稀有奇遇也。

☆　1.老烏龍，未經炭火烘焙，自然陳化。

　　　一喝全身毛細孔開張，非常柔美，堪稱「天水」。

　　　已經超過化境。（邱）

　　2.甜甜滴果香，氣感微細且平順。

　　　全身暖暖，掌燒熱，手發汗，振麻明顯。（漁）

　　3.聽到要泡「百年烏龍」，心情一高興，寫字都變得活潑漂亮了。

　　　一聞便笑了，愛力綿綿，寂靜無聲，但卻在透發、浸泡、熔解，默默地撫慰

　　　著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阮）

　　4.它還活著！是一棵開心而活潑的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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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味清淡，回甘美妙，有淡菊、樟香，生津不斷。

　　　讓人微笑的茶，與人內心深刻互動，茶可入夢，不想醒來。（江）

　　5.茶湯濃稠，聞香麻感，光波一陣陣襲來。（陳）

　　6.茶氣強，第一泡之後，整個身體似乎被「震懾」住了，直搗我心深處，去拔

　　　除雜染。

　　　與前泡1930年「同興」相較，這茶顯得來勢洶洶，欲震掉更深的業障。(黃)

　　7.它打開我整個心，非常清，有明亮感。（德）

　　8.喝前泡1930年「同興」時，已有許多體驗。到「百年烏龍」時，感覺全身發

　　　光，突然認識了自己，有找到了回家的路的感覺。

　　　好奇妙、幸福，一直不想出來。（葉）

◎　「百年烏龍」越老越香，越老越有身價，開罐後轉化速度加快。

　　喝1930年「同興」，還有頭腦，在潛意識層次，會自動打坐，看到內在的光。

　　能看到光，等級都已非常高了。「百年烏龍」可到超意識層次，融入宇宙； 

　　「返樸歸真」可到超意識層次第二層；「愛海」則到超意識層次最高境界，連

　　靈魂都被淨化。

（四）	不	老	丹

＃　1940年代的老岩茶，早期的茶質非常好，又放得好，很特殊。

　　本來是用泡的，天冷時可用玻璃茶海滾煮，供多人喝。

　　凡是稱「丹」的，都發熱，很補，「長生丹」、「不老丹」都叫「丹」。

☆　1.開始時有生冬瓜味，隨後轉為蘭香。

　　　茶氣強，瞬間入定。前額上方出現白光，隨後一片白色。

　　　醒來後，察看是不是日光燈？不是，位置不一樣。

　　　白光很亮，被它帶走；啪的一聲，帶走了，非常美。

　　　此茶已超脫茶的境界，無法用言語形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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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冬瓜香，香氣變化多元，極清甜、淡雅，轉柔。

　　　如夢似幻，應可入夢，這泡茶就不要談了。（葉）

　　（◎：奇怪，這是「不老丹」，為什麼會有冬瓜味？茶能變到這個境界，不簡

　　　單哪！這個香，只有天堂有。這茶比「宋聘」還高，會得到那麼大的能量。

　　　茶會以來，第一泡不要談的茶。取了這個名，振動力一定到那個境界。

　　　真是不凡的茶，太神奇了，絕非凡品。若能常喝，不會老就麻煩了。

　　　上一壺是百年「陳雲貴」，二者相當接近。）

　　3.「道可道，非常道」，說出來就不是那麼好。這泡茶不需要講啊！

　　　到後面才有岩韻香味出現。很奇怪，怎麼煮都不會爛，很奇特的茶。（謝）

　　4.聞茶氣就夠了，不用喝。沒有重量，只是醉人，無正亦無邪。

　　　天上天外天無涯，行星高掛在天空中，不會相互碰撞，是因為和諧共振。

　　　安靜的靈魂，內心的花朵會綻放，且釋放出芬芳，充分享受著輕安。

　　　孤獨的山，高高聳立著，有著一份單獨的美、自由和存在性。在那整體裡，

　　　它一直都存在。

　　　回到內在，好快樂，好愉悅！好享受！（鄭）

　　5.時間靜止。（陳）

　　6.頭一直沖，打盹感，全身舒暢。

　　　口感很甘，似蜜在口中，但又流不止。 

　　　岩茶水與口水混合，產生類似甘露般甜甘甘的感覺。

　　　隨時覺得全身很熱很熱。 （潘）

　　7.這二泡茶，不管是茶質、茶香、茶味、茶氣都已達到「真善美」與「返樸歸

　　　真」的境界。

　　　過去品茶時，一旦安靜下來，耳邊與頭上就會聽到一種好像天籟的聲音。 

　　　──直不知道這聲音到底是什麼，或代表什麼涵義？到今天，我突然了解那

　　　就是「無聲之聲」。

　　　上次去廣州與桂林一趟，對「萬物同一體」的體會又更為深刻。所以，今天

　　　喝了「陳雲貴」與「不老丹」之後，靜定中，我終於了解宇宙的語言──就

　　　是「無聲之聲」。

　　　在寧靜中，我跟宇宙發出訊息說：我已知道天地之心。我想融入，也很願意

　　　傾聽天地之聲。

　　　突然，就好像上帝回了我訊息，突然間我就收到好多靈感與領悟，當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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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法喜，甚至會想回答：我知道了，我懂了。

　　　真的，「無聲之聲」不是沒有聲音，而是宇宙、上帝的語言。

　　　這不是想像，是一個真真實實的體驗。此時此刻，我也終於了解，我們的言

　　　語真的是蠻粗糙的，宇宙的「無聲之聲」真的是好和諧。

　　　現在，我也可以了解以前會長常講的：「喝了好茶，全身細胞都會笑」、 

　　　「以茶入道」、「與天地合而為一」的道理與意境。現在，我全身細胞好像

　　　充滿著法喜，一種已經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舒服的感覺。

　　　從參加茶會以來（第三次開始），每一次我都有不一樣的體會。今天是我第

　　　一次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以茶入道」。茶不但引領我回到宇宙，更讓我感

　　　覺到自己像個小水滴回到了大海，終而認識到自己的源頭在那裡。

　　　另外，我也體會到，其實在地球上的我們每一個人，真的都扮演著各自的角

　　　色，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演員，每一個人都有任務在身。其實，我們都

　　　是平等的，沒有高低之分。（謝）

　　　（謝法喜充滿地娓娓道出以上一段體驗。全場靜默。）

◎ 我們茶會就是分享，分享可以擁有更多，但上帝給我們的，遠遠超過這個東 

　　西。今天午後，我忽然有一靈感，去包了一個獎品。好像隱隱覺得，今天（35

　　回）會有人一下子能進入「茶道」的境界，品出我們所講的茶道的精神。果 

　　然！現在就把這個獎品送給謝小姐。

　　獎品是一罐「不老丹」，謝小姐臉上溢出清淨又幸福的笑容，双手接過。未等

道謝聲出，原本靜默、沉寂的茶席，忽然響起一片溫暖、祝賀的掌聲，湧向受獎

人。一股暖流，一種慶幸感，在每一位愛茶人的心底流過……。

給獎「長生丹」，一定是有原因的 首次突破，贈獎「不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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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找茶之道

　　我們找茶，不找茬。

　　找茶先找人，我們是向人買茶，不是向茶買茶。

　　找一個會找茶的人買茶，是最省力、省時甚至省錢的方法。

　　向一個懂茶的人買茶，讓他做你的品管者，變成你的防火牆，以避免買到假 

　　茶、劣茶，甚至貴茶。

　　寧可買到貴茶，也不要買錯茶。茶買貴了，最多多花點錢，但喝茶時還是開 

　　心、享受；茶買錯了，喝也不是，送也不是，丟也不是，看到傷心，想起堵 

　　氣。

　　無論怎麼內行、精明，人找茶還是累人，再努力，都是「有為法」。

　　要懂得人找茶，茶也找人。讓茶來找人，才是上策良方。心念一動，不求而 

　　得，自然順當，這才是「無為法」。

　　為什麼茶會找人？因為茶是高等眾生，有感知、意識，好茶的振動頻率比一般 

　　人還要微細，按照「物以類聚」、「聲氣相求」的原理，它當然不會去找一般 

　　人啦！

　　「內在的文明，決定人們與好茶的因緣。」凡事都有因緣，「內在的文明」程 

　　度高的人，不論性別、年齡、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意識層級都不會低，振動 

　　頻率較微細，自然會有因緣遇到好茶或喝到好茶。

　　「內在的文明」要靠自己修，向內求，向內找，求之於內，得之於外。

　　種因結緣，自作自受，一切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答案也都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已找到茶，或茶已找到你，下一步該怎麼辦？

　　「行家」有二句金言，可供參考﹕

　　　　要當皇帝，不要當管理員。

　　　　分享，才能擁有更多。

　　這二句是真的嗎？聰明如你，不必多加解釋了，去做就好。

　　如果認為自己還不夠聰明，那不妨照着做做看，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屆時你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應該說，你會得到二個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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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可以擁有更多，滿盤盡是末代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