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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開能量的開關

　　喝茶是喝它的茶氣，茶氣是一種能量。借助茶氣，快速打開身體的能量開關，

　　以接通宇宙的能量（浩然之氣），進而淨化、提昇自己，融入自然與宇宙，這

　　是茶道人的共同追求。

　　對我們而言，能接通宇宙的能量，才是真正的「茶道」。

　　找茶、買茶、泡茶、喝茶，都是為了這個。

（一）宇宙‧人體‧能量場

　　我們託身的地球是宇宙能量場的一極小部分，我們每一個人又是這地球能量場

的一極小部分。

　　宇宙浩瀚無邊，充滿神秘不解。但我們知道我們活在物質宇宙中，物質就是能

量。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E＝MC2
，「能量不滅」，「質能互換」，物質是能量存

在的一種形式。物質是以振動為形式的能量，是能量的凝聚。

　　宇宙能量種類繁多，粒子大小質量不同，它沒有形體，但具有「量子波動」的

存在潛能；也就是說，能量是不具實體的電位能，在「心念」的導引下，它有變成

任何東西的潛能。

　　物質宇宙中到處充滿能量，大至星球河嶽、小至飛潛動植，一切自然與人造之

物，莫不有能量。可以說，盈天地之間皆能量也，只是我們如何能與其接通、將它

轉換，或將其能量釋放並取得能量而已。

　　

　　人體本身是導體，也是一個能量場，或稱氣場（Aura Field）。活人的身體，

隨時都有一個氣場圍繞全身，而且時時刻刻輻（放）射不同層次的振動頻率，放出

由不同顏色組合的光幕，學者稱它為能量磁場或氣場。現有的人體能量顯像技術及

儀器（Aura Imaging Photography），已可在螢幕上動態顯現人體氣場、氣輪的彩

光。

泡茶篇─接通宇宙的能量



53

　　依現今「能量醫療」（Energy Medicine）的見解，「能量是身體、頭腦以及

靈魂的共同媒介。它的波長、振動頻率以及躍動的模式，構成了它們共同的字彙；

就如同音調及節奏的波動起伏，構成了音樂的字彙。」人體可以透過能量中心（氣

輪，最少有七個）向外輻（繞）射能量（頻率組），也能透過能量中心吸收或交換

外界的或宇宙的能量。

（二）茶氣與物質波

　　物質是以振動（頻率）為形式的能量，各個物質的物質波不同。物質波的微細

度越高，能量也越強。茶是一種物質，本身蘊藏能量，各有自己的物質波。

　　好茶蘊蓄能量高強，它的振頻微細，物質波不同。行家用手靠近茶葉（物體 

靜止時，也在輻射電磁波），或捧茶聞茶氣，便知振動頻率的粗細。最厲害的，瞄

一眼便心領神會，知其高下，因為能感受到物質波的微細度。

　　好茶精純，經過陳化、醇化後存留的更是精華。本是固體，經高溫沖泡後倒出

的茶湯是液體，香氣四溢是氣體。香氣透過呼吸系統直接進入血液循環系統，茶湯

通過消化系統也進入血液循環系統，茶氣則循人體經絡系統行走，上及頭部下達四

肢，它們能穩定、平衡、靈活人體的神經傳導系統，有助增強免疫系統。

　　茶進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本身就是一種能量，尤其是超過百年以後，能量已

經進化微細到跟高等星球的振動力一樣。超過一百二十年以上的茶，世間的語言很

難形容。

　　喝了好茶，氣很強的時候，細菌沒有辦法靠近身體，因為我們的能量較強。好

茶放在杯中十天也不易變壞。能量比較高的時候，所有的有害菌不易在裏面存活，

所以好茶能長時間保存。所以，喝茶以後，毒不易侵入，可治病。感冒剛開始的時

候，一喝茶，病毒會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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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科學分析，茶葉中至少含有二百種以上的成分，但我們重視的是茶的能量

（活性），那比營養成分更重要許多。蔬果放在冰箱冷藏，內含成分不變，但生機

減損，能量流失，食用效果打折扣。

　　我們的身體被能量（場）包著，但使用頭腦後，感染很多陰的力量（負能

量），把能量中和掉，所以又開始變弱了。其實，喝茶的人如果一直在很放鬆的狀

態，茶氣是不會消失掉的，因為能量不滅。所有不好的細菌，包括癌細胞，不可能

在身體內擴散；是自己的否定思想、意念，讓我們感染了陰的力量。

　　肯定的力量（正能量）是比較陽的力量，可以幫助身體輕鬆、輕爽。喝茶時放

鬆，會將所有陰的力量排掉；放鬆時頻率比較細，臉上比較亮，那是陽的力量比較

強。會把人拉到比較高的地方，看到光，聽到內在的聲音。

　　所謂的「茶道」，就是進入這裏面；等我們離開世界時，沿著這個振動力回到

源頭，所以才能稱「茶道」。

　　為什麼叫「能量不滅」？就好像我們泡茶時，肯定的意念進入到茶盤、茶具，

都會注入肯定的能量。使用一段時間以後，用這茶盤、茶具泡出來的茶一定很好

喝，因為茶盤、茶具已吸附很多肯定的能量。

　　如果我們到一個磁場不好的地方，進去會全身不舒服；因為這個地方一定是一

天到晚都在講是非，裏面陰的力量比較多，所以進去會全身不舒服。

　　所以，能量治百病，它能改變人類命運。所以，我們的身體要隨時保持在高等

能量的狀態，不好的部位也能扭轉過來變成左旋波，也就是宇宙能量波。宇宙能量

是左旋波，陰的力量是右旋波，右旋波才會讓人生病。

　　所以，喝好茶會有保護力量，可以百毒不侵。平常喝茶，可以養生。飲食不慎

拉肚子，高檔茶一喝，馬上就停止。茶越高檔，力量越大，睡眠減少，只睡四、五

小時，還精神百倍。因為放鬆的時候，就能補充能量，不需要晚上睡那麼長的時

間。

　　當然，靈性的提昇才是喝茶最重要的目的，最後每個人都找到回家的路。

　　宇宙所有的東西都是物質波，本來相連的，只是我們沒有真正平靜下來，才把

它們分開，認為有分別。其實，身體物質波頻率的粗細，本來跟我們的心境有關

係。心越平靜時，物質波越微細。跟茶一樣，年份越大時，它的物質波越微細，所

以越高等。

　　靈性的高低，只是調整自己的振動頻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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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樣才算接通宇宙的能量？

　　人體是個能量場，可以不斷向「宇宙能量場」輻射能量或吸收能量，一切生命

體皆如此。宇宙能量微細，只有當人體能量場的振動力（頻率組）調到微細時，才

容易接通宇宙的能量。而好茶、老茶正是居中調整、傳達、轉換的好媒介。

　　這是「茶道」品茶重點之所在，而不是一味追求茶的色香味與身心的愉悅。

　　當我們的身體能發出與宇宙能量相同或和諧的頻率振動時，可以引起「共振」

的波動或「雙重共鳴」而取得宇宙能量。借助好茶、老茶，我們可以快速放鬆沉

靜，排濁去陰，把身體振動頻率的微細度調高，因而可以逐次接通更微細的宇宙能

量，與之共鳴、同化，不斷獲得心靈的淨化與提昇。

　　宇宙能量就是一種光，一種比較微細的振動力。心平靜下來的時候，就能接

通；要能放鬆，才能接通；心能夠定下來，就已算接通。

明代立獅壺

（三）感應茶分子與能量的微細度

　　只有當自己身體、心靈的密度很微細時，才能敏銳地感到宇宙能量的微細密

度，並與之融合為一體。感應不到茶分子與能量的微細度，那與我們本身有很大的

關係；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心靈淨化的程度不一。

　　想知道茶氣的微細度，目前來講，的確是靠「心證」。當你能跟宇宙的氣融合

時，整個身體就變得非常敏銳，自然知道。

　　一杯茶喝下去，每一個人的生命、習性、很深層裡面的東西都會是透明的，你

的頻率會散發出來；那是一種頻率，很自然的東西。所以，不在外表的好壞，而是

很深層裡面的好壞意念，修為達一定程度的人會感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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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湯之美

二、提昇茶湯的水平

　　品茶離不開茶湯，要在能力所及範圍、現有條件之下，儘量提昇茶湯的水平， 

　　獲得好的能量。

（一）茶湯八要

　　好的茶湯，香氣純正自然，湯色清澈艷麗，滋味鮮爽醇厚，葉底明亮有彈性，

帶有肯定能量，耳目口鼻身心都受用。

　　「茶、器、水、火、時、空、技、人」，是影響茶湯表現優劣的八個重要因

素，總稱「茶湯八要」。能掌控好這八個因素，要泡出一百分甚至一百分以上的茶

湯，並非不可能。

　　好茶湯並非由單項或少數幾項因素決定，而是所有相關因素加減乘除後的總

和。正如同我們耳朵聽到的聲音，也並非只由演奏者和樂器決定，而是加上聆聽環

境內所有相關因素交互作用後的總和一樣。

　　泡茶牽涉到至少八個重要因素，每一個因素些微的良窳，都會反映在茶湯上。

因此，要想把好茶的內在美與最高潛力沖泡出來，泡茶者應具備「茶湯八要」的整

體概念，並試圖逐項掌控。

　　八個重要因素，前人都已注意到，並有專項深入的研究，只是很少有人能全面

深入理解、掌握並與時俱進。這裏只講幾點前人沒有講過、沒有講清楚的新事物或

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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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茶具與品茗杯組

　　與茶湯表現最有關係的茶具，應屬茶壺、湯沸（燒水壺）和茶海或茶杯。它們

都直接與水或茶湯接觸，所以它的材質最為重要。因為，材質決定一切。

　　材質不同，放射的物質波不一樣，其作用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會對水、茶湯

及食物造成明顯的影響。

　　金銀銅鐵錫玻璃，竹木陶瓷不鏽鋼，加料塗料電鍍料，它們的材質特性都不

同，都會直接影響到水與茶湯。愛茶人應該懂得慎選，並善於駕御。

　　古人已知茶具「金銀為上」，但金銀是貴重金屬，使用並不普遍。今日科技發

達，中產者多，除了陶瓷器外，銀器使用應可普及。因為銀價雖較銅、鐵、不鏽鋼

為高，但約只有金價的二十分之一，而使用銀器的好處多多。

　　銀茶具怎麼好，古人未講清楚。2005年，臺灣新出「茶道能量壺」，係依據簡

氏銀物鐵律中之「銀壺鐵律」，使用特殊純銀（995以上）製造，以功能論，已經

逼近銀壺極限。使用「茶道能量壺」時，微量元素發生作用，銀離子持續釋放，茶

湯變得比較清甜細緻，茶香醇化明顯，澀減韻長活性高，好喝又耐泡。它兼具提

昇、經濟和保值的效果，是愛茶人的福音。

　　「品茗杯組」由聞香杯和品茗杯組成。「聞香杯」專門用來聞香，必須有適當

的形狀、厚度和深度，才能蓄熱、留香、展香。好茶有多元的香，真香、妙香。聞

好香會令人笑、令人醉，是一大享受。喝好茶而不聞香，等於損失掉一半，所以聞

香杯必不可少。「聞香杯」的形狀、容積，要與「品飲杯」成比例搭配。

　　品飲杯杯內底色宜白；杯內形狀宜接近半球形；杯壁要厚度適中（四季用杯可

不同）；杯口宜外張，不宜壁立；要選好胎土，提高窰溫，燒去雜質；要使用天然

礦物釉料，杯壁宜平滑細緻，避免凹凸不平或有細小坑洞；杯子的外形、圖文等花

樣，儘可自由創造，但應該在滿足上述條件之後再來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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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茗杯組」是新事物，是近二十年在臺灣出現的。由於歷史的轉折，現代中

國的「茶藝」在臺灣興起，並帶動海峽兩岸新的品茗風潮。如今，新的「茶道」同

樣在臺灣出現，它源自中國茶文化的大傳統，但却有新創造、新精神、新面貌，同

樣反映臺人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面。

（三）品水與試水評壺

　　茶湯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水，水是茶湯之體，古人講「非真水莫顯茶之神」，泡

茶時，十分茶遇八分水，「茶只八分」。

　　山泉、雪水、江心水、流香澗等，不能必得。平日泡茶，但需好水。

　　今日自來水普遍，只要買對淨水設備，一樣可以獲得好水。如果再懂得進一步

處理，譬如使用能量銀壺，流經好的礦石、寶石，讓它聽好的音樂，接收好的振動

頻率等，水質都會再進步，在家便可自製好水。

　　日本江本勝的研究發現，好水就是小分子水（微分子集團水），冰凍後攝影，

會結晶成美麗的六角形，而且能夠儲存、攜帶、傳遞信息；水能聽音樂，也會看

字；人的意識會改變水，所以「水是心靈的鏡子」；實驗證實，愛與感激、祈禱或

祝福所產生的能量，可以融合到水中，使普通的水改善提昇。

　　地球有生命，植物有生命覺知，水有意識，知道好歹。 

　　地球的水源自外太空，幾十億年來宇宙雨不斷為地球帶來水，其中含有有機物

質，水是生命之母，也是茶湯之母。

　　老子說「水幾於道」，因為水性就下，不爭；「盈科後進」，沒有分別心，到

處「平」天下；善利萬物，一直付出，有愛心。水離「道」最近了，懂得這個意

思，即使地球並未面臨水資源匱乏，也要對水存有幾分珍惜、敬重之心。

　　板橋詩：「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鬥茶」。愛茶人必定愛水，品茶要先

懂品水、評水。不論是天然水、自來水或它類水，只要懂得方法，都可先試飲辨

別，才能長期飲用，用來泡茶。不必都依靠、也等不及科技檢測。

品水杯 / 三杯水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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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水方法：

　　　杯具　用二、三個相同的白瓷杯（如品飲杯）或玻璃杯，在相同條件下，同

　　　　　　時比對。

　　　觀色　因水中成分不同，水的濁度（清澈透明度）及色度（反射的顏色），

　　　　　　會有些微差異。

　　　品飲　倒水入杯，15秒後品飲或比較。

　　　　　　先喝水清口，然後閉目靜心，逐杯輪流喝過。

　　　　　  或小口或大口，每口在口腔中停留若干秒，讓水在舌尖滾動後從舌 

　　　　　  面、兩頰流過，最後從喉頭咽下。水的軟硬、甘苦、滑澀、顆粒粗 

　　　　　　細、有無異雜味、是否有能量，大致可以喝出來。

　　　只要能靜心，任何時間皆可品水，但清晨盥洗和夜間沐浴後是最佳時間。

　　　品水不只用口舌，還要用心靈去品。

2.　評水要目：

　　　乾淨度　要清亮透明，但不是絕對透明。水中要含有微量的礦物質，什麼都

　　　　　　　沒有就變純水，不見得好喝，也不符健康需要。

　　　甘甜度  甘、甜要自然，甘甜度高、較有能量的為好。

　　　細緻度　入口感覺水分子的顆粒粗細不同，跟音響聲音顆粒的粗細一樣。口

　　　　　　　感較細緻的為高。緩注滿杯（品飲杯），看鼓出杯沿的厚度就知道

　　　　　　　水的表面張力的大小，通常張力大的水分子密度高、較細緻。

　　　清涼度　不全是指水的溫度高低。主要是喝下去後，身體內的清涼感，沁人

　　　　　　　心脾，醒腦明目，如入清涼地。夏日取山泉，有的泉水入手冰凉，

　　　　　　　容器表面生水珠，好像玻璃瓶從冰箱取出後不久一樣。通常這表示 

　　　　　　　泉水經過的地層比較深、遠、厚，所以水溫比較低，水過濾的比較 

　　　　　　　清，含的微量礦物質較多，因此也比較好喝。

　　　鮮活度　也就是活性。源頭活水，新鮮有活力；放久變陳，含氧量逸失，活

　　　　　　　性也會降低。活性不足，無論清飲、泡茶，都不理想。

　　　振動力　也就是能量。好水有能量，喝了身體發熱，補充元氣。像北京香山

　　　　　　　的水，能量強勁，喝了手心冒汗，應跟當地的地氣、磁場有關。

　　　穿透力　好水穿透力（滲透力）強。推想，穿透力跟水分子的大小、形狀、

　　　　　　　密度、排列、微量礦物成分、涵氧量、地氣磁場有關。穿透力強的

　　　　　　　水，茶湯中浸出物多，發香，耐泡，香滲齒縫，感動內在，是難得

　　　　　　　的好水。振動力與穿透力，跟細緻度有連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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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不香　古人論泉，早知道要「清、甘、冽、活」，但明朝高濂說過，天下

　　　　　　　最難得的是「香泉」。水天然是香的，掬水聞香，入口香甜。聞說

　　　　　　　湖北神農架有「香土」，土具五色，各散異香。必是寶地，才出香

　　　　　　　泉。

　　　好水乾淨甘甜，細緻清涼，鮮活度高，振頻微細，穿透力強，自然生香。推

　　　想好人、聖人，亦當如是。

3.　試水評壺

    　可以用品水的方法，知道一只壺是否堪用或二只壺的高下。

　　　無論是茶壺、燒水壺、茶海、茶杯，在其中倒入泡茶用水，三分鐘後再倒 

　　　出，取與原來的水品飲比較。如果變得比較不好喝，表示水經過這只壺後劣

　　　化。

　　　二只壺或二種容器，倒入相同的水，三分鐘後倒出品飲比較，水好喝的那一

　　　只壺或容器較優秀。二只以上，試法相同。

　　　材質不同物質波就不同，所造成的理化作用也自然不同。

　　應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快速、免費知道不同材質或同類材質製造的不同茶

容器的高下；例如，「茶道能量壺」比已測試過的一些銀壺要優秀許多。經過能量

銀壺的水，清甜圓潤，澀減韻長，深遠自然，格調清貴，帶有能量。

　　近年出現的岩礦壺，各家製作成分調配差異大，好壞懸殊，但也可用這個簡單

的方法測知。

　　關於鐵壺，蘇東坡早講過了，「銅腥鐵澀不宜泉」。用現代的話講，銅壺、鐵

壺燒水，會產生較多的銅、鐵變價金屬離子，因而催化茶多酚氧化，生成過氧化

氫，使綠茶都變成促氧化劑，產生活性自由基，影響人體健康。

　　人是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於我」，愛茶人應開發自己的潛力，提昇靈敏度，

相信自己的判斷，並與同道共同切磋。

行家用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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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暗火與火候

　　「相傳煎茶只煎水」，「活水還須活火烹」，「活火」在此是指有火焰的自然

火，特別是堅炭燒的火，是明火。

　　好的火力，穩定、均勻，有穿透力，調溫容易，安全性高，沒有不良氣味。

　　堅炭符合這些條件，如果因緣具足，我們仍可享受活火烹活泉的樂趣。

　　但今日時代不同，山泉古井早已被自來水替代，風、水、火力、核能發電的結

果，暗火的使用已比明火更為普遍，用松枝堅炭烹茶己成為奢想。

　　現代家庭最常使用的是電力和瓦斯。瓦斯是自然火，火力也足，但有氣味，產

生一氧化碳，不宜在室內長時間使用。

　　用電力燒水，簡便、乾淨、省錢，不失為一個好的折衷辦法。但也要注意以下

數點：

1.避免使用電磁爐或微波爐，現有產品的電磁波或微波的幅射量都偏高，長 

　時間使用對人體不利。人體實際感受如此，但有些研究報告還是會告訴你無 

　害。

2.電爐的電磁波幅射量較低，有的可以低到 0.1mG 以下，長時間使用較安全。而 

　且，電爐不挑鍋具，銀壺、砂銚、陶罐、玻璃器皿皆可。

3.電器用品產生右旋波，可使用「能量轉換器」（Magnet Radiation Reverter） 

　改變；或變換電插頭方向，再使用「能量棒」測試旋轉方向；或燒水後試水，比

　較二者優劣。

新的水處理技術和火力取得方式，會不斷改進、翻新，應擇優而從，與時俱進。

　　

　　燒水講究火候，前人講過不少，這裏僅提示數點：

1.煮水要大火快燒，慢燒久沸會使水分子間的含氧量會逸失，茶湯活性低，缺乏鮮

　爽味。用鍋爐蒸氣或大型熱水機加熱或保溫的水泡茶，茶湯會有熟味。 

2.絕大部分的茶，都需要用沸水沖泡。煮水要注意火候，仍以古人所講的初沸時的 

　「嬰湯」（「蟹眼」生，此時湯嫩力弱），和二沸時的「壯湯」（「魚眼」生， 

　開始騰波鼓浪）沖泡為準。過此，大濤鼎沸，反而無聲，湯老過時，是為「老 

　湯」。老湯滾久水味變，泡茶鮮活力不足。臨場時，要視具體情況活用。

3.歷代製茶方法、使用茶具、品飲方式、追求目標都有變化，對湯水火候的講究不

　會完全一致。今日茶藝變化日新，更難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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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泡時，酙酌茶葉品種、製法、厚薄、發酵程度、年齡、存放情況以及沖泡茶 

　具，再決定湯溫火候，只要泡出好茶湯就是對的。

4.「冷水泡茶慢慢香」，但僅限於綠茶或低發酵茶。而且須知﹕

　第一、冷茶容易傷胃、聚痰，所以要看季節、氣溫、個人體質、身體狀況，才能

　　　　決定是否喝冷茶。且不宜長久喝冷茶。

　第二、真正高檔茶不適合冷水浸泡，因為泡不出高檔茶的高香、異香、奇香、妙

　　　　香，可惜了。

5.即使是綠茶，有的綠茶也必須100度沸水沖泡。像「觀音王」，葉片厚、質地細

　密、做得緊結，或是西藏聖茶紅、白「老鷹」，為高海拔所產、野生，不是沸水

　都沖不開，難以透葉發香。

　即使需要低溫沖泡的茶葉，有時候也可先以高溫沖泡，再採用各種方法快速降 

　溫。

　　總之，天下之事，有定理無定法，只要懂得基本原理，斟酌個別情況，分別妥

當處理，能得到好結果就是對的，不必死守固定方法。

　　

　　真正的要點是，不論新舊、美醜、貴賤，任何持有的茶葉、茶罐、茶壺、燒水

與茶湯等，都必須帶有「肯定的能量」，因而在使用或飲用時，才會增強而非減弱

身體的力量。

　　怎樣知道，這杯水或這件器物帶有肯定的能量而非否定的能量?

　　有一個簡單又有效的方法可以測知，那就是「Ｏ圈測試」。

　　使用「Ｏ圈測試」法，也可以結合「試水評壺」法，自行測知器物（如銀壺）

能量的正負、強弱，而定其高下。

　　只要大多數人都懂得品水、試水評壺和「Ｏ圈測試」的方法，就具備自己分辨

東西好壞的能力。那時，偽劣品就會大量減少，東西只能越做越好；良性競爭，競

相比美，才是社會進步的正向動力。

朱泥壺 / 乾隆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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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泡、茶客、人數

　　買茶、泡茶、品茶的主角與能動者是人，「茶湯八要」中最要的是「人」。

　　人對茶湯的影響分兩方面﹕

　　第一、主泡的茶緣各有不同，他們在購藏茶葉、使用茶具、沖泡技術（包含茶

　　　　　量、水溫、火候、時間及特殊技巧），以及茶席氛圍與茶會進程的掌控

　　　　　上會有差異，這些在茶湯的表現上會反映出來。

　　　　　在相同條件下，同樣的茶由不同的人沖泡，也會出現很大的差異。

　　　　　執壺泡茶的是人，但每個人發出的振動頻率不同。先天稟賦、飲食習 

　　　　　慣、泡茶時進入的意識層級等，都會影響到發出頻率的粗細與強弱。執

　　　　　壺、置茶、注湯、倒茶時，手伸出的姿勢都屬於「尖端放電」，壺嘴尖

　　　　　凸也屬於「尖端放電」，因此主泡者（或分茶者）本身的頻率會直接進

　　　　　入茶壺（或茶海），影響茶湯。所以，茶湯的表現，主泡者的修為會成

　　　　　為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的人泡同樣的茶，其茶湯都會顯露個人的風格特

　　　　　色，或反映出他當時的心情、心境，也是這個原因。

　　第二、品茶人數

　　　　　泡茶者一人，品茶人數可以一人以上。隨人數的多寡變化，泡茶的難度

　　　　　與趣味意境，也會有不同。

　　　　　古人已講，「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 

　　　　　施」。（明‧屠隆《茶說》）好茶要分享，但也要養成一種好習慣，經

　　　　　常一個人泡茶喝茶。靜夜清晨，幽人獨泡，獨啜得神，獨與茶葉精神相

　　　　　往來，當做一種修養功課。此時，茶湯的品質完全由自己決定，在靜默

　　　　　地與茶的對話中，不斷獲得淨化、提昇與新的體悟。

　　　　　二人以上品茶，茶湯的表現就會受到茶客的頻率影響。人多口雜，層級

　　　　　不一，說長道短，好論是非，頻率紊亂粗糙，茶湯品質立刻下降。反 

　　　　　之，同心共識，有志一同，說話歡喜肯定，品飲靜默安然，同是論道 

　　　　　之茶友，共做入道的良伴，此時茶湯的表現必然令人驚喜。主泡應暸解

　　　　　茶客（茶侶），茶客也要配合主泡，共享茶趣，相互成全。

　　　　　所以人越多越雜時，泡茶的難度越高，也越能考驗泡茶者的功力。大型

　　　　　茶會自古有之，但像「武夷山茶道之旅」這般，由一人泡茶給七十人以

　　　　　上「品茗」，而且還能泡到一百分以上，自古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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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茶」的奧妙

　　想快速接通宇宙的能量，想節省好茶，想充分利用好茶的能量潛力並發揮到極 

　　致，都不可不懂「五行茶」。

(一)調茶──茶道的另一半	

　　「心靈茶會」要能辦得成功，不是只靠有好茶及會泡好茶。泡茶能泡出一百

分，最多也只是「茶道」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靠能讓每一個品茶者的細

胞都放鬆、共振。這才是茶道中最難的地方，最高深之處。

　　茶有茶性，人有體質，事有緩急，各個不同。針對個別需要、臨時狀況、茶席

進程，主泡者必須沖泡或調配相應的茶，來滿足當前的需要。

　　理想的主泡者，不止在泡茶，而且瞭解現埸每位茶客的體質和需要，他能掌控

茶席氣氛，用茶調整茶席頻率進入和平寧靜，最後調一壺好茶湯，點燃或引爆茶友

身中累積的能量，讓每個心靈超昇，找到自己的歸鄉路。

　　要調出這種好茶湯，是有條件、有學問的，它應是「五行茶」。

(二)	「五行茶」簡介

　　按照陰陽五行的理論，使用二到五種的好茶（主要是普洱，五種以上是例

外），調出各種不同的配方，展現茶中的五行能量。「五行茶」的變化非常神奇，

可以從茶中真實體會出中國人所講的陰陽五行的道理。

　　陰陽五行的理論和應用，精細複雜，是另類思維，自成一套邏輯。但在「五行

茶」的調配上，只需懂得一些最基本的陰陽生化、五行合化的道理便好：

　　一陰一陽之謂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物極必反，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陽

　　剛陰柔，柔必克剛。五行分先後天，生出之序和流行之序不同；五行又有生 

　　剋，生剋與合化又有別。

　　陰陽五行的基本道理不難理解，難在準確運用在茶性的識別和「五行茶」的調

配上。茶要組合得好，才真正完整。

　　每個茶都有它的茶性，茶性表現在茶或茶湯的「氣」、「味」上。茶性有陰有

陽，陽者剛，健動、上昇、燥熱；陰者柔，穩靜、下沉、寒凉。這個容易辨別，茶

湯入口，大概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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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論斷茶的五行屬性？

　　這個難言，只能喝了憑身體感覺。如先後泡二壺木性、火性的茶，對比之後，

輪廓較明顯。為何覺得它屬木、屬火？講不出來，這是裏面的感覺。因為身體裏面

的木，會跟茶的木講話。

　　不過，不妨參照下列三種方法識別：

　　1.感覺茶氣在身體內的活動特徵。木性，直上伸張；火性，炎上熱燥；土性，

　　　居中厚載；金性，堅實銳重；水性，流濕就下。

　　2.五行屬性不同的茶氣，會循經絡系統運行「歸經」，最後歸向五臟六腑。 

　　　木、火、土、金、水性的茶氣，會分別歸向肝、心、胃、肺、腎等臟腑。這

　　　與中醫藥的理論──某一葯材或食物對某些臟腑經絡具有特殊的親和作用 

　　　──是相合的。

　　3.同樣的，木、火、土、金、水不同屬性的茶湯，有可能會分別帶一點酸、 

　　　苦、甘、辛、鹹的味道。這需要專注的敏銳嗅覺。

　　

　　舉例說明，陰陽五行屬性明顯的茶品：

　　陽剛性強的茶：萬鴻記、同慶、敬昌、宋鐵、大黃印、四大岩茶。

　　陰柔性強的茶：紅芝、雙花、宋聘、銀河3号、愛海2号。

　　也有比較中性的茶，溫和清雅，如同昌號、廣南貢餅等。

　　或帶凉性的茶，如竹筒香毫。

　　木性茶：紅標宋聘，蔘香大沱。

　　火性茶：萬鴻記，木盒白針金蓮。

　　土性茶：福昌號，黃芝圓餅。

　　金性茶：藍鐵，末代緊茶。

　　水性茶：黃印圓茶，紅芝。

　　事實上，茶性單一純正的茶罕見難得，多半是以一種茶性為主，又帶有其它屬

性。純陰純陽的茶很少，就像人雖分男女，但常見男人帶幾分女性的氣質，女人也

會帶幾分男性的氣質。五行屬性的茶也是一樣，多半具有二種以上的五行屬性，只

是比例多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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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的陰陽五行屬性是怎樣產生的？推測應與茶樹品種、生長環境（緯度、海

拔、坡向、土壤、地靈、水氣）、製作方法、存放過程等有關。茶在存放過程中，

香會轉，茶性會變，茶氣也會轉強；陽性茶的茶氣剛猛、強勁，陰性茶則柔強、持

久。像「福昌老餅」，五行屬性水帶金，至陰轉至陽，先柔後剛。

　　不同屬性、年份的茶，茶氣不同，能量各有特色，只要懂得拼配，可以激發、

引爆出極大的能量，而這正是執壺者泡茶時的直接目的。

　　「五行茶」若依各人體質的屬性與需要來調配，能飲後調和，產生很大的力

量。如何知道各人體質屬性？從物質波就知道。

　　茶會人多，無論針對個人或照顧整體，要調好「五行茶」，需要更高的功力。

只有陰陽平均、達到平衡的「五行茶」，才會適合各種體質的人。

　　百回茶會幾乎均由「五行茶」殿後，茶友對「五行茶」也最好奇、喜愛。因為

前此未聞、未見，每次都會令人驚喜。

　　「五行茶」調得好，喝下去後，感覺不用鼻子呼吸，用身體呼吸，從皮膚進

出；好像金鐘罩一般，有保護力量；幾天之內，外面的濁氣、邪氣都進不來。但要

喝得慢，讓氣脈貫通，去感覺內在境界。只要眼睛一閉，整個能量就達到合一，而

且能量可持續好幾天。

　　百回茶會中，沖泡過八十三次「五行茶」，每次不同，已編号識別。下面先舉

一個經典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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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茶的經典之作

＃　五行茶82号：宋鐵1940＋敬昌1940＋銀河3号＋愛海2号

☆　能量一直進來，經絡好像一直在做按摩一樣，一直往上提昇。

　　臉馬上就發亮，整個人一直被化掉的感覺。

　　香很特別，一直往上推，腦袋空掉，茫茫然，很享受。

　　能量很強，「茶可醉人」，「茶能生善」，「茶可入夢」都是真的。

◎　這茶調得很完美，由中檔茶（「宋鐵」、「敬昌」）到高檔（「銀河3号」、

　　「愛海2号」），所以力量一直往上推，越喝越好。

　　「敬昌」香氣平平，與「宋鐵」（可用「藍鐵」替代，茶性同）、「銀河」有 

　　三角關係，產生互補作用。「敬昌」、「宋鐵」屬陽剛性，「銀河3号」， 

　　「愛海2号」屬陰柔性。兩個合起來，口感香醇，微細度又夠，很容易打開能

　　量開關，茶湯的厚實度產生動力，把外面能量往內吸，所以一直往上提昇。

　　它讓我們從意識層次進入潛意識，到超意識，很驚人。七個能量中心打開以 

　　後，吸收能量很快，像火箭昇空一樣，逐節脫落，最後推上去。

   這茶泡淡淡的，就有很大功用，很容易讓身體發亮，把陰的排放，給任何人喝 

　　了都安靜。能量持續力驚人，會吸宇宙能量，快速充電並充滿，會把負面想法 

　　轉為正面的，是調茶的經典之作。

五行茶11号的茶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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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行茶」三大主題

　　由於「五行茶」資料太多，下面只能選介三大主題，並舉例說明。

（一）分裂

　　把二種以上的普洱茶拼配在一起，利用茶的五行屬性、特性之不同，在沖泡時

產生分裂效應，而創造出強大的能量。拼配茶的等級越高，能量也越強。

　　以下三種「五行茶」，等級不同，但都屬分裂效應。

　　1.  五行茶66号：8582餅 + 彩虹

　　　　可以感覺到為何叫「分裂」。能量在身體中跑來跑去，全身暖和。有人感

　　　　覺上下不平衡，人被撕裂。

　　　　沖泡後，香氣、後韻有一點像「紅印」，但茶水沒有那麼厚滑。二股力量

　　　　融合之中，有一點分裂的作用。

　　2.　五行茶67号： 宋鐵1940年代 + 敬昌1950年代 

　　　　聞香即達百會，茶水柔順甘醇，身體由熱轉涼，明顯酥麻感，很舒服。

　　　　人在裏面打轉，容易入睡，放鬆入定。

　　　　心開，想哭或想笑，似搭電梯。

　　3.　五行茶68号：宇宙散茶 + 同慶散茶 + 風華再現 

　☆　A.茶湯柔柔、順順、轉轉，相當美。才喝一口，茶氣就往腦部整個擴散出  

　　　　去，三口喝完，一直擴散不已，然後找不到了，連身體框框都不見了。 

　　　　　　　　　　　　　　　　　　　　　　　　　　　　　　　　　( 羅 )

　　　B.一杯，入定，很快拉上去。二杯，非常細的無聲之聲，非常舒服，空靈，

　　　　不會形容。（ 高 ）

　　　C.裏面一直在看煙火，像原子彈般一直爆炸，光波一陣一陣襲過來，好像逼

　　　　近太陽，感覺光與熱。

　　　　後二杯，陰柔的力量帶動全身，很想起來打拳。(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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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和平，到達一更高境界，說不出來。( 朱 )

　　　E.不知不覺進入寧靜的宇宙間。( 林 )

　　　F.茶氣特別快，打嗝不斷，微笑，舌尖麻辣，茫茫然，極度喜悅、陶醉。 

　　　　　　　　　　　　　　　　　　　　　　　　　　　　　　　　　( 張 )

　　　G.忘掉茶質，感覺很通、很清、很和平。現在喝茶，感覺茶就好像是甘露和

　　　　生命的甜美，好像沒辦法像大家一樣入定；只是很清明的感覺，了悟茶是

　　　　一種能量，那是光，是愛。可以理解大家喝茶後為什麼有很多不同的啟 

　　　　示，為什麼會愛這個能量。（謝）

　　　H.今天的「五行茶」，從開始就讓我ㄧ直笑（伏案笑）。氣提上來，細胞笑

　　　　了，全身舒爽。後二杯時，全身發麻，熱脹，感到人飄起來。

　　　　喝第二種「五行茶」( 67号 )時，很好睡。

　　　　喝第三種( 68号 )時，也不曉得茶味，只覺得很快拉上去，一直旋起來，

　　　　感覺是坐在蓮花座上，不想下。( 葉 )

◎　這三壺「五行茶」，所有的過程都以「分裂」為主。從每個人的體驗，就可以

　　看出他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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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

＃　五行茶49号： 萬鴻記 + 白雞冠2003 + 彩虹 + 銀河 + 同慶散茶

☆  1.　茶氣很強，很深很深。百會一直跳，很好睡。( 羅 )

　　2.　第一杯就控制不住，不閉眼不行。先是頭腦昏沉，接著就很清楚，特別感

　　　　覺右邊毛細孔開張，左邊濁氣一直排出。

　　　　第二杯，有點冷，但還是很舒服。到第四杯調過來，豁然開朗。( 潘 )

　　3.　包羅萬象，身體構造的各種元素都在裏面，五臟六腑……由茶的振動力，

　　　　感受到宇宙力量的來源。( 林 )

　　　　◎（評茶中途）下大雨了，又是一個奇蹟，等一下感受又不一樣。這泡茶

　　　　是非常恐怖的茶，這泡茶讓我們往新的邏輯推進。

　　4.　陽的力量越強，陰的力量也越強。這茶內斂到滿出來，蠻舒服的。剛開始 

　　　　很不協調，但不協調中又有協調的感覺。然後漸入佳境，氣感沉穩，厚 

　　　　實。( 漁 )

　　5.　一杯，手開始麻。

　　　　二杯，任督二脈通，背部燙，全身很飽。

　　　 三杯，喝不下去，要溢出來一樣，氣超強。現在全身很飽和的樣子。 

　　　　　　　　　　　　　　　　　　　　　　　　　　　　　　　　　( 張 )

　　6.　一杯，飽起來。

　　　　二杯，整個心縮起來，氣往上衝，小嬰兒溜出去了。我知道我要出去，好

　　　　像體驗過死亡的感覺。( 葉 )

　　7.　心臟跳很快，全身很無力，後來很平靜，好像可以體會到「與神對話」。

　　　　當心裏在想：「奇怪，今天這茶有什麼特殊？」

　　　　竟然裏面有答案跑出來：「就是同一體。不管陰陽、男女、五行還是春秋

　　　　夏冬，都是同一體，它只是變化它的現象，其實本質沒變。」

　　　　第二個體驗是，好像可以透過自己的師父。為什麼師父那麼重要？她可以

　　　　帶你跟宇宙溝通。當你想師父、想跟師父溝通時，她就是星光體，你也是

　　　　星光體。

　　　　全身發熱、發光，心臟跳得很快，好像不勝負荷的感覺。每次喝「五行 

　　　　茶」，都有不是你想得到、期望得到的東西會出現，但身體很疲倦。(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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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入靜時，接通了宇宙力量、宇宙光。等出來時，突然

　　　　拉下來，身體的振動力一下子變粗糙，身體無法適應磁場的變化，所以覺

　　　　得痛苦。剛才葉也是一樣。

　　　　與宇宙光連接時，自己也變成發光，這時如拍照，可以顯現。接通時，每

　　　　一個人都會發光，在那個狀況下拍照，可以拍到人發光的照片。

　　　　這個茶非常奇怪，喝了以後很容易理解萬物同一體，所以馬上下大雨。當

　　　　我們放鬆無雜念時，與宇宙頻道接通時，腦中閃過的每個念頭都會成真，

　　　　宇宙的力量都會顯現出來。喝茶後等級越來越高，已經超越一般世間的邏

　　　　輯了。

　　　　豪雨的時候，就是天跟地連結的時候，可以享受天與地連合的感覺，也是

　　　　打坐充電最好的機緣。尤其若是在深山裏，這個機會絕對要把握。靜坐 

　　　　時，你會越來越微細，很自然進入宇宙的頻道。碰到這種氣場，振動力與

　　　　天連接的時候，你會一個晚上笑到天亮，這場雨來得太妙了！太妙了！

　　　　用五種剛性的茶，調出來的茶竟然融合到那麼和平，也算是一種奇蹟。

　　　　融合的茶，可以適合多種體質的人飲用。

　　　　有機會應再試五種陰柔拼配的「五行茶」，陰柔的力量永遠更強大，有可

　　　　能會產生更陽的力量。物極必反，有可能如此，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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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平衡

　　一般二種以上的茶拼配在一起，不是偏陰，就是偏陽。但茶要陰陽平均、平衡

的才完美，才是接近化境、高境界的茶。聖人陰陽平均，宇宙陰陽平衡，才是完

美。人與茶要能陰陽平均，才能進入「茶道合一」境界。以下舉示二例。

甲、陰陽平均的五行茶

＃　五行茶3号：萬鴻記1920以前＋雙花1930年代

　　由兩種至陽至陰的普洱拼配。

☆　茶氣上至百會，下至丹田，五氣朝元，綿綿不絕。有五種香，每一泡變出一種 

　　香，金木五行輪轉，聞不出真正的香。茶氣強，先是火樹銀花，過後內在清 

　　涼，入三摩地。

　　茶氣在體內運行，有五層感覺：1.先由陰帶領，循環感強烈；2.然後向四處發 

　　散；3.五行之五種力量各自發揮；4.五種力量漸漸融合；5.最後五種力量，找

　　到平衡點。

◎　這壺茶雖然只有二種，但其中有五行，五種力量都在。只是尚未達到很平衡，

　　火的力量多了一點，應該木的比例調少一點。喝這茶，身體內每種力量都會產

　　生，身體內的氣互相對撞，產生很大的力量，並很快接受宇宙力量。體內激烈

　　震動，當完全瞬間爆發時，立刻跟宇宙力量接通。

　　木生火，引爆後何啻產生十倍的力量。過後，很安靜，打通任督二脈絕無問 

　　題。到最後，其實是大自然的力量，已經不是茶的力量了。

　　喝過後，最好兩天之內不喝普洱，只喝綠茶。你會覺得醉醉的、嬾嬾的，身體

　　內的力量會引爆出來。

　　由於茶氣太強、太補，最後加泡一壺「珠峯聖茶」，幫助大家瞭解剛才喝的茶

　　是什麼茶。

　　品過「珠峯」，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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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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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完全平衡的五行茶

＃  五行茶62号： 末代緊茶1930年代＋六安茶1920年代

　　也是極陰配極陽，真正的平衡，完全平衡，絕配。任何體質的人都能入定，是

　　高等級的茶。極苦、極樂，極陰、極陽，都是相同的東西，融合平衡時，可以

　　產生極大的力量。

☆　1.滿口香甜，寧靜祥和，沒什麼境界，睡著了。( 陳 )

　　2.絕配。茶湯有藥的感覺，微澀，但口感很好。

　　　一種很穩、很安定的香，又很乾淨、平和。香氣一直到十七、八泡都有。

　　　茶氣很強，手拿第一杯時，感覺有些震撼。茶湯一喝，來不及思考，啪！一

　　　下就上去了。只有頭部以上的感覺，身體不需要感覺。( 潘 )

　　3.幾乎一杯下去，就被帶走了。入定，可進可出，很平和，平靜。（ 高 ）

　　4.（輪到謝發言）嗯～吁～呼～身體還在轉，這一杯令人很驚訝。

　　　從上一壺「銀河3号」開始，一直就要入定進去。入定時，就有一個聲音告

　　　訴我說，這個階段對我來講，是另外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不要用 

　　　「人類的方式」去思考。

　　　我突然覺得，前面兩個階段過去了，但在新階段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思考呢？ 

　　　或許可以用「造物」或「聖靈」的方式、角度、言語、行為去思考、言語、

　　　行為。聖靈的富足，就是我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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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五行茶」時，極陰、極陽的能量，簡直不可思議。極陽的能量，一下就

　　　讓身體開始膨脹，但跟以前的膨脹又不一樣。好像是聖靈帶你去體驗那個大

　　　力量，好像飄浮在大宇宙中，一時感覺害怕，但馬上有個聲音告訴你：不用 

　　　怕，因為聖靈跟你在一起，不用怕。那能量大到無法形容，往下看時才知 

　　　道，什麼叫「不要用人類的方式去思考」。

　　　另一個體驗就是「當下」。就是從過去的知識、記憶中解脫，放下對未來的

　　　害怕、恐懼。就是那個「當下」，很不可思議，你沒有辦法找出自己的身 

　　　體，好像聖靈在跟我對話，在教導我。

　　　從感受那種大力量中慢慢回來了，手腳是冰冷的，身體在顫抖，兩手沒力 

　　　量，很冷，身體一邊在轉、一邊在抖，很好玩，想喝熱的。這個體驗，讓我

　　　檢視自己，不需要擔心未來什麼，這些都要放下，但……活在當下。

　　　當下的察覺，自然會知道。照當下的覺知去做就好了，不需要知道未來的任

　　　務是什麼。活在當下就好了。( 謝一直用手拍頭 )

◎　這個茶真是為妳泡的。但「五行茶」的好戲還在後頭，更深的都不是人類的語

　　言所能表達。大家以為茶會結束，其實才開始，每個人都在檢視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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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特殊的「五行茶」

　　再舉二種最特殊的「五行茶」，一種已經實驗過，一種正期待實驗。

	

（一）世紀五行茶：	茶千歲

＃　五行茶73号：

　　宋聘1920年＋本記1910年＋羣記1920年＋雙獅同慶1920年＋

　　陳雲貴1900年＋雙花1930年＋萬鴻記1920年＋同興貢1920年＋

　　福元昌1900年＋吉昌號1910年＋同興1920年＋普慶1910年＋末代緊茶1930年

　　這壺「五行茶」應是史上首見，前所未有。起因是「行家」整理茶倉，將老茶

　　餅取出拍照存檔，共有二十五種。整理、拍照過程中，不免掉落些微碎茶，合

　　併成為一泡。其中茶量稍多一點的約有十三種，茶名如上。

　　十三種老茶的歲數，總計約有千年，所以戲稱「茶千歲」。以下摘取評茶要 

　　點，留個歷史見證。

☆1.第一杯的感覺，像是舉辦老茶高峰會，各自強調主體性和本國利益，有一、二

　　個國家的聲音比較大，味道比較顯。

　　第二杯，開始呼籲建立共同體，強調合作的重要性，說團結更有力量。

　　第三杯，好像建立了像「歐盟」的組織，並朝「歐盟憲法」推進。

　　第四杯，他們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哇，好有力量！（眾笑，阮）

　2.湯色黑棕，有蜜棗香，濃鬱的蜜樟香，雅緻的蘭桂香和宋聘香。香甜高雅，每

　　一杯都很迷人，口齒留香，令人讚歎和感恩。

　　雖用十餘種茶拼配，產生不同的茶味，但卻層次分明，且很調和，產生共同體

　　的茶香味。感覺全身都散發出茶香。

　　能量很驚人，喝了之後反而很精神，很清醒，全身也很輕鬆。頭腦卻又很單 

　　純，沒雜念，似乎細胞也在喝茶後笑了，開心了。（林）

　3.聞香酥麻。前二杯，百家爭鳴，意象繁複華麗，但彼此牽制，也交織成一張綿

　　密的網，衝不出去。

　　第三杯後，織網融化，光亮照射，如火箭發射後動力全開，冉冉升空，能量極

　　強，有點不太舒服，需要稍作調適。（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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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茶氣沉穩內斂，很像補品。

　　香有多種：野樟香、蘭香、宋聘香等。

　　茶色光滑，晶瑩剔透，且有飽滿的張力感。（潘）

　5.我的體質平常是不容易流汗的，即使運動都不容易流汗。但剛才一喝這茶，就

　　覺得全身好熱，接著就有那種「迸」汗的感覺，然後開始冒汗。這泡茶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大。（何）

　6.聞香杯一拿在手，豐富的香氣立刻令我產生幸福喜悅的感覺。但這種感覺很快

　　就消逝，轉換成「千百年盡在一瞬間」的感傷；不過這種感傷也沒維持多久，

　　心境又變成老僧入定般的平靜。暗自吟誦起蔣捷的詞：「少年聽雨歌樓上，紅

　　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

　　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此刻我的心境，正是這般

　　的轉折；亦如東坡的名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平靜的心境維持了一段時間，我作意讓自己起念頭，卻是感覺自己飄飄然如敦

　　煌壁畫中的天女，以飛天之姿，在無垠的青天白雲間飄飛。一壺茶喝下來，從

　　喜悅到感傷，轉至靜定到飛天，心境呈現了四個階段的轉折。（李）

　7.這泡茶好像是這趟旅行回來後給我最大的獎賞。

　　大陸旅行中，一路上，我對生命發現了很多秘密，像眼睛裡面的薄紗、薄幕，

　　一層一層的剝開。有些東西不太方便分享，因為那是宇宙的秘密。……

　　這是我生命的洗滌，實在是無法跟大家去分享得很清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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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一茶友即席獻詩：

宇宙能量的苦心安排

這又是一個陷阱

人喜歡追

又被名相拉回來了

總禁不起誘惑

當靈魂進化到

一定的高度時

喝水也甜

不喝也自在

                緣起自性空   ～ 鄭艷秋

　　水甜真自在，名相不可追；遊戲當知止，詩人意箴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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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待空前的實驗

　　以上只是舉例示意，實際上，「五行茶」的實驗空間還很大。

　　對一般茶友來講，「品茗會」用來調配「五行茶」的茶品，都太高檔了。那是

因為茶會因緣特殊，也是寫書工作上的需要。

　　「五行茶」不一定都要用這麼高檔的茶來調配。只要懂得基本原理，同好相互

支援，共同實驗研究，用低、中檔茶一樣可以調配出物超所值、令人欣喜的「五行

茶」來。中國茶葉的種類、名目眾多，「五行茶」的領域，真的還有很大的實驗、

創造的空間。

　　茶會還期待能有機會實驗另一泡「世紀五行茶」。

　　單一純正屬性、單一純正茶香的茶最難找，單

一純正還要年過八十的更難找，但要備齊分別具有

「木」、「火」、「土」、「金」、「水」五行屬

性和單一純正特殊茶香的五種老茶，是更難之難。

山分公母（牝牡），又別五行（堪輿家有「五星」

之名），植物生長在不同的茶山，得氣不同，秉性

各異，此自然之理。特殊的好茶，生長在特殊的茶

山，吸日月之精華、收山川之靈氣，經長期存放護

養，才能成為各別單一純正五行屬性的特殊老茶。

　　我們已知調配「五行茶」時，「融合」產生的能量大於「分裂」，一如氫彈

的威力大於原子彈一樣。所以，如果能將五種八十年以上、分別具有「木」、

「火」、「土」、「金」、「水」單一純正五行屬性和茶香的老茶，拼配在一起沖

泡，讓它們五行相生、循環引爆熱融合，那不知會產生怎樣恐怖的能量，如何震

撼、清洗、提昇飲者的身心靈呀！

　　如果再把這一泡「世紀五行茶」想像成「中國大地山川五行靈氣精華的熱融

合」，那又是多麼富有創意，多麼美妙、多麼壯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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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泡茶的秘訣

　　泡茶有技術，茶人各有心得，貴在說到做到。

　　泡茶是實際操作，由茶道先進帶領，現場觀摩聽講，親自執壺演練，虛心比較

研究，不憚創意實驗，是進步最快的方法。能泡出好茶湯就是對的。

　　茶葉分種類，等級有高低。不同種類、等級的茶，泡出的茶湯自然有異。主泡

的責任，就是泡出好茶湯，將好茶泡到極限，甚至超越一般人所認為的極限。

　　茶湯不是只由茶、壺、水、火和沖泡技術決定，還要看泡茶者的實際修為。泡

茶的當時，泡茶者所進入的意識層級，將能主控茶湯的品質。如果泡茶者能進入到

潛意識或超意識的境地，將高等的宇宙能量引入茶席，那時泡出一百分以上甚至

二百分的茶湯，不是不可能的。理論上如此，事實上也能做到。

　　因此，在具備「茶湯八要」的整體概念之後，泡茶的秘訣只是──腦袋空空，

什麼也不想，沒有意念，順着直覺，行雲流水地沖泡，自然地傾倒出愛心。只有在

腦袋空空、沒有意念或心思單純、意識空靈的狀態下，才容易接通、引入高等的宇

宙能量。

　　「茶道」泡茶是自然的愛心分享，不只是「我泡好茶請你喝」，那還有我相、

人相、布施相。泡茶時要無我（小我），才能無相、無念、無為，才能接通高等的

宇宙能量並注入茶湯。所以，每一小杯茶湯都傳遞上帝的愛，每一小杯茶湯都呈現

泡茶者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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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茗後，能量高時，才有好體驗。特殊、珍奇的好茶，它的能量也特殊、高

等，品後都出現特殊、高深的體驗。 

　　好茶助人入道，遑論奇香異茗。茶會品過許多超高檔的好茶，其中不乏奇香異

茗，本書選錄七種：（1）觀音王，（2）母株白雞冠，（3）母樹大紅袍，（4）藍

標／紅標宋聘，（5）古董茶－清末團茶，（6）茶聖－1820年代老普洱，（7）化

石茶－金瓜貢。這七種茶，茶友品得專心，體驗更見深入，記錄做得認真，量多且

又質高。大家都心存感激，想留下歷史見證，與天下後世之人分享。但因篇幅較

多，恐影響閱讀順暢，故改列為「附錄四」，讀者務請參看。

　　只有品過眾多好茶，體驗豐富深入，並曾進入心靈的高層境界，最後才能歸納

總結，為新「茶道」繪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形。

　　「茶道」品茗，是一淨化、提昇、回歸的過程，整個過程並非一蹴可及，它是

有層次、有進程、分階段的。以下是百回「歡喜品茗會」的品茗經驗總結，有架

構、有層級、有體驗、有境界，絕大部分為中外茶書不曾寫到。

茶道篇─以茶入道真神奇

攝影：簡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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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層次與進程

　　下表及其說明，只是概略示意，不算完整，但有助參究。

（一）	品茗的層次

　  口鼻氣味    顯意識層次（β波）眼、耳、鼻、舌 / 感官、本能、欲望

　　身體感覺    顯意識層次（β波）            身 / 感覺、推理、邏輯

　　　　　　　　潛意識層次（α波）            心 / 記憶、智力

　　心靈意境    潛意識層次（α波）       心（靈）/ 情緒、潛能

　　　　　　　　　　　　　　　　　　　　　　　

　　　　　　　  超意識層次（θ波→δ波）    心靈 / 超越理性、邏輯 

                                                       智力、語言                                             

　　　　　　　　　　　　第一層（淺層）創造力   內觀、想像

　　　　　　　　　　　　第二層（中層）直覺   智慧、喜悅

　　　　　　　　　　　　第三層（深層）靈性   穿越時空、同一體、融入宇宙

　　　　　　　　　　　　……無限意識、宇宙心靈

　　好茶觸動身、心、靈，依靈敏度之不等，品飲者的身心靈會出現不同的反應。

一般來講，反應是緩慢的，由表淺入深裏；意識是昇進的，由粗鈍入精細。只有大

師級以上的，才能瞬間走過，一下都通。

　　開始品茗時，都重香氣、茶湯，屬「口鼻氣味」層次的反應。茶湯能量發作，

茶氣開始運行，身體內外感受變化，屬「身體感覺」層次的反應。經過排濁去陰，

好茶助人身心平衡，感動心靈，入於靜定，出現一些內在的體驗，則屬「心靈意

境」層次的反應。這三個層次的反應，都有豐富的內容，詳見本節後文。

　　品飲者的反應，層次由表入裏，意識則由粗入細。心靈意識由（顯）意識層次

進到潛意識層次，再進到超意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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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時用耳、目、口（舌）、鼻、身來分辨、享用，它們是身體的感官、本

能，都要用到頭腦，屬於（顯）意識層次，腦波是β波（波頻在13Hz以上，波形上

下跳動、呈不規則狀），反映心靈還處在波動不安之狀態。逐漸放鬆、沉靜後，精

神集中，意識清晰，腦波變為α波 （8～13Hz，波形慢而較有規律），進入潛意識

層次，智力與情緒增強，推助發揮潛能。

　　品茗入靜後等如靜坐，若能持續到「深沉靜坐」和「極深沉靜坐」，則進入

超意識層次，腦波將轉變為θ波（4～8Hz，波形緩慢規律，熟睡狀態）和δ波

（0.5～4Hz，一條平緩的曲線，超越熟睡狀態），超能力、靈感、心想事成等都成

為可能。許多深入的品茗體驗，都是在進入這個層次後出現的。

　　超意識心靈層還可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淺層，心靈進入超意識的精細層面，超

越理性和邏輯，表現出創造力。 第二層是深層，心靈跳脫出「感官的牢獄」，運

用超感官知覺，此時智慧發露、充滿內在的喜悅。 第三層是極深層，心靈進一步

達到絕對的寧靜和喜悅，感覺瞬間穿越時空，萬物一體，融入宇宙。之後是無垠的

宇宙心靈世界，言語難以表述。

　　心靈意識越深入，體驗境界越高超，越少有人達到，也越難講明白。

    茶書所載，自古茶人品茶體驗，似未越過超意識淺層以上。

（二）茶道的進程

　　「茶道」品茗，重視茶氣（能量、頻率），以好茶為媒介，借助茶力幫助品飲

者提昇意識層級。好茶難得，以目前所知，大約五十年以上的才可能達到潛意識層

次，七、八十年以上的才可能達到超意識層次。

　　舉例來說，喝「同興1930」，還有頭腦，在潛意識層次，會自動打坐，看到內

在的光。「百年烏龍」，可到超意識層次第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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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好茶不等於「茶道」，不喝茶也不是就不能入道；只是茶乃高等眾生，借助

茶力，容易入道，容易進入高等心靈意識層次，與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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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通宇宙的能量，進入潛意識心靈層次，看到內在的光和聽到內在的聲音，

才算進入「茶道」。進入茶道後，仍有三個進程：

　　第一層　茶　氣：明顯感覺茶氣造成的「身動」和「氣行」，品茗後喜歡靜 

　　　　　　　　　　定，步入心靈的世界，重視心靈意境方面。此層尚淺，一般 

　　　　　　　　　　都屬於進入這一層。好茶可以接通宇宙的能量，靠它把身上 

　　　　　　　　　　的氣脈打通，速度會快許多。未進入「茶道」之前，品茗會 

　　　　　　　　　　特別重視或只重視茶質的部分（色、香、味、形、滋都與此 

　　　　　　　　　　有關）；進入「茶道」新領域之後，品茗重視真正內在的體 

　　　　　　　　　　驗，開始跟內在的聲音溝通，回歸生命的源頭。就像老子所 

　　　　　　　　　　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層　光明地：第二層是深層。入定深時，意識很清楚，但常感覺不到身體 

　　　　　　　　　　的存在。進一步入定很深時，變成很清明、很有覺知的狀 

　　　　　　　　　　態。

　　　　　　　　　　接通高境界時，感覺融入到一個光明地。眼睛睜開時，看到 

　　　　　　　　　　眼前仍是一片光明；再把眼睛閉起來，看到仍是光明地。這 

　　　　　　　　　　時會突然了解「見山還是山」的道理。雖然同樣是「見山是 

　　　　　　　　　　山，見水是水」，但和凡眼所見的境界不同。「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是落回地面，同樣是在地面，但返樸歸真、和光 

　　　　　　　　　　同塵、聖凡不別，境界是不一樣的。由此推知，「平常心是 

　　　　　　　　　　道」，此「平常心」非彼平常心；「行走坐臥都是禪」，此 

　　　　　　　　　　「行走坐臥」非彼行走坐臥；沒有真實體驗，莫作一般看 

　　　　　　　　　　待。

　　第三層　清涼地：一聞就進入清涼地，是茶道中比較高層的，自古以來只有少 

　　　　　　　　　　數人能達到這個境界。直入清涼地，極度喜悅、快樂，是絕 

　　　　　　　　　　對境界。這是以往很多大師都渴望達到的境界。

　　「行家十二級茶」的茶名，代表茶道品茗心靈意境的層級。從「浪漫」開始，

經歷「幸福」、「喜悅」、「彩虹」、「真愛」、「甘露」、「開悟」、「銀

河」、「宇宙」、「真善美」、「風華再現」到「返樸歸真」，最後更上一層到

「愛海」，這是一條生命回歸的道路，也是一條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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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回茶會與百回茶會之後：

　　百回茶會分三階段進行，基本成員走完一趟追求「茶道」的心靈之旅，認知並

體驗「茶道」的新義涵。茶會到最後階段，訓練不用言語，不用頭腦，用心靈溝

通。能夠用心靈溝通時，「茶道」就進入比較高的層級，茶會將再提昇一個層次。 

　　百回茶會之後，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茶旅」次數增加，成員樂於跟隨會長

到世界各地分享「茶道」。

（三）盧仝〈七碗詩〉的心靈意境

　　好茶淨化身心靈，盧仝〈七碗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就描寫到品茶

後「身、心、靈」變化的情景。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解渴、潤喉、去煩，處於身體感官階段。

　　「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從第二碗至第三碗，詩人心理產生微妙變化，搜盡枯腸，想以文字表達內心感

受，但又恐訴之不盡，誇張地說要用五千卷文字才寫得完。四到五碗間，茶湯熱，

茶氣行，發輕汗，似乎又回寫身體變化，但氣佈周身、毛孔全部打開，所有人間的

煩惱憂愁、平生累積的憤恨不平，隨之煙消雲散，用文字抒發已顯得多餘，這是從

心理層面提昇到性靈層面的轉折。

　　「五碗肌骨清」，茶氣入骨，毛孔全開，散熱排濁，從表層肌肉到裏層身骨都

感覺清涼。身心關聯，肌骨清則神清氣爽，好似脫胎換骨。

　　「六碗通仙靈」，則腦中出現景象，看到境界或接到仙靈。

　　「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

欲歸去。」六碗時接通宇宙能量，七碗時則已神遊。氣強飽足，再喝一碗，只覺兩

腋生風，飄飄欲仙；詩人慕道，潛意識中，渴望乘此清風回蓬萊仙山去也！

　　〈七碗詩〉是好詩，傳頌千古。「行家十二級茶」茶名，代表飲者品飲時可能

到達的境界，可以用來對照〈七碗詩〉。「浪漫」、「幸福」、「喜悅」包含身心

的放鬆、淨化、愉悅，「彩虹」已出現內景，靈性昇華，「真愛」出現。「甘露」

滋潤，肌骨清涼，飄飄欲仙。六碗通仙靈，應是「開悟」的等級。七碗神遊，乘習

習清風，歸蓬萊仙山，是遨遊在「銀河」的等級。



87

　　但「銀河」之上有「宇宙」，「宇宙」之上還有「真善美」第十級茶。如「黃

錦堂1920」茶餅，柔順甜美，輕鬆自在，感覺上是在另一個時空中喝茶，身體半透

明，甚至是光亮的。十一級茶「風華再現」，振動力極微細，已超越物質的層次，

光與音流極輕柔微細，如夢似幻，不可捉摸。至於頂級的「返樸歸真」，如1900年

代的「陳雲貴」、「萬鴻記」、「紅芝」茶餅，具有類似檀香、沉香、靈芝等佛國

奇香，聞香幾可入定。品飲當下，時間靜止，一如坐忘，空空如也，但又非常清楚

的意識到這個「我」始終如如不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整個品飲過程的轉折，

由驚艷、感動到反聞自性、圓融、止於至善，一氣呵成，兼具「真善美」與「風華

再現」的特色，到最後回歸真我，是為「返樸歸真」。

　　以此而論，神遊「銀河」，置身星際外太空之中，還只是中級階段，不算太

高。級外還有更高的「愛海」！

　　「愛海」等級的茶（已編号的有四種），已達化境，口感從有入無，入口即

化，無味之味，感覺人沉浸在宇宙無邊的愛力之中，內在沉睡的靈魂感動到甦醒過

來，與萬物融為一體。此時，處於超意識狀態，只能意會，非可言傳。品完茶後，

感覺脫胎換骨，內在已被淨化，重新燃起對生命的熱愛和喜悅，會想要擁抱所見到

的每一個人、甚至天地萬物，完全體現出「愛海」的真實涵義，不用刻意標榜，

「茶道」的精神已不言而喻。

吳季如抓布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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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鼻氣味

（一）形色與滋味	

　　茶有「色、香、味、形、滋、氣」，其中以「氣」最為重要，其次為「香」與

「味」，「氣」也表現在「香」與「味」上。

　　「形」指乾茶、葉底的形狀，專家從一片葉子，就可以知道茶葉品種、茶菁級

別、採摘精粗、種類製法、存放情況等。

　　好茶必有好湯色，湯色以清亮鮮麗為貴。茶的優劣，通常會在湯色上呈現出

來，行家目擊心知，八九不離十。對湯色的形容只能講個大概，很難精準描述。因

為事涉光學原理，影響湯色呈現的變數多，而形容色澤的文字有限，且無關宏旨。 

　　「滋味」是名詞，但「味」是味道，「滋」是口感。滑溜溜、軟綿綿、甜滋

滋、乾澀、QQ、有活性等是「滋」。味有許多種類，都取「天真」（天然本色），

以醇、和、鮮、爽為貴。

　　「味」又延伸為「韻」，合稱「韻味」，韻細而隱退，所以稱「後韻」、「回

韻」。好的茶湯才有「韻」，韻以圓潤、厚重、深遠、悠長為貴。特殊的好茶必

有特殊迷人的韻，令人留連忘返，回味無窮。例如，高級岩茶有「巖韻」，極品

「鐵觀音」有「音韻」（觀音韻）或「觀韻」；普洱老茶要有陳味「老韻」，講究

「甘、醇、氣、化」。不論新茶老餅，最上等的，都會覺得入口而化。

　　品茗必先鑒形觀色，繼聞茶香，後賞韻味。鑒形、觀色、聞香、辨味、賞韻屬

於視覺、嗅覺和味覺的活動，是感官的覺受。感官的覺受會受到主客觀條件的影

響，當然是主觀的，不會都一樣，但也很少會完全不一樣。

（二）普洱茶香

　　喝普洱茶聞香是近幾年的事，而且只有極少數人。一般人不知普洱茶有香、很

香、要先聞香，因為很少有機緣喝到好普洱、老普洱。

　　「普洱」茶香的特色是有「陳香」，這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品過眾多「普

洱」後，便知它的香氣內涵是非常豐富，多元且有層次的，遠超過一般的想像。

「普洱」茶香中，除了清香、甜香外，還有可能會出現：

　　花香──茉莉香、玫瑰香、桂香、國蘭香、百合香、曇花香、蓮香……

　　果香──龍眼香、棗香、蘋果香、梅子香、青梅香、烏梅香、紅豆香、豆香、 

　　　　　　綠豆香、荔芝膜香、南瓜香、冬瓜香……

　　木香──樟香、杉木香、檀香、沉香、靈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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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葉香──竹香、荷香、竹筒香、棕葉香、薄荷葉香……

　　此外，還要加上蔘香、蜜香、乳香、糯米香、脂粉香、仙草香、土香、特殊的

葯香、麝香等等。

　　香氣有時會混合，如花蜜香、蜜蘭香、蘭桂香；有時以一種香氣為主又帶有別

種香，如「好似老梅樹枝幹上開出的蘭花香」。

　　陳年茶會朝「甘、醇、氣、化」的方向轉化，茶香的微細度和振動力會有變

化。越微細的能量越強，靈氣越高，也越高級。真正高級茶要聞其香，香中融入真

善美，像「宋聘」就是萬人迷。但再往上去，茶香愈趨微細。一百二十年以上的茶

香，人間語言無法形容，因為已不是人間的香，一般人也不一定嗅得出來，只有靈

性意識到達一個層級的人才會喜愛。

（三）聞香須知

（1） 品茗一定要聞香，不聞香等於損失掉一半。茶之可貴者在茶氣（能量），好 

　　　茶在高溫沖壓浸泡下，香氣四溢，此時應趁機吸收，讓能量直接進入循環、  

　　　傳導系統，否則浪費掉就太可惜了。好的茶湯，只聞不必喝，就能靜定。甚

　　　至，更好的老茶，打開小茶罐一聞，不必沖泡，聞香入定。

（2） 使用專門的「聞香盃」聞香，效果較好。聞瓷盃蓋，嗅空壺底，也是好方 

　　　法。如果有機會用「茶道能量戒」聞香，更知其妙。

（3） 嗅三香──純正單一的香氣很少見，通常都是包含幾種香氣。各種香氣的頻

　　　率不同，釋放的速度快慢不一。最好的「觀音王」，十泡之內每泡香氣不 

　　　同。通常，茶越好、香越多元，變化豐富，有層次感。要讓每一泡的茶香單

　　　獨呈現。聞香可以從高香嗅到溫香、冷香，有些茶在杯溫下降時才溫暖吐 

　　　香，有的茶杯底留香，其香冷艷，都要把握時機才嗅得到。

（4） 老茶會轉香──茶有生命，後發酵的茶如「普洱」，會繼續成長變化，經過   

　　　歲月的積澱，好似沉潛修煉，會轉化出其它高級的香氣。如原本樟香的茶，

　　　有可能轉出蘭香、檀香甚至靈芝香來，它會變得越來越微細，越來越高級，

　　　越來越有靈氣。

（5） 香有高低、清濁、強弱、長短之別，自然以純正清高、馥郁悠長者為上。茶

　　　的香氣有變化的曲線，由薄弱低下轉濃厚高強，再轉平淡悠遠。超高檔的老

　　　茶香氣變成清雅淡遠，由絢麗歸於平淡，但振頻更微細，能量更強、更有穿

　　　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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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聞香秘訣

　　聞香各有技巧和心得，這裡另講一種「茶道」的聞香秘訣。

　　茶香多元，「五行茶」拼配數種茶，茶香更複雜。「茶道」聞香的秘訣，關鍵

在不用頭腦，而相信直覺：

　　聞香之前，先把自己放空，深呼吸，閉眼，然後將聞香杯朝內從鼻前橫向移 

　　動，一閃而過，聞其香氣。這時每一種茶氣會單獨散發出來，茶氣微細的速度

　　快，不同的茶氣會先後散發出來。  要相信直覺，用頭腦算計，永遠答不對。

　　我們講的是「茶道」，是心靈茶道，是內在在喝茶；討論、邏輯會把自己搞 

　　亂。  

　　直覺是上帝保留給人類的神通，越放鬆越沒有頭腦的時候，才是茶道；訓練用

　　頭腦思考的話，不是茶道。每一次都是傳達這一種訊息。

（五）聖妙香

　　劉秉忠詩：「舌根未得天真味，鼻觀先通聖妙香。」香能稱「聖」，應是非凡

不俗；香而言「妙」，表示靈變不測。原株母樹的茶，一些頂尖的名茶，真正高級

的老「普洱」或高級「五行茶」，它們都具有極其特殊的香氣，超越蘭香、檀香

的等級，變化莫測，而且都有自己殊異的特色，不會重複混同，無法用言語說清講

明。

　　它們的共同點是，幽、奇、玄、遠，富有靈氣，若存若亡，振頻極微細或超微

細，靈魂會被它感動。因為這些香感覺不是凡間世俗的香，像是上界的「真香」，

言語不足以形容，所以只能說是「高等星球的香」、「從香華天來的」、「似九品

蓮花香」、「佛國奇香」等。所以，有機緣品到這等茶，「觀」到這等香的人，是

很有福報的。

　　自古都言「書可入聖」，不知茶香亦可「入聖」。品茶能聞「入聖」之香，則

以茶「入道」，應是輕鬆自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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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體感覺

　　喝茶是喝茶的茶氣，也就是能量。茶氣經由鼻孔、口腔進入體內，會引發、導

致種種不同的身體感覺，但大體不出以下所述範圍。

（一）冷、熱、酸、麻、脹、痛、刺、癢、暈、飽

　　茶湯入口後，特別是初品茶者，可能出現「冷、熱、酸、麻、脹、痛、刺、

癢、暈、飽」其中一至數種的現象，這些都是茶氣在身體產生的作用。讓它自然發

生，自然消失。

　　熱、麻、酸、脹等，都是常見的氣感。冷、熱有時交替，偶見身體一邊冷、一

邊熱。「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茶氣在身體內遊行，氣脈不通，前進遇阻，衝淤

通關，會有酸、痛的感覺；行氣、衝撞、排泄，會讓人感到脹、痛、刺、癢，以指

尖最為敏感。

　　以上皆屬正常現象，繼續喝茶，衝過去就好。

　　熱時氣脹臉紅，常見手心刺麻，手面臌脹，甚或頭皮發麻。有茶友喝好茶時，

常見指掌通紅且軟，被稱為「紅綿手」；甚至出現，兩掌相合一長一短的現象（約

差一公分）。

氣沖腦門，頭重微暈，似睡欲醉。氣飽全身，神清氣和，如坐躺椅之逍遙。氣飽不

思食。

像紅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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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氣、出汗、滴水

　　好茶能量強，振動力微細，喝進去後會有排濁、去陰、充電的感覺。

　　濁氣、陰氣排掉，加上身體補充能量，茶後，每一個人都變年輕許多。

　　因為能量強，身體發熱，毛細孔張開，自然出汗。

　　有時，裏面清涼，全身流汗像流水一樣，但不覺熱。有時，裏面熱，表層非常

涼。久喝好茶，體內清淨，流的汗會是香的。

　　好茶淨化身心靈，把身體的濁氣趕出去，把不好的品質洗掉，身心會很愉快。 

　　人各有體質，寒熱、虛實、內外五行屬性不同，同一泡茶喝下去，感覺反應有

可能差異很大。差異大時，或身抱火爐、或掌如寒冰。

（三）心跳、喘氣、窒息

　　茶氣發生作用，心跳、脈搏加快，臉色會轉紅或轉白。

　　吸氧量增加，有時會突然感覺像在高山缺氧一樣。

　　茶氣太強、心跳加速或勉強出定時，也會微微喘氣或微微顫抖。

不只流汗，指尖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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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動」與氣「行」

　　茶氣發生作用時可能出現各種「身動」，外有可見之搖動（包括擺動與晃

動）、振動；內有體內感覺之振動、轉動、脈動、律動。後者內在隱沒，二者可在

同一杯茶後出現在一人身上。

　　茶香入鼻、茶湯入胃後，能量發生作用，感覺茶氣行於體內；或循固定路線

「運行」，或走不定路線「遊行」。茶氣有粗細，行動有昇沉，範圍有大小，層次

有深淺，力度有剛柔、強弱、迅緩之別，也有穩定度的不同。

　　如果食物不夠乾淨，身體就只有粗糙的力量。茶與身體的振動力，二種力量相

沖，身體才會振動、搖擺。所以，飲食乾淨很重要，吃素身體才和平，頻率變細，

宇宙的力量才容易進來。身體淨化了，擺動與晃動自然減少或消失。

　　「身動」與「氣行」常混合出現，舉一個比較少見的綜合例子。品「五行茶 

5号」時，一茶友只喝一杯，便双手置大腿上，掌心向上。隨即感覺氣動：

　　1.氣滿全身。

　　2.下丹田處有氣隨身體中線一直盤旋而上至百會。

　　3.身體前後方向有節奏地晃動，氣仍在中線盤旋。

　　4.前後動作停止，開始左右方向晃動。

　　5.左右動作停止，開始向下垂動，時間較短。

　　6.氣向全身漲，一會兒就停了，自然開眼。

　　7.醒後，後頸有涼感，以手撫按有聲。

　　8.晃動時，心情平和，任其自然，無憂無懼。

（五）有關「茶氣」的體驗	選錄

　　1.茶氣能量強時，一入口即引導身體的脈動，轉入周身的貫通，胸口熱熱，腦

　　　中一片空無，淨化很快，讓人快速入定。那時感覺，只有生命的跳躍和宇宙

　　　的振動是一貫相連的。

　　2.那是一種很清楚的睡著，身體是跟著宇宙很微細的律動及室內音樂的節奏在

　　　振動、在旋轉。可是事實上，靈魂又很清楚，很自由的感覺。

　　3.一喝，身體馬上一直旋轉，腦袋空空的，沒什麼想，只有轉的感覺，而且轉

　　　得很舒服。突然了解到，這就是星球與宇宙的旋轉。當身體處於很寧靜狀態

　　　時，我們個體也能感覺到大自然磁場的帶動，就像腳踏車大齒輪帶動小齒輪

　　　轉的原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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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氣直聚丹田，下沉至腳，隨即上昇沖至天頂，又往下、往前湧至手指。氣息

　　　變急促，上身熱，全身無聚氣結處。耳熱，聞豆香，氣直下，覺背涼、頸 

　　　涼。全身氣水平往返移動，全身發熱。氣繞行全身，靜下，呼吸氣長，水平

　　　如浮舟。感覺全身平衡，氣滿，氣呼出，腹長縮，呼吸順。

　　5.氣凝玄關，上沖百會，後走皮、肉、骨、經絡，四肢末梢皆有氣，勞宮穴振

　　　動。氣感綿綿密密，全身毛孔暢通。可以看到光、境界，但很快過去。

　　6.閉目聞香便醉，茶氣直沖頭頂，不是線狀而是片狀、帶狀。未飲，手指間已

　　　充氣，手掌若抓一氣球。緩慢伸手取杯，第一杯便覺得體氣充滿，身體內溫

　　　熱，皮膚毛細孔張開，手臂清涼，但畏窗氣。臉面身體流汗，舌底鳴泉，嘖

　　　嘖有聲，唇舌自然的吸啜動作，長時間持續，而且中間有變化，聲音大小高

　　　低，動作快慢轉換，若有旋律，真新鮮有趣。

　　　實際上，這茶喝一杯就夠了，已入定了。但因主人已倒第二杯，這是「百年  

　　　宋聘」，不能不喝。眾茶友幾乎都在入定，杯中也是有茶未飲。

　　7.茶氣似海，很包羅，很多東西在裏面。眼睛一閉，很快很舒服、很亮、很自

　　　然。很快，不需要一、二、三數綿羊。

　　8.茶氣強，打嗝幾次後，像原子彈般向上衝，任督二脈全開，腦內空無一物，

　　　全身似輕飄浮狀，進入三摩地境界。陶醉、享受！渾然忘我！

　　9.茶氣非常強，似萬馬奔騰，隨後很快靜下來，靜到太靜了……好像什麼都沒 

　　　有。

　　　無聲之聲變成大聲，很舒服，一直在那境界裏。

　　喝好茶可以接通宇宙的能量，宇宙的能量強大，靠它容易把氣打通，速度會快

許多。宇宙的能量會發出亮光，光到那裏，磁場就改變了，淨化了。利用宇宙的能

量打通身體的病痛部位，速度最快；利用宇宙的能量打通身體的經絡穴道，速度也

最快。好茶能幫助我們接通這個力量，馬上得到，所以喝茶淨化提昇的速度很快。

這也是為什麼練武、學（漢）醫、修行的人，只要一接觸到好茶的能量，就會緊追

不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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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靈反應

　　好茶的能量，不但引動「眼、耳、鼻、舌、身」的官能反應，而且也會感動或

提昇人的心（思惟、感情、精神、意志）靈（靈性意識、靈魂）。心靈的反應，有

的顯露可見，有的潛藏內在，不是都能看得出來，當事人想講也未必都能講得出

來。

　　真正的好茶，可以觸動人的靈魂，提高靈性意識的等級，讓人得到昇華。因

此，「茶道」品茶已不止是肉體小我在喝茶，到最後，是我們的「內在」在品茶，

是真正的主人公在品茶，在泡茶。

（一）鬆靜、喜悅、感動

　　光是聞到好茶氣，就會讓人放鬆、喜悅、笑起來。

　　喝茶就是放鬆，好茶讓人輕鬆，不但口腔輕鬆，身心靈都輕鬆。一直鬆，一直

打開，所有的道都是「鬆」。

　　放鬆讓身心都安靜下來，越來越沉靜，振動力越來越微細，人越來越和平，感

覺身心都被洗滌，受到愛力的加持，喜悅，感動，感恩。

　　喝茶喝到最後會像小孩，返璞歸真。

（二）意象

　　茶性分陰陽，茶氣各種類，湯味香美，入口後感動心靈，會引發飲者的想像或

聯想。飲者腦海會浮現某種單純的意象，甚或進入渾然一體的境界。

　　舉例來說，「從來佳茗似佳人」，以女性比擬，名茶各有特色，令人產生各種

意象。「碧螺春」纖細嬌柔，譬若尚未及笄的少女；「綠鐵」清麗絕倫，恍若不食

人間煙火的仙女；「獅峰龍井」清雋超逸，好似浣紗溪畔的西子姑娘。「大紅袍」

花香繁複，加上岩韻，貴氣逼人，宛如國色天香的牡丹，帶有母儀天下的威嚴；喝

「愛海」，感覺像「媽媽的愛」，無限包容，愛力滿懷，好像有一隻手一直在撫摩

你。

　　「天信號」苦而有節，似高風亮節的君子、隱士；「鐵羅漢」生長在岩壁沙

礫，茶氣剛猛，品過便覺茶如其名。喝「陳雲貴」，就如在冬日暖陽下，和一位親

切、自在、溫馨的百年智者相遇聊天。

　　喝「觀音王」，感覺它好像是鮮活、嬌嫩、有活力的春天，滿園百花盛開。但

秋茶經歷酷暑，喝起來就多了點秋天成熟的況味，彷彿秋天午後微帶金黃色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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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帶點離別艷夏的感傷，卻輕快明亮。

　　喝「宋聘」時，則像坐飛機，身處萬里高空上，窗外一片祥和、明亮、清朗、

乾淨，雲霧都在你下面……

（三）入睡、入夢、入定

　　喝茶靜下來時，容易入睡、入夢、入定，三者有時候還分不大清楚。

　　一般人只知喝茶刺激提神，不容易睡覺。實際上，好茶、老茶一喝，人放輕

鬆，很容易進入似眠非眠狀態。好茶喝過兩杯，只覺剛一闔上眼睛，就已進入入定

狀態。

　　沒有打坐也睡著了，實際上是一種入定，身體好像在那裏睡覺。

　　朦朧中還能聽到茶友講話，但卻感覺身體似乎化掉不見了。

　　入定深時，茶會結束，茶友都離桌，甚至離開了，卻還兀自坐在那裡不動。

　　入定更深時，能感覺到什麼叫靜止的流水，時間、空間根本不存在，一下子過

幾個小時，好像一剎那一樣。

會後眾人合照，一人兀自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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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笑與哭

　　喝茶受到感動，自然會笑、會哭。笑比哭多，表現形式、深度、強度各有不

同。想笑、想哭，其實一樣，是感情自然的流露，不必壓抑，釋放過後就會得到淨

化、昇華。

　　好茶不必喝，一聞就笑了。

　　茶湯入口後，茶氣累積增強，全身放鬆，似乎每個細胞都在開口笑。

　　58回茶會是很特別的一次，可以稱為「笑會」。茶會從頭笑到尾，特別是喝了

「黃錦堂1920」以後，笑聲長久連續不斷，各種變化都出人意表。茶會記錄：

　　「行家」的矮房鄰近省道，窗外車聲不斷，大卡車轟聲而來，摩托車呼嘯而 

　　過，室內有背景音樂輕聲播放，斷續聽到注湯、舉盃、置盃、吐氣、打嗝的聲

　　音。但茶友卻渾如不覺，各尋自己的茶路，一室沉靜。

　　這時，平日少言的葉老師，突然大聲爆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無法控制，停不下來。她大概已經忍好一會兒了，但到最後還是控

　　制不住爆開了。一旦爆開就不可收拾，持續不停，聲音不是普通的大，至少就

　　她的體型而言，從未聽她發出如此大聲，而且頗有力度，很有內容。必定感覺

　　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事情，才會讓她如此大笑，她無法逃離那非常非常可笑之事

　　的籠罩。

　　如此突然、反常、失態、莫明的長時間大笑，並未嚇到同席的茶友。他們兀坐

　　不動，有的繼續閉目入定，有的露出眼縫瞄一下又合上，有的也哈哈一笑。這

　　個哈哈一笑，那個也哈哈一笑，這一笑開，像傳染病一樣迅速蔓延，全部大笑

　　起來，聲音有大有小，笑法各自不同，笑些什麼？不知道。笑有什麼可笑？笑

　　莫名其妙？笑一起大笑很好玩？笑這個奇怪的茶會，每個人都很奇怪？……沒

　　有人問為什麼，但大家就是開心的大笑，自在的長笑，沒有任何不安。笑聲持

　　續不斷，長時間不斷。

　　由於茶友圍桌而坐，笑聲從茶桌四周發出，而聲音是往上飄的，長時間的各種

　　笑聲環繞茶桌發出，在中心上方匯集，形成一首笑聲奏鳴曲，那種快樂、肯定

　　的振動頻率，想必穿屋而上，直達雲霄，並向宇宙發送。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哦！想必上帝也覺得好笑，並加入成為一伙吧。

　　喝茶後會有哭笑的反應，這在茶會早已不是新鮮事，只是這次動態範圍大，比

較震撼。但茶友們都像沙場老兵一樣，不受驚動，固守席位。葉先是雙手捂臉遮口

大笑，繼而彎腰伏案大笑，笑太久了，怕影響大家，也不好意思，只好起身跑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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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另一茶桌邊繼續大笑，一邊大笑，一邊又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真的很好笑！」

但就是說不出來。笑得太厲害，她沒法喘一口氣找到空隙說話。最後，葉表示不說

出來會很難過，於是連笑帶喘，斷斷續續講出下面一段話：

　　「1920黃錦堂」一杯下肚，都還沒喝出茶味，一下就被拉了上去。更奇妙的是 

　　竟然演出了續集，接續前一杯幻化之境所看到的情境。(見本節(七)神遊)向下 

　　望，看到一群人在喝茶；向上看，一條美麗的彩虹從天而降，而自己竟然在瞬

　　間就能順著彩虹攀爬而上。此時看到的，又是另一種境界。漫遊期間，偶然發 

　　現一群人在喝茶，不自覺躲在一旁窺視。這時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問：「什麼是

　　道？」主事者答：「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說，道是不能

　　言語的，道法自然，自然就是道……」怪哉！怎麼跟我們會長說的一樣？

　　再看一眼主事者，他的表情、神韻、動作和聲調，跟會長簡直一模一樣，好爆

　　笑，真的好好笑，忍不住一下笑了出來，而且是欲罷不能……。這種體驗，讓

　　我慢慢的相信靈魂出竅的可能性，我也相信人的靈魂是不死的，它沒生沒死、

　　沒始沒終，而天上人間也只是一念之間。

　　聞到、喝到好茶容易起笑，流淚、哭泣則較難。通常都是感受愛力加持、心中

疑結解開、情緒釋放排出、瞥見前生往世，靈魂深處受到震撼感動才會如此。其

中，大部分屬於私密，當事人不會公開明講，茶友也不便追問，即使有人感同身

受，也不會即席說破。

　　笑、哭可以分別出現，也可以二者並存，在一個人身上連續出現。59回茶會就

曾有過這樣的例子。茶會記錄：

　　喝過「觀音王」再加上「陳雲貴1900」，太高檔，太過份，茶氣太強了。才 

　　一、二杯，狀況就出現，朱開始笑。眾人不以為意，茶會不是哭就是笑，本來

　　就是一路走來都在笑。但這次不同，朱笑了哭，哭了笑，笑了再哭，哭笑還都

　　有大小之別，而且不論哭笑都是閉目進行，臉上的表情也隨哭笑產生劇變，由

　　哭轉笑或由笑轉哭，時間平均不到30秒鐘，這樣哭笑的變化居然進行十次（現

　　場觀察記錄），轉換迅快，出人意外，就算金獎演員也是演不來的，這實在難

　　以形容，只能把當時哭笑的變化進程抄錄如下：

　　笑 → 哭 → 笑 → 哭 → 笑 → 哭笑 → 大哭 → 笑 → 大笑 → 大笑

　　這雖怪異，卻是實況。寫下來看，便一目瞭然，最後是……大笑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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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笑無度，變化難測，次數多了，時間拉長，但沒有人受到驚嚇，大家仍舊各

　　尋茶路。連新來的貴客，也都鎮定如恆，平靜面對。 

　　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茶會嗎？

（五）光景與音聲

　　品茶靜下來時，接通宇宙的力量，聽到內在的聲音，就是以茶入道，回歸源

頭。能接通、回歸源頭、找回最古老的力量，在平靜的時候，就能看到自己的本

性、本性的智慧，再度認識自己的偉大。

　　品茶進入心靈的世界，靜中會聽到聲音或音流，看見光亮與景象（有的糢糊、

有的清楚），內容不等，都與各人往世的生命經驗、今生的生活背景、目前的修為

層級有關。

　　看到聽到的內容，有些涉及私密，有些屬於「內在的體驗不可以講」，所以當

事人不肯講或不會全講出來。下面抄錄部分茶友（隱去姓名）的體驗示例：

　　1.聽到簫聲，長吟聲，眼前現白霧，……。

　　　一剎那，見到白色亮光，自性明點（◎ 這要經過千萬年的進化），放鬆自 

　　　己，不作任何思考，感覺細胞被宇宙力量貫穿，“光中化佛無數億”。

　　　眼前之物都變成有生命的東西，包括木頭都變成有生命的。看到大廟、廟 

　　　門、竹籬，鬆入，入定。

　　2.好像在汪洋大海中看到一線亮光，能量聚集變成一種光，真的有這回事。過

　　　去人常說靈光靈光，照亮自己，照亮別人，這是以以前完全不曾體驗過的東

　　　西。

　　3.忽然看到古代人，頭戴官帽，大鬍子。也有見到觀音菩薩。

　　　想睡覺，進入睡眠狀態後又出來……，最後看到自己大大的影像在面前出 

　　　現。越來越看到自己，觀音也是自己。看到、進到自己的佛性，自己的本 

　　　人。

　　4.品這泡「藍標宋聘」，眼睛自動就想閉起來，一下子而已，意識清楚的感覺

　　　到自己好像進入了另一個時空。感覺眼前頭頂上有著很亮的白色能量光罩 

　　　著，之後白色能量光變成金色能量光，且感覺四周都是，之後眼前又變成一

　　　團紫色與白色能量光形成一個左旋太極圖（又像是一個時光隧道）。……完

　　　全清醒後，身體內外的每個細胞好像煥然一新，完全沒負擔，好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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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身體好像被一片氣海籠罩著，突然後腦方好像有一個開關，「叭」的一聲，

　　　頭頂上方的空間立即變得非常明亮，跟上次一樣。可是睜開眼，室內的亮度

　　　又好像沒有剛剛所體驗到的亮度那般亮，覺得好奇怪，不知剛剛身在何處。

　　　（◎ 如果此時關燈，房間還是亮的。）

　　6.看到南極仙翁拿柺杖站立，黑夜中有藍色小燈、小火。

　　　看到透明綠色人形在前方，湖邊白霧，廟內釋迦牟尼佛像後面的木頭架子，

　　　還有廣場上的群眾，……如太陽般黃色的光，漂亮的情景。

　　　喝「宋聘」時，白氣上湧，看見觀世音菩薩上去，化成一堆白煙霧，氣動，

　　　白霧的世界。喝一段回神，看到玉皇大帝從前面過來，再回神，氣在全身 

　　　轉。 

　　7.第二杯下肚，只覺得大地真氣直灌腦門，然後百會大開，靈魂跟著跳脫而 

　　　出，在這當兒，感覺自己飄然於幻化之境，向下一望看到一群人正在喝茶，

　　　而那一群人竟然就是我們「茶道研究會」的成員，正在疑惑自己是生是死、

　　　是在人間還是在天堂之際，突然被喚醒……。

　　　看到一羣看似只有七、八歲的小孩在泡茶，長相都是圓圓、胖胖、矮矮的，

　　　好可愛，動作很爆笑。

　　8.初期茶氣貫穿全身，整個身體隨之大量冒汗，之後衝開百會，就像星球爆炸

　　　一樣，也像火山爆發，眼前突然展現一片流星雨與銀樹開花的美景，真的非

　　　常不可思議，讓人難以置信。（絕對不是作夢哦！）

　　9.有人看到花后、花仙出來飛舞。

　　　有人看到一條龍，嬾嬾的移動，水墨畫的龍。

      也有人看到金色的龍，聽到龍吟。

　　　一股很強的氣流衝開天靈蓋，直入雲霄，整個人同時被帶上了天堂，看到一

　　　對七彩龍鳳呈祥飛舞，之後很快轉為清涼。

　　內景有真有幻，體驗卻非造假。品茶深入時，才聽到內在的聲音或音流、看到

光或景象，等級高的，不必閉上眼睛也能聽到看到。光與音，可以淨化身體與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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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瞥見──片段的過去與未來

　　品茶的時候，每一個人的頻率都在轉變，看過去生的因緣。頻率轉變的時候，

臉也一樣在變。

　　品茶時放鬆，是有可能覺知過去世生命的滋味。往世前塵扮演過的角色，生命

中的重要事件與人物，會有片段的影象在腦中螢幕閃過。

　　說來難以置信，在品茶的靜定中，有人瞥見這次茶會及若干成員的歷史因緣，

也窺見「茶道研究會」的一些未來發展。

　　片段的影象代表什麼意義，通常當事人自己知道。震撼、懺悔、欣喜、了悟，

流下感恩的眼淚，淚水多了，茶友也只傳遞面紙，默默祝福。除非主動願意分享，

沒有人會問為什麼。

（七）神遊

　　每一次神遊都是一趟靈魂之旅，似睡夢又似入定。夢回、睡醒、出定之後，當

事人不一定會講，或只肯講出部分的遊歷經過。「光景與音聲」一小節，已經記錄

茶友神遊的體驗，下面謹再錄一些，權充閱讀趣味：

　　1900年的「陳雲貴」，出乎意料之外，第一杯一聞，它那飄逸不群的獨特香 

　　味，就把我引進一座宇宙百花園，滿園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朵朵爭相綻放 

　　著……是那樣的充滿旺盛的生命力，那樣的令人喜悅而雀躍不已。

　　也許是懷中抱著小嬰兒的關係，內心不得安穩，全身的細胞趁機活蹦亂竄，那

　　種活潑跳躍不安分的感覺是喝茶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正疑惑著自己是怎麼

　　了，突然又闖進來一座動物王國，各種美麗的動物無奇不有，和諧相處，沒有 

　　爭鬥，沒有弱肉強食，是那麼和平。一對鳳凰，不停的在空中盤旋飛舞，耳際

　　傳來陣陣悅耳的樂音，真是好聽，大概就是所謂的「天堂之音」吧！如夢如幻

　　之際，走進了一座殿堂，抬頭一看，儼然就是一座金鑾殿，百官來來往往，交

　　頭接耳，到處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好像在辦一場盛宴。不經意的，又瞥見

　　玉帝正在翻閱厚厚的一本書，豁然看到「茶道」兩個大字。正想一探究竟，卻

　　被小嬰兒的咿呀聲給拉了回來，唯恐驚擾大家，不得不抱著她暫時離席。

　　評茶之前先欣賞鄭小姐的舞蹈，引起了我心靈的一陣悸動──總覺得她所舞 

　　的，不就是剛才我所看到的、所感覺到的一切情境嗎？這絕不是什麼巧合，我

　　相信它應該是另一種靈魂的契合。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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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有入無──空無

　　萬物從無中生有，有歸於無。無只是無形、無相、無念、無我，無不是完全沒

有；真空中含藏隱形能量，無只是能量的歸隱，空靈，它含藏萬有。

　　剛開始品茶時，官能感覺可能不夠靈敏，總想努力分辨，但不一定分辨得清

楚。後來茶喝多了，也越喝越高檔，久經訓練，見聞廣開，分辨力增強，嗅覺、味

覺、身覺變得越來越敏銳。好茶越高級越微細、平淡，要分辨高級茶，就要體會深

細入微，因此品飲者自然就越來越寧靜、專注，才能捕捉細微。一路沉靜、專注地

捕捉下去，到最後無可捕捉，感覺不到，沒有感覺，空掉了，也忘掉了。

　　加上好茶振頻微細，能量高強正向，幫助品飲者身心淨化，意識昇華，那時超

越頭腦層級，不覺身體存在，進入靈性境界，早把茶質、茶香、茶氣等拋諸腦後，

同樣也沒有了感覺。

　　沒有感覺的時候，一片空無，無人無我，無天無地；但從無中生有，興起感覺

的時候，又感覺萬物同體，我即宇宙。

　　喝茶到高境界時，身體不會有感覺，直接進入清涼地；在深層的定中，發現什

麼都沒有，感覺自己很平凡。那時，感覺我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們，消融相對

的概念，進入絕對寧靜的境界，一片空無，一點概念也沒有；同時智慧開展快，平

時不了解的東西，突然有了領悟，當時心中產生的疑問，似乎能有問有答。這些都

是屬於比較深的定中達到的境界，言語很難表達，只能形容一部分。

　　以上這些要點，在體驗報告中常重疊出現，很難單獨切割出來，所以下文只能

儘量將內容貼近的文字，放在相關小節題下叙述。

（一）從有感覺到沒感覺

　　好茶有「色、香、味、形、滋、氣」，品飲時鑒形、觀色、聞香、辨味、賞

韻，感覺茶氣在體內的「行」「動」，饒有趣味，也反映敏銳度。前五項，茶藝高

手及天生異秉者往往能辨析入微，但皆非極致，只合經歷賞玩，不宜迷戀淹留。甚

至，對茶氣感覺靈敏者，也是一樣。因為，「眼、耳、鼻、舌、身」和「色、聲、

香、味、觸」都要用到身體、頭腦，都還在意識層次，所以無論怎麼靈敏，層次都

不會高。

　　氣感強，也還有部分在意識層次。意識層次之上，要能進入潛意識層次、超意

識層次才好，它們都不用頭腦或超越頭腦。過度專注在官能的感覺上，反而陷溺其

中，受到捆綁，妨碍進入高等的心靈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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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喝茶久了，先是有這個感覺、那個感覺，體驗不少；到最後，一點感覺

也沒有。最高境界是沒感覺，一聞茶，都覺清涼。沒有感覺，沒有體驗，就是最好

的體驗。

（二）直入清涼地，一片空無

　　真正高檔茶，一喝就進入清涼地，那裏有什麼感覺。那時很安靜，一直膨脹到

宇宙，宇宙也能縮小，自己就是宇宙，宇宙就是自己。所以，能夠了解自己，就能

了解宇宙，語言不能形容，形容一部分而已。

　　喝茶到高等境界時，感覺自身改變，穿越三世時空，進入極度清涼的境界，法

喜充滿，什麼都沒有，一片空無。

（三）智慧開得快，答案自然來

　　茶本是大地的產物，與大地融為一體。品茶可以幫助我們進入無我的狀態，無

我，故無有恐懼。有時看書還不能理解的東西，現在終於體悟到。進入更深的境

界，領悟理解的道理不一樣。智慧開得快，以前不懂的東西，自然會跑出來。

　　喝茶到一個階段，我們的頻率改變，不再是直線波，而是跳躍式的，速度更

快，無影無踪，無法偵測。當身體提昇到一個階段，就完全不一樣，意念到那裏，

我們就到那裏。所有的東西都是意念創造出來的。

　　好茶幫助品飲者進入高等意識，那時意識的活動像飛碟一樣，不是直線式的，

而是跳躍式的進行。當接通高境界時，時間是靜止的，所以說是永恆的。那時，內

心非常平靜，感覺萬物一體，我們從身體裏面就可以了解宇宙萬物。

　　懂得越多，智慧反而越不易發展。智慧是一種感覺，使用裏面的力量時是萬能

的力量。輕鬆自在時，是萬能力量在運作，那時敏感度越來越強烈。能量高時，只

要你想的都是答案；只要想什麼，一定成真。想回答任何問題，自然而然答案就出

來，不需要學任何東西。

　　喝好茶後放輕鬆，不用任何頭腦，讓潛在的東西都釋放出來，心中能靜，每一

念頭都會成真。

（四）絕對的寧靜與回到源頭

　　我們平日都處在相對二元的社會與世界裏，但喝茶進入高等境界時，可以領會

「絕對的」寧靜與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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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回茶會最後二泡茶是「龍馬同慶1930年代」和「五行茶55号」，茶氣高強，

容易進入深層的穩定與寧靜中，達到身心靈合一的感覺。謝報告：

　　因為喝「龍馬」時感覺非常祥和寧靜，手的溫度一直退，身體也開始變清涼，

　　可以明顯感覺到一股清涼風一直輕飄過手與身體的表層，所以喝「五行茶」時

　　想讓身體熱起來。沒想到喝第一杯時，感覺身體內一直在左旋左轉，好像打陀

　　螺一樣；過一會兒，又上下跳動，像心電圖跳動一樣，但感覺非常舒服溫暖。

　　不免奇怪：今天怎麼回事？這代表什麼涵意？這是什麼茶？不問還好，一問好

　　像上帝在回答你：“這就是地球跟宇宙一直在旋轉的感覺，只要進入絕對的寧

　　靜中，是能感覺得到人其實也是跟著在轉的。”

　　後來，身體突然開始膨脹，膨脹到消失了，好像變成地球、宇宙的一部分，融

　　為一體。沒有感覺到自己在呼吸，但有意識感覺到身體是傾斜的，好像有一股

　　浮力在托住你，而且好像趴在地球上跟著在轉，但又不會掉下來。很舒服， 

　　就像小時候被媽媽背著抱著，而你可以全然放鬆地把頭靠著享受那種溫馨舒服

　　的感覺。很神奇，很神奇的體會，沒辦法用言語形容，好像造物者帶你去體會

　　一趟人與地球、宇宙的關係。意想不到的體會！

　　喝到現在，好像突然回到開始沒有喝茶的時候。氣全部跑光光，不知是跑光 

　　光，還是與身體融為一體。感覺人脫胎換骨，生命又回到了原點，可是那個生

　　命完全是不一樣的，很清新，沒有負擔。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生命本來就是這樣。經過淨化了。

謝：安靜中，突然像開竅了一樣，猛然覺知到，原來靜坐中，感覺空無的時候其實

　　就是回到源頭、回到與造物者一體的時候。我們是光（能量）的化身，要回到 

　　源頭，只要化為光（能量）就能回去。所以入定時，常感覺到有股大能量 

　　「轟」的一聲就把自己凝住、定住了，要回來時，還得慢慢才出得來。現在全

　　明白了何謂「入定」，原來那就是與源頭大我融回一體的緣故，也明白我們其

　　實是常常回去，不是死後才回去。

（五）愛的訊息

　　在品茗的深層靜定中，茶友各有體驗，收到不同訊息，有的自動浮現，有的有

問有答，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謝的茶齡甚短，但秉賦殊異，沉靜專注，在茶會接近

尾聲時，每有深入的體驗報告，現場表現常感動每一個人。她全然相信自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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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在聲音做任何事，自述遇到任何狀況時：“都先讓自己靜下來，然後往內請教

與尊重本體光的看法與建議，最後會親眼見證到自己所創造的奇蹟。這個過程，其

實就是我從開始喝茶一直到現在，每次都有許多不同且越來越進入深層體驗的過

程。＂

　　某次「五行茶」後，謝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在問造物者：為什麼我們這一次還

要再回來喝這個茶、來體驗？

　　很奇怪唷！真的有答案給你：

　　神農嚐百草，用茶來解毒；到唐朝的時候，知道茶是上天給我們治百病的良 

　　葯；發展到後來，又知道茶是可以提昇我們性靈的一個方式。從唐到宋，甚至

　　日本的茶道，就是在推廣這些東西，但很多人還是無法真正瞭解與體會。現 

　　在，又讓我們組成這個茶會，不管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層面，把喝茶的體驗寫下 

    來，主要目的好像是造物者要我們傳達以下的訊息：

　　1.造物者創造生命的時候，生命本身就有自我療癒的功能。所以，常喝茶是可 

     以不用去看醫生的，它會去活化身體的細胞，會自己去調整。所以，根本不 

     用懷疑上天給你的生命，祂給你的是足夠的，根本不用去看醫生、去開刀、 

      去吃藥。

　　2.這是上天給我們提昇性靈的一種生活方式。物質很重要、身體很重要，精 

　　　神、靈魂也很重要。只有二者平衡，才能回到你的源頭。一直以來，從許多

　　　科幻電影中可以看到，幾世紀以來就有無數科學家不斷在研發、探測星球與

　　　宇宙如何形成。其實在物質層面上，不管再先進的東西，仍然無法理解生命

　　　從何而來。但是，當茶讓我們回到絕對寧靜時，你就回到生命的源頭。

　　　物質世界與心靈世界是一體的兩面，它們的距離，就只在一眨眼、一呼一吸

　　　之間而已。過去總以為要靜坐到深層境界時，才可能進入心靈世界，那種感

　　　覺似乎很遙遠；但今天卻發現，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其實就像手心手背一樣 

　　　是一體的兩面，甚至懂得方法的話，睜著眼也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同時存 

　　　在。常聽人言：「一剎那就是永恆」，好像永恆是很不容易達到或接觸得到 

　　　的。但其實，精神世界就是永恆世界，而且啊！它一直都是無所不在，都在

　　　我們身邊，如影隨形與常相左右。

另外一個體驗報告：

　　當下就跑出一個意念想問：「何謂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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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真的有問有答耶！宇宙意識（「上帝」、「天主」、「神」、「佛」）回

應說：

其實自有人類開始，即有茶的存在。宇宙意識創造萬物，即賦予萬物相互影響

與平衡的機制功能。所以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不但會受到整個宇宙、銀河系

及各星體間能量生態的變化影響，當然也會受到地球本身萬物能量生態轉變的

影響，所以一個個體生命一旦無法承受整體大環境的變動時，個體的身心靈就

會失衡、不舒服，甚至會還原為生命的本來面貌。植物存在地球的目的，不是

為學習而來，而是為幫助人類完成學習課程而來的。所以，宇宙意識既然創造

了人類，當然也同時創造了可以療癒人類身心靈不平衡的各式各樣萬物，而茶

就是植物類之其中一種。

茶不但可以協助人類療癒與淨化身心靈的不平衡，甚至還可協助提昇振動頻

率，讓開悟的人類早點了悟「自己是誰？為何身為人類？以及來地球的目的與

任務？」等問題。宇宙意識既是創造者，當然懂得自我療癒與平衡！而人類

每一個體都是宇宙意識的一部分，所以人類本來就具備著自我療癒與平衡的能

力。

意識到這裡，突然領悟到，原來自有宇宙意識開始，我們個體意識就已存在

了。而自有人類開始，茶與茶道也是同時存在著。茶道不會因時空與人類能量

形式的變遷而消失，因為它就像宇宙意識讓地球惟一最原始的人類母系社會生

存模式（即摩梭人）一直存在的目的與道理是一樣的。

接著，意識到自己這個個體意識好像慢慢融化（melt）到宇宙意識裡，而且收

到一個來自宇宙意識不斷傳送「我愛你」的清楚訊息。

再下來，全身細胞好像也都感應到這個愛的訊息了，所以那種身心靈融化

（melt）在一起的感覺，跟以前常說身心靈融為合一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接

著，更奇怪的是，兩手掌不自禁地想蒙住整個臉，結果沒多久，連手與臉也感

覺融化在一起了，想睜開眼睛也睜不開，兩手想放下也放不下來，全身感覺有

股很強大的能量充沛著，但又很無力之感。

最後，一次比一次更清楚：

1.宇宙意識的本質就是愛，就是光，就是能，就是氣，就是振動頻率，就是訊

　息。所以，我們每一個個體意識的本質，當然也是愛，也是光，也是能，也

　是氣，也是振動頻率，也是訊息。

2.每個個體意識的生命呈現，不管好壞，不管高低、不管優劣，不管善惡，不

　管美醜，不管是固體、液體、氣體、或離子體形式，都在幫助我們人類了 

　悟：宇宙萬物的能量生命形式，其實都是愛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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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茶道的精髓──愛

　　茶道是「以茶入道」，既能入道，已在道中，那就是道。

　　道能生成，也能回歸。道生一、生萬物，大宇宙萬象森然，小宇宙杳冥恍惚，   

   是生成的動力和結果。萬殊返於一本，返樸歸真，復歸於嬰兒，復返於無名，  

    是回歸的作用和祈求。

　　回歸到哪裏？回歸到源頭，也就是回歸到上帝，一切由祂而來，一切也都回到 

   衪。上帝是什麼？無法用語言文字界定，但可以在回歸的路途上親近、擁抱、 

   感受到，像是全宇宙的愛心。上帝就像是一片愛海，我們原本都是愛海中的一 

    滴小水泡。

　　上帝就是你心中的真愛，愛心就是真神、就是上帝。

　　愛是動力，愛是行為，愛是過程，愛也是結果。愛是一切。

　　生命就是光，就是愛，就是能量，我們也都是「愛的化身」。

　　愛是宇宙最高等的力量，也是源頭的力量，也是我們擁有的自己的本性。

　　發展自己的愛心吧！當愛的心量越擴大時，你得到心中上帝的力量也越大。

　　傳言：愛是一盞燈，照亮別人，也溫暖自己。捧一棵愛心上路的人，一生都將 

    在愛裏。

　　茶源自上帝的創造，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助人淨化、提昇，回歸上帝。

　　茶是「愛的化身」，茶道的精神、茶道的精髓就是──「愛」。

（一）源頭是愛海

　　茶是上帝恩賜人類的十大禮物之一，它代表上帝的愛與等待，等待人類總有一

天真正理解、懂得珍重並善加利用。

　　原種母樹的茶，像「大紅袍」、「白雞冠」都是從高等境界移植下來的，有很

大的所謂「加持力」，就是左旋能量。它的能量或振動力非常微細，喝下去後，會

讓我們自動往上拉，一下子拉到靈魂層次，所以很容易入定，所以讓我們喝這茶找

不到煩惱。

　　茶本來就是上天賜給人類十種淨化磁場的東西之一。茶不但可以淨化物質層面

的東西，也可以淨化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