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寫

尋根紅茶文化

春

▲

饞，就會吆喝兄弟姊妹一起去拔
野生茶菁，一斤、兩斤地賣給茶
廠，或者幫茶廠挑茶梗，賺零用
錢買餅乾吃，﹁山上的孩子沒有
寒暑假，卻過得很開心。﹂

回鄉復育茶種

走過

阿里磅

一頁傳奇
提

起石門，你會想到什麼？粽
子、燈塔，或是核電廠？
其實石門還有一項歷史悠久的產
業 —
茶。
石門茶在日據時代名聲響亮，
當時的臺北州是臺灣最大的茶
葉產區，三芝、石門一帶都是茶
園。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其境內輕
發酵茶產業，在臺推行﹁抑制烏
龍茶，發展紅茶﹂政策，來自石
門的 ﹁阿里磅紅茶﹂，不僅深受
天皇喜愛，更外銷至英國、摩洛
哥等地。
﹁阿里磅﹂是石門乾華一帶的
舊地名，意思是﹁染布坊﹂，因
為這裡有乾淨的溪水和可染布的
植物，而淙淙溪水灌溉的就是石
門紅茶！

精良茶藝 登上高峰
當時石門的製茶事業相當活
絡，茶園占地一千多公頃，大小
茶廠星羅棋布。製茶師傅技術精
良，多受聘到臺北各地指導，最
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打造石門
茶傳奇的許里。
根據記載，一八七七年出生的
許里，十六歲開始種茶、製茶，
並創立阿里磅茶葉公司，一年產
茶達二十萬斤，占了芝蘭三堡年
產量的三分之一。許里對於茶種
改良、茶園管理都有相當的見
地，曾多次赴日參賽獲獎，日本
親王更頒贈匾額，是石門茶農的
典範。

不過，盛極一時的阿里磅紅
茶，在二次大戰後開始走下坡。
由於世界經濟衰退，石門茶農轉

市場轉變 紅茶起落

▲砌石梯田、埤塘都是阿里磅重要的文化地景。

活、經濟活動與歷史文化等的行
動，舉辦研討會、工作假期，邀
集居民和社會大眾一起參與百年
文化地景的保存與維護，其中一
項就是重新栽種茶樹。
二 一
○四年，阿里磅農場從十多
公頃土地中，整理出一分地，種
下三百株紅玉、金萱、四季春、
硬枝紅心等茶苗。﹁這麼美好的
一塊淨土，提撥土地種茶豈不可
惜？﹂
面對我們的驚歎，王德昌半開
著玩笑回答：﹁我們也很心疼
啊！﹂但他接著反問：﹁常說生
產與開發，勢必帶來生態的破
壞，可是早期的農耕方式反而使
自然生態更蓬勃，為什麼？﹂

茶園造就多元地貌
昔日的阿里磅，農民為了種茶，
引來清澈無染的溪水，發展出水
車製茶、灌溉水圳、埤塘、壯
闊的砌石梯田，以及茶鄉人文風
華，在耕地上，更造就多元的動
植物生態區域。以古為例，王德
昌認為，只要運用友善環境的耕
作方式，生態與生產還是可以互
助互惠。
農場的茶園終年不施肥、不噴
藥，只做拔草與修剪枝葉，不必
費心灌溉，東北季風送來的溦溦
雨水，更利於植栽扎根茁壯。王
德昌開心地說，預計今年初夏，
農場就可以開放採茶和簡易的製
茶體驗，下一步則是借重製茶師
技術指導，在農場內製茶，期望
以自產、自製、自銷的一貫模
式，恢復阿里磅紅茶產業，吸引
年輕人返鄉加入，為社區注入新
活力。
︵黃佳卿︶

攻國內市場，但國人偏好綠茶和
烏龍茶，紅茶獲利遠不如從前，
加上八 ○
年代後，產業結構改
變、工資上揚、年輕人口外移等
因素，造成臺灣紅茶在國際市場
上不敵斯里蘭卡和印度，隨著北
海岸茶廠逐一關閉，阿里磅傳奇
也跟著落幕了。
近年來，國人飲茶習慣改變，紅
茶再度受到青睞，阿里磅紅茶的復
育與推廣，讓人期待。 ︵許翠谷︶

的繁華

於是在五年多前，王德昌著手
蒐集資料、訪談社區耆老，打算
有計畫地推動﹁阿里磅茶葉文化
復興﹂，他也學習日本﹁里山倡
議﹂，結合自然保育、社區生

取法里山倡議 沃土利生

三年才對外開放，是北海岸相當
知名的生態教室。
﹁放眼望去，這裡以前都是茶
園，﹂微雨中，王德昌帶我們走
入農場的綠色隧道，一邊指著高
低連綿的溪谷地形，一邊談起了
阿里磅的歷史與人文采風，﹁小
時候，我就在茶廠旁邊長大，路
邊的奉茶是拿茶梗來煮，天天
喝，長大後就一直想找回那個味
道。﹂不僅如此，王德昌還希望
能把石門的紅茶文化挖掘出來，
讓下一代知道。

王德昌 推廣茶鄉風華

找回石門的驕傲

種茶，後來想想，自己家就有茶
園，為什麼不回來！﹂念頭一
轉，又把李宗烈帶回了北海岸。
六年前返鄉，李宗烈一邊整地
一邊思索：種茶是否只能往高海
拔發展？該如何耕作才是對土地
友善、讓消費者安心，同時還能
喝出石門茶區的特色與感動？

雨過後，正是茶樹抽芽的季
多樣性生態的棲地，近幾年來，
節，出發！到阿里磅生態農
更悄然開闢了一畦與自然共生的
場體驗採茶、製茶。
茶園。
從臺二線轉入石門市區，沿北
阿里磅農場雖名為農場，實際
線一路攀升，數公里後岔出一
上是一座自然保護區，一九九七
條林蔭夾道的小徑，眼前一片蓊
年，在三芝長大的藥劑師王德
鬱隱逸的山林景象，不僅是涵藏
昌，與六十多個家庭集資購地，
共 同 發 起
王德昌舉辦營隊及座談，讓更多人認識阿里磅文化的內涵。
了﹁定存大
自然﹂的行
動，構想能
為大地保存
一處淨土。
農場成立之
後，經過長
時間自然復
育，成功守
護一處複合
生態系的縮
影 ， 二 ○○

不灑農藥、不用化肥，看著茶園恢復
生機，李宗烈才放心微笑。
▲

一片葉、一碗茶，
看似平凡無奇，
卻蘊含著許多讓人念念不忘的滋味：
童年往事的純真、烈日下採茶的辛苦、
鄉間小路奉茶的溫馨、
砌石梯田的智慧、
還有擁抱大自然的回甘︙︙
都在阿里磅紅茶的故事裡，
本期與您一起走入茶鄉，
尋找記憶，看見未來。

聽

說有個茶農在復育硬枝紅
心，打算重現阿里磅紅茶
的經典滋味，到底獲得日本天皇
青睞的紅茶是什麼味道？帶著幾
分好奇，我們沿著金山石門交界
處的五爪崙，蜿蜒向上，來到一
間小紅磚屋前，茶園主人李宗烈
剛從田裡拔草回來，熱情地招呼
著：﹁來，我泡給你們喝！﹂
隨著熱水一燒開，注入茶壺，
心也跟著茶葉舒展開來；喝一碗
茶、聽李宗烈話家常，彷彿穿越
時空來到七 ○
年代︙︙

學回到家，書包一丟，就是到茶
園幫忙，讓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次月考，還必須向爸爸請假，才
有時間讀書呢。
望著閃耀琥珀色澤的紅茶湯，
李宗烈饒富興味地說，小時候嘴

﹁硬枝紅心是金萱的父本、翠
玉的母本，所以硬枝紅心可說是
金枝玉葉，這麼好的品種應該要
保留、復育！﹂熟悉茶種的李宗
烈說，硬枝紅心是早年特地從福
建引進、用來做成紅茶的茶種，
加上阿里磅紅茶曾是石門的驕
傲，值得復育、推廣，讓大眾一
嘗阿里磅紅茶的溫潤。
不過石門的硬枝紅心已相當少
見，李宗烈詢問地方耆老，終於
找到一小片留著採茶籽榨油的老
欉。他試著剪枝扦插，但存活率
不高，直到第三年，三千株存活
一千多棵，總算
找回一線生機，
目前阿里磅紅
茶的產量還算
穩定，一年約
有一百多斤。一路走來，儘管蟲
害、風災不斷，但李宗烈已學會
耐心等待。
做茶之餘，李宗烈喜歡蒔花弄
草、動手
；園區的果樹、
茶花都是自己種的，用廢棄輪胎
鋪成階梯、擺設戶外茶席、大葉
楠下掛著自製鞦韆︙︙再再邀請
大眾走入茶的世界。﹁我最希望
的倒不是賣多少茶，而是愛喝茶
的人都能到我們山上來走走、聊
聊。﹂
目前正著手規畫採茶、製茶體
驗，李宗烈希望接引更多人接觸
大自然、了解茶園生態，這樣一
杯茶就不單只是茶，還能喝出茶
的歷史、文化，以及茶鄉生活的
滋味。
︵許翠谷︶

李宗烈 沏出生活況味

﹁我對茶的喜歡，可能是從小
被逼出來的吧！﹂李宗烈打趣著
說 ， 從 五 、六 歲 開 始 ， 只 要 父 母
親一喊﹁來去採茶﹂，就得下田
幫忙，﹁那時候石門有兩、三百
家茶農，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做
茶，光是我們家的茶園，一季春
茶 就 可 做 到 四 、五 千 斤 。 ﹂ 回 想
當年的榮景，李宗烈笑說每天放

復育硬枝紅心
多了﹁海味﹂的硬枝紅心
硬枝紅心，顧名思義就是又硬又紅；硬的是
茶樹枝幹結實，紅的是葉子芽尖呈紫紅色，所
以稱為﹁紅心﹂。此一品種樹形稍大、枝葉較
疏，葉形呈長橢圓狀，邊緣鋸齒銳利，大小不
等，葉肉稍厚、帶光澤。一九一九年硬枝紅心
由福建安溪引進，種植在石門、三芝、北新庄
一帶，當年的阿里磅紅茶就是以類似祁門紅茶
的方式製成，口感香醇馥郁。目前主要栽種在
石門區背海台地，除了免於海風直接吹襲，長
年下來，來自大海的礦物質、鹽分與大屯火山
的紅壤中和，讓硬枝紅心多了一點﹁海味﹂，
別具一格。
︵文 編輯室．圖 李宗烈提供︶

農家生活、採茶換零嘴的記
憶，讓李宗烈對茶有一分特殊的
情感。退伍後，很自然地接起
家業，但隨著八 ○
年代產業結構
改變，眼看北海岸茶園一個個荒
廢，李宗烈也跟著到臺北開茶
行，當起中盤商。但他始終無法
忘情手捻茶葉的感動，每每拜訪
茶園，總會買些茶菁回來自己加
工，或是和茶農合作製茶，嘗試
摸索新出路，﹁原本打算在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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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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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記憶猶新

尋思茶湯記憶
阿里磅
紅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