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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壺 – 紫砂壺表面的附著物質 

廖子慧[1]  鍾澤裕[1]  施毓恩[1]  謝聖國[1]  江佩倫[1]  曾志正[1]*
 

摘  要 茶是華人傳統的養生飲品。以紫砂壺泡茶，有助於突顯茶的香氣、色澤與滋味。養壺，顧名思義是紫砂壺體表面光

亮潤澤的養成；透過長期反覆茶葉沖泡，紫砂壺體表面會逐漸累積防水物質，而此附著表面的防水層會讓壺體擁有溫潤的光澤。

以烏龍茶及熷烏龍茶進行養壺實驗發現，茶壺表面的附著物質主要為脂肪酸，其中以棕櫚酸和硬脂酸為最主要成分。推測脂肪

酸來源應為製作烏龍茶過程中因高溫與揉捻破壞茶葉細胞，導致細胞膜主要結構成份-磷脂質裂解所產生，當以熱開水泡茶時，

部分脂肪酸會釋出於茶湯中，並藉由紫砂壺體的微小氣孔間隙揮發至壺體表面而附著。 

關鍵詞：養壺、紫砂壺、烏龍茶。 

Pot Nurturing (Yang Hu) – A Waterproof Film C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Zisha Teapots 

Zih-Hui Liao[1]  Tse-yu Chung[1]  Yu-En Shih[1]  Sheng-Kuo Hsieh[1]  Pei-Luen Jiang[1]  

Jason T. C. Tzen[1]* 

ABSTRACT Tea is a traditional beverage with beneficial health functions, and widely consumed in Chinese society.  

To enhance the aroma, color and taste of tea, infusion is traditionally prepared by immersing tea granules with hot 

water in zisha teapots.  For the tea consumers, it is part of enjoyment to observe the gradual change of surface coating 

in zisha teapots, and the practice of this teapot maintenance is regarded as an art of tea culture called “Yang Hu”.  

Waterproof films of zisha teapots were formed by preparing oolong tea and Tzen oolong tea, and found to be mainly 

fatty acids and linear hydrocarbons, particularly rich in plamitic acid and stearic acid.  The two abundant saturated 

fatty acids, palmitic acid and stearic acid,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teapots were presumably originated from membrane 

phospholipids of tea leaf cells that were disintegrated during the heating and shaping processes of manufacturing 

oolong tea.  Palmitic acid and stearic acid might be partially dissolved in tea infusion and evaporated to the surface 

of teapots for deposition via the cavities within the zisha teapots. 

Key Words: Oolong tea, Yang Hu, zisha teapot. 

 

一、茶的簡介 

茶在中國文化的起源已經不可考，根據陸羽《茶經》的

紀載「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而在《神農本草經》中有「神

農嘗百草，日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紀載，當時並

沒有“茶”這個字而是以“荼”來記載，也可從而得知當時

人們是把茶當作草藥、解毒藥或滋補品來使用，與現代中藥

學之科學研究證據有諸多雷同之處。後來才逐漸發展出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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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的製程方法，使得茶被當作飲料來使用。但神農氏也許

是先民作為感念景仰的精神象徵體，未能知曉是否真有其人，

但陸羽在《茶經》中則寫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公晏嬰為飲茶

的先驅者。畢竟「茶乃南方嘉木也」，推算南方應該是更早有

飲茶文化的地區，所以在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紀載「園有

芳蒻、香茗。」、「南安、武陽，皆出名茶。」顯示三千多年

前的周代已經有人工栽培茶樹，生產茶葉的能力。在史料中

還紀載當時生產力低下的時代，茶已經是做為貢品進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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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奢侈品
[1]

。 

華陀《食論》中也提出「苦荼久食，益意思」，認為常喝

茶有提神醒腦之功效，這可算是茶葉藥理功能的明確記錄。

雖說茶葉發展的歷史從上古時代就有記載，但直到唐朝才有

建造第一座皇室茶廠的紀載，由此可知茶葉在唐朝時期受到

的重視。南宋臨安城茶館林立，茶飲交易絡繹不絕，民間飲

茶的情況鼎盛。明代鄭和下西洋將茶葉傳入東南亞，各國使

節的朝貢也將茶帶至世界各地，而後茶的製程改良與茶藝的

發展便一直延續下去。現代的茶葉依其不同的發酵程度可分

為未發酵茶ヽ半發酵茶及全發酵茶；搭配各式製作工藝的巧

妙變化更是豐富茶品的種類
[2]

。 

台灣近年來飲品業蓬勃發展，其中以茶飲銷售量最大。

從市面上的不斷推陳出新不難看出，茶類相關飲料越來越受

到一般民眾喜愛。茶的主要成分包含兒茶素(catechins)ヽ單

寧酸(tannin)ヽ多酚類(phenolic acid)及咖啡因(caffeine)等

物質，而此類成分被證實具有抗氧化及抗病毒能力
[3, 4]

。茶飲

中，台灣民眾飲用最多的是烏龍茶。烏龍茶為半發酵茶，其

發酵程度可深可淺，造就了不同的韻味與香氣。發酵程度的

多寡，往往取決於製茶師傅或顧客的喜好而定。新鮮烏龍茶

經專業的反覆烘焙及陳放所轉化出風味完全不同的精製茶

品，稱之為『熷烏龍茶』。在反覆烘培的過程中，茶葉內與風

味（多為揮發性物質）及滋味（多為水溶性物質）有關的成

分會有所改變，此成分的變化也決定了熷烏龍茶的品質良劣

[5-8]
。 

二、泥質壺的介紹  

一杯好茶除了茶葉講究外，泡茶的器具也極為重要，古

人有云:「水為茶之母，器為茶之父。」。在陸羽的《茶經》第

四篇（茶器篇）中更是列出了二十四項泡茶器具，但現在人

們泡茶講求的是快速ヽ簡便與健康，不像傳統泡茶有較長的

時間慢慢品茗，也就漸漸忽視掉茶具的重要性。然而在 2011

年的塑化劑事件及後續的雙酚 A 水壺事件爆發後，民眾開始

在意盛裝飲品的器具，不再只是追求好看ヽ時髦，更在意飲

食的安全。中國傳統所使用的茶壺中以瓷器與泥質壺為主，

明代瓷器以江西景德鎮的白瓷茶具與青花瓷茶具最具盛名，

到了萬曆年間宜興紫砂壺興起，而後泡茶大多以泥質壺為主。

紫砂壺不需要額外的上釉即可直接使用。「世界上只有一把紫

砂壺，其名為宜興」是一句經典的廣告詞，它更道出了宜興

紫砂壺在陶瓷界的地位及盛名。然而在潮州也產紫砂，其名

為朱泥。雖然此兩種泥礦所製作的壺都可歸類為紫砂壺，但

壺件的顏色、質感、氣孔多寡乃至於輕敲的聲響都有明顯差

異，也各有擁護者
[9]

。紫砂與朱泥兩者也有許多相同之處，

如紫砂與朱泥兩者泥礦皆為石英ヽ雲母與高嶺土所組成的泥

礦結構，均含有高量的二氧化矽(SiO2)，其次為氧化鋁(Al2O3)

以及氧化鐵(Fe2O3)，且此兩種泥礦之可塑性皆高，可任意的

加工成不同的形狀ヽ黏附性也十分良好不需額外的黏著劑，

不論是紫砂壺或是朱泥壺在主要的製作模式皆是以手工製

作，在燒製過後壺會有雙重氣孔的形成，以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可觀察到這些氣

孔分佈於壺體中（圖 1），其氣孔孔徑大小大多分布在 10-20

微米，氣孔的間隙約佔壺體體積的 20%
[10]

。氣孔的存在使紫

砂壺及朱泥壺在以熱開水泡茶時，溫度急速變化的熱脹冷縮

效應不會造成壺體的龜裂，同時也提供水蒸氣與茶湯中揮發

性物質可以緩慢迂迴飄至壺體外。紫砂壺與朱泥壺相異之處 

 

圖 1 朱泥壺與紫砂壺的壺壁分別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圖。上

方兩圖分別為朱泥壺與紫砂壺，中間及下方四圖分別以

此朱泥壺及紫砂壺打破後，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不同放

大倍率下偵測其壺壁的圖。中間兩圖分別可觀察到氣孔

分布於朱泥壺及紫砂壺的壺壁中，下方兩圖再經由更高

的放大倍率呈現後，可更明顯的觀察到看到不同大小的

氣孔分佈於其中。 

Fig. 1 Zhuni and zisha clay teapots and their ultra-

structures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Cavities were found in these two types of clay 

tea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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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泥礦產地的不同，清朝吳騫的『陽羨名陶錄』記載著相

關朱泥的論述中提到：「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

骨也，陶之乃變朱砂色。」潮州的朱泥泥礦產自楓溪，宜興

紫砂的泥礦則大多產自丁蜀鎮黃龍山。另外一個不同點在於

收縮比，紫砂壺在燒製後收縮比約 8%，朱泥壺則可以大至

12-20%。因此也有了朱泥無大品之稱，原因便是在收縮比過

大的情況下製作較大的茶壺易龜裂。兩種壺在燒製後所呈現

的顏色也各有特色，紫砂壺大多呈現暗紫ヽ暗紅，朱泥壺看

起來則較為朱紅ヽ磚紅。造成此差異的主因乃其所使用的泥

礦不同；除了泥礦產地的差異外，也可能使用不同泥料及不

同比例的混合
[11]

。不同泥礦中其泥礦成分大致相同，但含量

比例會有所差異，須憑藉製壺師傅的技術依照不同的比例的

泥礦混合後進行練泥，經過一系列的製坯步驟燒製出各個出

色精緻的茶杯與茶壺（圖 2）。燒製過後的紫砂壺與朱泥壺在

輕敲時所呈現的聲音也有很大差異，紫砂壺會較為低沉與沉

穩，朱泥壺反之較清脆響亮。 

 

圖 2 不同紫砂泥礦及茶杯與茶壺。(A) 兩個原紫砂泥礦。(B) 

四種不同原泥礦所燒製成的紫砂杯。(C) 不同原泥礦或

混和泥礦所燒製成的各式造型紫砂壺。 

Fig. 2 Different zisha clay moissite, tea cups and 

teapots.  (A) Two different types of zisha clay 

moissite.  (B) Four types of zisha clay cups.  (C) 

Various zisha teapots. 

三、 養壺 

紫砂茶壺的價值除了製壺師傅工藝技術上的展現外，還

講究壺體的外觀與光澤，壺體光澤往往來自於愛壺人士所說

的養壺
[12-17]

。俗話說玉不琢不成器，壺體光澤就如同琢磨玉

器一般，泡養得宜可使壺體表面會逐漸累積防水物質，而此

附著表面的防水層會讓壺體擁有溫潤的光澤，更能突顯壺的

作工細緻與精巧，當然價值也就跟隨著提高。民間甚至有為

了追求快速而謠傳各式各樣的養壺方法如排骨湯養壺法，但

呈現出來的光澤與長時間使用且保養得宜的茶壺是完全不同

的。正確的養壺方法應依照平時的泡茶方式循序漸進累積光

澤，而非刻意揠苗助長速成做作。養壺同時也必須要內外兼

具，對外必須要勤擦拭，以棉質細布沾上溫熱的水來擦去壺

外的沾染的茶漬；對於壺內則要一壺事一茶，避免茶的滋味

彼此互相混合而喝不出原味。此外，養壺除了會在壺體表面

附著具光澤的防水層，也會在壺體內部附著暗褐色茶垢（圖

3 A）。根據化學成份分析，推測此壺內茶垢的形成，應為泡

茶的過程中，茶湯中的單寧與多酚類物質會與鈣離子形成聚

合體（圖 3 B），此類聚合體構造複雜，並非單一結構成份，

基本上其分子量大且水溶性差，無法通過紫砂壺體氣孔，所

以容易附著於壺體內部表面成為茶垢，而使得壺的內部呈現

深褐色或黑色
[18-21]

。為了讓茶壺看起來光亮而有更好的賣像

及價格，市面上許多製壺業者運用同樣的道理，將新作茶壺

的表面塗上蠟或核桃油等，使其看起來光澤亮麗（圖 4）。 

四、紫砂壺表面附著物質分析 

為了瞭解養壺時壺體表面附著的光澤防水層之組成成

份，並推測其可能形成的來源與過程，我們實驗室選大小相

同的紫砂壺與朱泥壺各三個，分別以純水ヽ烏龍茶及熷烏龍

茶進行養壺（於 6 個月內以正常泡茶方式重複約 250 次），

養壺後利用氣相質譜儀(GC/MS)進行壺表附著物之成分分

析
[22,23]

。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以烏龍茶或熷烏龍茶養壺，壺

體表面附著防水層的成分相似，皆以碳氫化合物為主，且大

多為長短碳鏈的脂肪酸，其中以兩個飽和脂肪酸，碳 16:0 的

棕櫚酸(palmitic acid)及碳 18:0 的硬脂酸(stearic acid)為最

主要成分。碳 16 與碳 18 脂肪酸（含飽和及不飽和）為大多

數生物細胞膜主要結構成份-磷脂質(phospholipid)的部分

組成分子，磷脂質的裂解可以產生兩個脂肪酸（圖 5）。因此，

我們猜測壺體表面附著的棕櫚酸及硬脂酸很有可能源自於茶

葉組織細胞於製茶過程破碎後，其細胞膜中的磷脂質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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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實此猜測，我們利用組織切片技術，在顯微鏡下

觀察茶葉葉片細胞與組織的完整性。觀察結果發現新鮮葉片

的細胞與組織非常完整，一系列製作烏龍茶過程中因高溫與

揉捻破壞茶葉細胞與組織，導致細胞與組織皺縮破碎（圖 

 

圖 3 (A) 養壺五年之紫砂壺，壺內部及壺體表面的變化。圖

左為泡養五年之紫砂壺，圖右為以洗潔精清洗過之類似

紫砂壺。(B) 茶湯中的單寧與多酚類物質與鈣離子形成

複合聚合體的示意圖。此複合聚合體乃紫砂壺內部沉澱

物的主要結構物質。 

Fig. 3 (A) A zisha teapot used for five years (left) and a 

similar teapot after detergent wash (right).  (B) 

A diagram showing the dark precipitate of 

calcium-tannin complexes inside the teapot. 

 

圖 4 壺體上蠟的紫砂壺。圖右為新製紫砂壺，壺體表面塗蠟

增加光澤。圖左為類似紫砂壺未予上蠟。 

Fig. 4 Wax-c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zisha teapot.  A 

new zisha teapot was coated with wax (right), 

and a similar teapot without coating (left).  

6）。此外，我們也分別收集新鮮葉片以及烏龍茶與熷烏龍茶

的半球型茶粒、茶湯、茶湯揮發物等進行脂肪酸含量分析。

結果顯示，新鮮葉片、兩種半球型茶粒及其茶湯中富含飽和 

脂肪酸（碳 16:0 與碳 18:0）及不飽和脂肪酸（碳 18:1、碳

18:2 及碳 18:3）。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比例於新鮮葉片明顯

較高，顯示製作烏龍茶過程中，相當多的不飽和脂肪酸會被 

 

圖 5 (A) 細胞膜上脂質雙層的構造。細胞膜主要以磷脂質為

單元構成雙層膜的構造，膜中間區域為疏水區，向內及

向外則為親水區；膜上則鑲嵌著較為疏水性質的膜蛋

白。(B) 磷脂質構造的卡通示意圖。(C) 磷脂質化學結

構圖。親水區由磷脂質上磷酸根及甘油部分所構成，疏

水區域則為兩條脂肪酸上的長碳鏈。(D)在磷脂質構造

中常見的兩種飽和脂肪酸，棕櫚酸及硬脂酸的化學結構

圖，此兩種脂肪酸也是在養壺後，壺體表面附著物之最

主要成份。 

Fig. 5 (A) Cell membrane of lipid bilayer structure.  

(B) A cartoon figure for phospholipid.  (C) 

Chemical structure of a phospholipid molecule 

including a hydrophilic head group and two 

hydrophobic long-chain fatty acids.  (D) 

Chemical structure of two fatty acids, palmitic 

acid and stearic acid, found as the major 

constituents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zisha 

tea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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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或被氧化成飽和脂肪酸。然而，在烏龍茶與熷烏龍茶的

茶湯揮發物中卻只偵測到飽和脂肪酸，碳 16:0（棕櫚酸）與

碳 18:0（硬脂酸）。在茶湯揮發物偵測的結果與紫砂壺體表

面附著物質分析結果相符
[21,22]

。因此我們推論，壺體表面附

著的飽和脂肪酸（棕櫚酸與硬脂酸），應該是來自於茶葉細胞

破碎後，其細胞膜中的磷脂質裂解。 

有趣的是，烏龍茶與熷烏龍茶揮發性物質（香氣）明顯

不同，但其壺表面所附著防水層物質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要

均為飽和脂肪酸，棕櫚酸與硬脂酸（圖 7）。雖然烏龍茶原有  

 

圖 6 製茶過程中，茶葉形態及顯微鏡下茶葉組織細胞的構造

變化。(A-D)製作茶葉流程中，依序為茶樹上的新鮮葉

片(A)日光萎凋 (B)初烘 (C)揉捻後複烘成形 (D)的茶

葉型態，以及在這四個時期相對應的茶葉內細胞型態之

變化(E-H)
[23]

。 

Fig. 6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ea leaves and leaf 

cells in oolong tea manufacture.  Fresh tea 

leaves (A) and oolong tea leaves after wilting 

(B), heating (C) and shaping (D) processes were 

photographed, and their leaf cells (E-H) were 

observed in a light microscope
[23]

. 

的主要香氣小分子以及熷烏龍茶經烘焙由胺基酸轉化的含氮

氣味小分子是不相同的，但這些氣味小分子均具有相當的水

溶性，所以經由紫砂壺體的微小氣孔間隙揮發至壺體表面時，

縱使一部份吸附於壺體表面，經過清水沖洗壺體後，基本上

都不會大量殘留於壺體上。 

五、結論 

飲茶對身體的益處，隨科學研究的驗證，現已廣為人知

且盛行。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泡出一杯好茶，

其器具的選擇需能突顯茶湯的滋味與風味。茶人常以紫砂壺

沏茶，因其能不搶茶之原味與香氣；壺體表面也因經常泡養

之故，產生光亮潤澤之感；而壺體表面能在泡養之後產生防

水光亮層，主要是跟茶湯內的揮發物質有關。茶湯中的揮發 

 

圖 7 烏龍茶與熷烏龍茶之茶湯與個別泡養的紫砂壺。上圖為

茶湯，中圖為長期以烏龍茶與熷烏龍茶泡養的紫砂壺，

下圖為壺體表面經丙酮清洗過後的紫砂壺。丙酮所萃取

出的物質，用來提供氣相質譜儀之化學成份分析
[23]

。 

Fig. 7 (Upper) tea infusions of oolong tea and Tzen 

oolong tea.  (Middle) Zisha teapots used to 

prepare oolong tea and Tzen oolong tea.  

(Bottom) The two zisha teapots washed with 

acetone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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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主要包括含氮化合物及脂肪酸，這些的來源主要極有可

能在製作烏龍茶過程中，因高溫與揉捻，造成其中的氨基酸

經化學變化而形成含氮化合物，細胞膜主要結構成份-磷脂質

則裂解產生脂肪酸。當以熱開水泡茶時，含氮化合物及部分

釋出於茶湯中的脂肪酸，藉由紫砂壺體的微小氣孔間隙揮發

至壺體表面而附著；再經由水清洗後，水溶性高的含氮化物

則會被水沖洗掉，不溶於水的脂肪酸則仍然附著於壺表，形

成防水光亮層（圖 8）。綜合以上，我們對於養壺又增一分了

解，不再只是看到現象卻說不出其道理。古人養壺重在怡情 

 

圖 8 茶壺表面光亮防水層形成之可能機制。製茶過程中，胺

基酸會轉化成揮發性含氮化合物，而磷脂質會裂解產生

脂肪酸。茶壺內的茶湯裡的含氮化合物及脂肪酸因加熱

而揮發，透過壺體氣孔穿過壺壁，親水性的含氮化合物

於茶壺清洗時被水沖掉，而疏水性的脂肪酸則附著於壺

表，逐漸累積形成光亮防水層
[21-22]

。 

Fig. 8 Putative mechanism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ompounds on the surface of zisha teapots. 

During the tea preparation, amino acids were 

converted into nitrogen containing volatile 

compounds, and phospholipids were 

decomposed to release fatty acids.  Both 

nitrogen containing volatile compounds and 

fatty acids were able to pass the cavities of zisha 

teapots. Water soluble nitrogen containing 

volatile compounds were mostly washed away 

during the rinse with water while fatty acids 

were accumulated on the surface of teapots. 

養性，飲茶器具─紫砂壺從明代中葉勃興至今因為泡茶文化

而發展出各種養壺的技法，不僅具有實用功能亦能增添養壺

愛好者把玩鑑賞的樂趣。 

致謝 

感謝茗茶批發吳添富先生及松源製茶蔡文益先生提供製

茶流程中不同階段的茶葉樣品。 

參考文獻 

[1] 姚國坤、朱紅櫻、姚作為 (2009)，茶風、茶俗、茶文化，

知青頻道出版社，台灣。 

[2] 鄭培凱 (2010)，茶道的開始《茶經》，網路與書出版社，

台灣。 

[3] Higdon, J. V. and Frei, B. (2003).  "Tea catechins and 

polyphenols: health effects, metabolism, and 

antioxidant functions."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43: 89-143. 

[4] 陳英玲 (2005)，「茶葉的保健功效」，科學發展月刊 391: 

66-73. 

[5] Li, F. Y., Yang, W. H. and Chang, C. I. (2013).  

"Concurrent accumulation of myricetin and gallic 

acid putatively responsible for the umami taste of a 

specialized old oolong tea."  Journal of Food and 

Nutrition Research, 1: 164-173. 

[6] Kuo, P. C., Lai, Y. Y. and Chen, Y. J. (2011). "Changes in 

volatile compounds upon aging and drying in 

oolong tea p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91: 293-301. 

[7] Lee, V. S., Dou, J. and Chen, R. J. (2008).  "Massive 

accumulation of gallic acid and unique occurrence 

of myricetin,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preparing 

old oolong te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56: 7950-7956. 

[8] Chen, Y. J., Kuo, P. C. and Yang, M. L. (2013).  "Effects 

of baking and aging on the changes of phenolic and 

volatile compounds in the preparation of old 

Tieguanyin oolong teas."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53: 732-743. 

[9] 顧景舟 (1991)，宜興紫砂珍賞，遠東出版社，台灣。 

[10] 江夏、吳雋、張茂林、吳軍明、李其江、郁永彬、方濤 



 農林學報 63(2): 115-121 (2014) - 121 - 

 

(2011)，「宜興紫砂泥料性能研究」，44: 20-25。 

[11] 北京紫砂藝術館 (2012)，「紫砂泥料的開採、加工及燒

制」，藝術市場 5: 121-124。 

[12] 胡付照 (2010)，「紫砂壺養壺文化研究」，中國茶葉 32: 

34-37. 

[13] 范雙元 (2011)，「養壺養性話紫砂」，陶瓷科學與藝術 4: 

25。 

[14] 崔建林 (2008)，「養壺"和修身文化－紫砂壺與茶文化系

列之一」，當代人 9: 35-37。 

[15] 張暗軍 (2011.)，「紫砂壺養壺藝術」，陶瓷科學與藝術

45: 63-64。 

[16] 顧勤 (2011)，「漫談紫砂壺的開壺和養壺」，陶瓷科學與

藝術 12: 56。 

[17] 徐志平 (2011)，「養壺技巧小議」，陶瓷科學與藝術 12: 

49。 

[18] Spiro, M. and Jaganyl, D. (1993).  "What causes 

scum on tea?"  Nature,  364: 581. 

[19] Spiro, M., Chong, Y. Y. and Jaganyi, D. (1996).  

"Kinetics and equilibria of tea infusion. Part 

13.Further studies on tea scum: the effects of 

calcium carbonate, lemon juice and sugar."  Food 

Chemistry, 57: 295-298. 

[20] Spiro, M. and Jaganyi, D. (1994).  "Kinetics and 

equilibria of tea infusion.  Part 10 -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ea scum."  Food 

Chemistry, 49: 351-357. 

[21] Spiro, M. and Jaganyi, D. (1994).  "Kinetics and 

equilibria of tea infusion.  Part 11 - The kinetics of 

the formation of tea scum."  Food Chemistry, 49: 

359-365. 

[22] 廖子慧 (2014)，「泥質壺表附著脂溶性物質之成分分

析」，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碩班論文。 

[23] Chung, T. Y., Kuo, P. C. and Liao, Z. H. (2014).  

"Analysis of lipophilic compounds of tea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clay teapots."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accepted) 

 

2014 年 08 月 26 日 收稿 

2014 年 09 月 17 日 修正 

2014 年 09 月 19 日 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