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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说明
1.1 研究目的：

● 通过本次的专题作业可让青少年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中国茶有更广泛的
了解。

● 让他们学习到更多有关茶的知识与文化。

1.2 研究价值
● 现代青少年在快节奏的大环境下通常会把成绩和取得的成就排为优先

使他们忽略对自己种族文化与传统的了解。

● 对自己种族文化不会有太多的了解或不够深入。

1.3 研究对象
● 十三至十四岁的青少年

1.4 研究的创造性
● 身为同龄人我们会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把“茶”更好地介绍给青少年。
● 内容将以现代青少年的学习特点来设置，精简资料，让内容通俗易懂，直观有趣。

● 视频的制作，采访录音剪辑。

1.5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分析与讨论（前测与后测）

前测结果



基于以上的调查结果，使我们了解到虽然有很多学生对中国茶很有兴趣，但他们却对中国

茶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从调查的结果也体现出了本次专题作业的研究意义，通过本次的专

题作业能够让中学生更加了解中国茶的知识以及其中的文化。

后测结果



后测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网站对学生们有所帮助，能够让他们有效地学习与了解更多关于

中国茶的知识，我们也会在将来不断丰富与完善我们检“茶”网站。

● 制作采访录音
与“茶渊”的负责人李先生进行了录音采访
采访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xeJD0VEf7WhV8SbB7aFnipVZx3bIXCY/view?usp=sharing

● 采访问题与回复：

问题一：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开设这间茶馆？

李先生：

“茶渊”是由父亲开创的，我是第二代
● 父亲和十六位同学同一间大学毕业，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他们决定开创“茶渊”这间茶馆，
也到了马来西亚和台湾学习茶艺和茶道

● “茶渊”自从开创已经三十二年了

问题二：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茶渊”给我们的听众吗?
李先生：

“茶渊”的一楼是售卖茶叶和茶具的，二楼是专门给顾客品茶的，我希望要把父亲所留下的“茶渊”继
续传承下去，同时也感到新加坡人对华人文化的重视已经渐渐没落，希望我们身为华人都能够了

解自己的文化

问题三：喝茶有什么益处？

李先生：

喝茶有挺多益处，从减肥到抗癌都有，但是需要记得茶不是一个“灵丹药”，要看个人是否经常喝茶
，不能只喝一次就期望明显的效果

问题四：来“茶渊”喝茶或品茶的顾客是那些人群呢？
李先生：

大多数来“茶渊”的顾客有茶的初学者和爱好者，或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外籍人，除了学校带学
生到“茶渊”参观，不会有很多青少年来到“茶渊”品茶

问题五：茶渊是否会有相关学习茶艺的课程可以提供给对茶艺有兴趣的同学？

李先生：

在“茶渊”的网站上有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课程让公众可以了解中国茶文化，想要更深入了解中
国茶也可以参加我们提供给公众的四天学习课程

● 文献研究
○ “中国茶文化 ，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利用茶，
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

—百科百度中国茶文化

○ “在潮流不断变换的现代社会，坚守传统的年轻人很可能会被视为’老古董’......以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xeJD0VEf7WhV8SbB7aFnipVZx3bIXCY/view?usp=sharing


加坡的角度来讲，文化比较难赢过科技和商业利益。”

—茶渊负责人李凡（早报校园采访）

○ ”中国茶文化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和礼仪。”

—知户中国茶文化

○ “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
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住哪儿 . 知识 中国茶文化的历史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国茶是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忽略，因此我们

会进行这次的专题作业，让青年一代更加了解自己的种族文化，希望中国茶与其文化能

够继续传承下去。

2. 研究内容

2.1 中国茶来源于历史:

绿茶 最早起源于巴地（现代的川北、陕南一带），据《华阳国志

－巴志》记载：当年周武王伐纣时，巴人为犒劳周武王军

队曾“献茶”。

红茶 红茶被带入英国宫廷，喝红茶迅速成为英国皇室生活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早期的英国伦敦茶叶市场中只售正山

小种红茶，并且价格非常昂贵，只有否有的人能饮用，红

茶因此成为英国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饮料。

黑茶 最早见于1524年。前身是16世纪以前四川由蒸青绿毛茶
作色蒸压而成的“乌茶”，真正的黑茶产于湖南安化，由乌
茶的“蒸青”和“炒青”加工而成。

白茶 白茶生产时间一般的说法是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大概在

1769年时，茶农们将茶芽制作成银针。 到了1885年才改
用福鼎生长的大白茶来制作成白毫银针茶品。



黄茶 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历史悠久，文字记载于西汉，是人

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黄茶中的名茶有：君山银针、蒙顶
黄芽、北港毛尖、远安黄茶、霍山黄芽、沩江白毛尖、平阳黄

汤、皖西黄大茶、广东大叶青、海马宫茶等。

花茶 花茶于明朝顾元庆（1564－1639年）发明，《茶谱》里的
“茶诸法”中对花茶窨制技术记载比较详细：“木樨，茉莉，
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

2.2 茶叶的种类
中国茶可分为六种：

● 绿茶

● 红茶

● 黑茶

● 白茶

● 黄茶

● 花茶

2.3 茶叶的营养价值
● 茶具有如维生素类，蛋白质，氨基酸，类脂类，糖类及矿物质元素等。

○ 茶叶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元素。

○ 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其中水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C 和 B
○ 茶叶中的氨基酸种类丰富，多达二十五种以上，可以通过饮茶直接被人体吸

收。茶叶还具有有婴儿生长发育所需的组氨酸。

○ 喝十克的绿茶就能够补充青少年一天的维生素C需要量。

2.4 茶叶的功效与作用
茶叶能够：

● 令人兴奋， 提高工作效率。
● 抗菌，浓茶可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如霍乱，伤寒，痢疾，肠炎等等。
● 减肥。
● 抑制癌细胞。

2.5 茶道
●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
茶、赏茶、饮茶，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有益身心的一种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
中国。日本的煎茶道，台湾地区的泡茶道都来源于中国广东潮州的工夫茶。据历
史记载中国人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



2.6 茶艺
● 茶艺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和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是整个品
茶的过程。

● 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茶具艺术和对环境的选择。
● 品茶，先讲究壶与杯的古朴雅致或是豪华庄贵。品茶也讲究人品，环境的协调，
文人雅士讲求清幽静雅，达官贵族追求豪华高贵等。

2.7茶道和茶艺的区别

● 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包含茶艺、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
● 茶艺是茶道的基础，茶道必要的条件让茶艺独立于茶道而存在。

2.8 品茶美具
● 孟臣壶和若琛杯

○ 《夏门志》（公元1832年）记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
曰若琛杯。”“孟臣壶”，壶名原出自人名。明朝天启（公元1621-1627）年间，
宜兴有个著名陶师叫惠孟臣，他制作的紫砂小壶，造型精美，别开生面。他
制的壶都落有“孟”款，因此茶家遂习惯称为“孟臣壶”。

● 稀世瑰宝—龚春壶

○ 在1892年，一位叫储南强先生的人十分重视故乡文物，曾不惜代价搜寻龚春
壶。他在苏州的一个卖杂货的摊位发现了摆在一旁的一把造型奇古的陶茶壶

，储先生见了好奇地拿来一看，壶把下竟有“龚春”两字，就购买了那个茶壶。
○ 英国皇家博物馆来人商量，以2万美金为代价欲买下。
○ 抗战时，日本派专人找储愿以8000元购买。
○ 他们都被储先生拒绝了，他为了保护国宝带龚春壶到深山别墅隐居，只在50
年代才将龚春壶献给了国家。

● 紫砂茶具



○ 生产紫砂壶的主要泥料有天然五色陶土，即：紫砂泥、朱砂泥、大红泥、墨绿
泥、本山绿泥。这些泥都放入1100℃至1200℃的高温隧道窑内烧炼成陶。紫
砂茶壶有透气性，低微的吸水性，也非常耐用，适应冷热急变的性能极佳。

● 白玉茶具

○ 北宋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茶具质薄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并有印花和以
点彩装饰。明代时，在青花瓷的基础目又创造了各种彩瓷，产品造型精巧，胎
质细腻，彩色鲜丽，画意生动。

3.成品设计与解说
3.1 网站

● 经过精简和整理的资料将会发布在网站上

● 大多数的资料都分为不同的部分，让读者更容易了解中国茶知识

● 设计网站也考虑到阅读者能够方便阅读资料，因此在主页放了点击索引

● 由我们制作的检“茶”系列视频也会发布在网站上

网站的链接：https://sites.google.com/view/project-investeagation/%E4%B8%BB%E9%A1%B5
（请到网站上看全部内容）

https://sites.google.com/view/project-investeagation/%E4%B8%BB%E9%A1%B5




3.2 视频制作
检“茶”系列视频一 ：
介绍茶的营养价值、功效与作用，中国茶的来源与历史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cuOu2sac5zAXj2gV29YOZyMuehLAN3/view?usp=sharing

检“茶”系列视频二：
介绍什么是茶艺、茶道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cUeHL6izz-Qfe9YSzkecXw0bj4hXcrG/view?usp=sharing

3.3 采访录音
● 与”茶渊“的负责人李先生进行了采访
● 简单介绍了“茶渊”和中华文化对李先生的意义
● 也访谈了关于喝茶的益处和保留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采访录音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xeJD0VEf7WhV8SbB7aFnipVZx3bIXCY/view?usp=sharing

4.研究总结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在现代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中对中国茶与中国茶文化的了解通常是极少

的，甚至可能会对它一无所知。我们想通过本次的专题作业希望让青少年不要忽略或渐渐遗

忘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并让他们有机会多了解中国茶与之文化并能够把它继续传承与推

广。

5.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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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反思
蔡宇轩

这个专题作业让我学到了不少关于茶的知识，也引起了我对茶更深入了解的兴趣。疫情的

蔓延使我们不能完成很多原本想做的事，比如说到“茶渊”的实体店体验品茶的过程。虽然如
此，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与队员们分工合作和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们能够做好
各自被分配的事情，使我们的专题作业进行的相当顺利。

杨于斌

在专题作业当中，我认为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冠状病毒，因为这限制了我无法到场地做
采访。所以当我面对这问题就转换成使用手机向“茶渊”的负责人连线采访并录下之后进行
剪辑。我们组员由于来自两各不同班级，较难约到相同时间进行讨论，于是我们就通过网
上视频来讨论。这个专题作业也使我更深入的了解到有关茶的知识，不仅仅是不同茶的类
别，还有茶艺和茶道。因为我做专题作业前，我完全对茶没有兴趣，从小就以为茶就是茶，

哪有什么分别。虽然这疫情带来了很多麻烦，但着让我真正了解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尤其
是在当疫情期间当我们无法按照原有计划进行的时候，就应该一起合作想办法。

陈淞泽

经过了这次的专题作业，我从中学到小组一定要分组配合，不然很难把作品做好。 我们也
学到自强不息的精神，虽然面对种种考验，但我们小组坚持下去，不放弃，才做出好的作

品。 总的来说，这次的专题作业在不凡时期，让我学会了：第一，要自强不息，第二，一定要
与其他组员分配好工作，才能顺利完成一个专题作业。

陈宇杰

经过了今年的专题作业，我遇到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但是每一次都永不放弃，努力完成的

任务。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韧性。不仅是疫情影响我们进
行专题作业的速度，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挫折。比如：我们最初介绍了我们的专题作业时，
评判认为我们的专题作业没有创意，所以我们不断地想出新主意来解决问题。我们尽管面

临挑战，我们都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仍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于是，这次的专题作业令我学

到了作为团队怎么来克服困难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