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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eng He’s (1371 – 1433) seven voyages (1405 – 1433) to ‘Western Ocean’ 
unfolding the horizon of Indian Ocean to China through tribute-system and active 
trade export of Chinese handicrafts to Indo-Asian, Arab and ultimately, Europe.  The 
diplomatic and trade activities had brought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transcended of race, language,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As a 
result, the expeditions had l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and cultures, 
especially the technology of China in production.  In his maritime explorations, 
Zheng He had wo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trade, then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was effectively the same thing as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power. 

During Yongle (1402 – 1424) and Xuande (1425 – 1435) eras,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dominated the production of Jingdezhen kilns using high quality cobalt ore 
for ‘Somah’ blue, which was brought back from Eastern South Asia and Arabic 
Peninsula by ‘Pottery Route’ of the sea.  The dragon-and-wave design has played 
prominent role as a decorative motif.  The repertory of Early Ming decoration also 
included flowers and plants, both as principal themes and border design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as the export trade was further expaned, the extraordinary 
shapes and decorative motifs were introduced for the foreign markets by employing 
Arabic and European designs.  In this period, the porcelain (china) won its 
worldwide reputation, we may now say to of the historical high. When the court 
officials halted the overseas trade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Chinese 
isolationism had cast its shadow over the overseas trade.  This paper is only a brief 
case study on the Early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ith emphasis on Jindezhen 
wares for Arabic world and farther. 
 



 
 
 

摘要 

 

  「青花」(blue-white porcelain)是我國著名的「釉下彩」(underglaze painting)
瓷器。由「考古」所知，中國有「青花瓷」始於唐，成於南宋(1127-1279)，圓

熟於元(1279-1368)，興盛於明初，特別是永樂(1403-1425)、宣德(1426-1436)、
成化(1465-1488)三朝，江西「景德鎮」的產品，更是獨步世界，達到了登峰造

極的水平。「三保太監」鄭和(1371-1433)七下「西洋」(1405-1433)時，「彩絹瓷

器」是最重要的「賞賜」品，大量青花乃隨「寶船」遠走四方，或贈或售揚名四

海。青花用「回青」直接在瓷胚上畫繪，再上一層無色透明釉，然後入窯，以高

溫還原焰一次燒成。「青花」白底，釉色深藍，清新雅麗，高潔宜人，因而打動

各地人心，爭相購求，蔚成風潮，成為中國「絲」之外的另一項世界名物，高峰

時年外銷數達數十萬件。青花的成功，除中國獨有製瓷傳統和瓷匠的精研努力

外，另一項特殊因素是使用了「伊斯蘭」傳統的藍色釉料：回青、回回青；和「南

海」周邊國家的蘇麻離青、蘇泥臘青、勃青等等。這「青」就是「鈷藍」(cobalt 
blue)。青花不僅使用了域外原料，在造型和紋飾上，也容納了「伊斯蘭」宗教

和民族風格，充分表現了中國製瓷老師傅，不忘傳統，又勇於進取創新工藝技術

的精神。本文僅討論明初「青花」，且以景德鎮所出，於 15 世紀鄭和下西洋時代

前後者為主，也略論中國青花與阿拉伯青花間的關聯。 

 

 

 

「青花」是我國最著名釉下彩繪瓷，因為使用了從「波斯」（Persia，今伊朗）

進口的「鈷藍」作為顏料，又採用純質白色「高嶺土」(kaolin)為胚，在傳統刻、

劃、印、彫的技法之外，另創直接「手繪」瓷件，為中國瓷器裝飾藝術，開一新

紀元。青花的產生有兩種說法：一為受波斯影響，無論原料和製作均源自波斯，

乃由波斯傳入。一為中國自身沿著製瓷工藝歷史，逐步前進形成。無論二者何者

為是，「青花」瓷品，無論形製、紋飾和功能等等都有「伊斯蘭」藝術工藝風格

的影子，這是不爭的事實，其中又以元、明、清專供外銷阿拉伯地區的瓷件最為

明顯。例如青花大盤、大碗、水注、薰香器、扁壺、寬頸瓶、葫蘆瓶、香盒等等

都有遊牧民族特色，也最受阿拉伯地區伊斯蘭人民的喜愛。 

  「青花」製胚、手繪，上面釉後入窯，以高溫還原焰一次燒成。釉料「鈷藍」

中的「氧化鈷」(cobalt oxide, CoO2)經高溫還原後即顯「鈷」(conbalt, 
Co)的藍色，襯托白色胎「地」，色澤亮麗，明艷照人，釉色青翠，不脫不褪。

青花瓷產製成功後，發展迅速，超越傳統，取代了長久以來居於「名瓷」領導地

位的「青瓷」(blue porcelain)，而成為明清時代瓷器的主流。自元代以後，江西‧



景德鎮日漸興起，乃成為「青花」生產的重鎮。 

  「景德」乃北宋年號(1004-1007)，在官窯燒製御用瓷器，名「景德窯」，凡

所製均於器底銘「景德年製」。由於品質特佳成為瓷器中的精品，景德鎮因產瓷

而名振天下，至今享譽千年不墜。在中國歷史上，以皇帝年號命名的城鎮不少，

但唯「景德鎮」沿用至今。〝古無瓷瓶，皆以銅為主，至唐始尚窯器。〞至宋時

瓷瓶大興，家家有之，到明初更是青花瓶的全盛時代，其中以宣德青花「海水白

龍紋天球瓶」最為獨特，因傳世極少，也最為珍貴。天球瓶，小口，口頸相連，

腹部圓鼓如球，平底，是仿「敘利亞式」瓶燒製的。永樂、宣德「天球瓶」只見

於青花瓷，而且均無雙耳，紋飾以纏枝花卉、雲龍和海水龍為主，其中又以「海

濤龍紋」最為突出，是永樂、宣德「天球瓶」中獨一無二的代表。 

  「永樂器」造型俊秀，厚薄適度，以圓體為其特色。大件器物製作較少，許

多器型有明顯外來特徵，特別是來自中亞和阿拉伯地區的「伊斯蘭」風格，其中

又以「天球瓶」、「如意耳葫蘆扁瓶」、「魚簍尊」、「花澆」、「直流壺」等最堪代表。

這些實用器模仿「西域」的金銀器、陶器、錫器、及黃銅器，其中又以黃銅器為

主。這是「官窯」造型設計家，從外國「貢品」或貿易品中，吸取了靈感，而新

創的樣式，為明代早期「中國瓷」開拓了新路，加添了新元素，塑造了新形貌。 

  下西洋的中國瓷器，以景德鎮「青花」為主力。因瓷器重而脆，易破損，多

走海路，乃開通了海上「陶瓷之道」。這明、清「瓷道」，與漢、唐「絲路」，本

質並無不同，都是世界文明交流史和貿易史中的典範。 

 

甲）「青花」歷史 

  任何工藝技術的發展，都有其長遠的傳承，都是一步一步走出來的，絕無憑

空冒出，由天上掉下來的。今天我們用的「瓷」字，首見於晉‧潘岳(247-300)
＜笙賦＞：〝披黃色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所謂的「縹瓷」就是晉代(265-240)
的「青瓷」，時在公元３世紀，這是現知中國有「瓷」，用「瓷」最早的文字典籍

記載。唐‧張戩《聲考》：〝瓷，瓦類也，加以藥面而色澤光也。〞，所說強調「瓷」

要上「釉」。就現在的標準而言，「瓷」採用白色「高嶺土」（「kaolin，因江西‧

浮梁產「土」之「高嶺山」而得名」為「胎」，施釉，經 1200℃高溫還原焰(reducing 
atmosphere)燒成。胎釉結合，晶瑩細緻，吸水率極低，質堅如玉，敲之作金石

聲，不污不朽，但易碎。明‧御史樊玉衡有詩云：〝宣窯薄甚永窯厚，天下馳名

昊十九〞（「十九」人名，自號壺隱老人，明代燒瓷名家）。〝永尚厚，成尚薄；

宣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為「蘇渤泥」，宣青名「麻葉青」〞，這種厚薄濃淡之

分，主要還是受制於「青料」產地來源之影響。 

  「青花」發韌於唐，成於南宋。景德鎮有優質瓷土，初期用外國青料在「素

胚」上作畫，再上一層無色透明釉（玻璃釉），一次燒成，即成著名的「釉下彩」，

雖說與需複雜與精巧技藝的「影青」(celadon, blue-green porcelain)無法相提並

論。但因「工序」由繁趨簡，燒成率大幅提高，使青花除特製珍品，價比宋瓷外，

其它品級乃成為東西各地暢銷一時的日用和裝飾瓷。「青花」白裡透藍，至今仍



是日用瓷具的主流。 

  景德鎮瓷器在元代時已負盛名於海外，其中又以青花最著，至明初及明中期

更盛，斯時海內海各地考古遺址及今世著名博物館幾無一無之。例如：琉球歸仁

古堡即藏有元代景德鎮大型青花；東非肯亞、坦桑尼亞和馬達加斯加島，也多次

出土元‧景德青花，器型大，質地佳，他處少見。明代青花，世界各地傳世出土

更多，可謂遍及各國。「瓷器」埃及人稱「Sini」，衣索匹亞人稱「Sino」，英文名

「china」，異口同聲都是「中國」的意思。 

  日人重「茶道」，對「茶器」的要求極高，已近挑剔的程度。有專人在中國

選瓷，高價在日銷售。品茶人特重越窯青瓷，也重青花，精品中有「吳須」，吳

即越地（今浙江‧紹興一帶），以「越窯」名世。「吳須」乃江浙所產「青料」的

名稱，日人以之代「瓷」用。一般日文稱「青花」為「藍釉瓷」，珍貴者為「祥

瑞藍釉」。英文一般稱：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或 blue-white porcelain，是西方人，

特別是歐洲人最喜歡的中國瓷之一。景德鎮宣德青花，顏色雅淨調合，瓷質細膩

潤澤，無論釉、形、紋、銘無一不精，使「景德鎮」一躍而成世界的「景德鎮」，

更成中國瓷器的代名詞。 

 

乙）景德鎮瓷都 

  景德鎮在江西省浮梁縣（贛東北，今為「景德鎮市」），因產「瓷土」，自漢

代起已產陶，到唐代則已生產瓷器。清‧藍浦《景德鎮陶錄》：〝陶窯，唐初器也。

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邑志》：〝唐‧武德中，鎮名陶玉者，載瓷入關

中，稱「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瓷名天下。〞唐(618-907)時，「景

德鎮」地區屬饒州，名「新平縣」，又名「昌南」；宋初名浮梁縣。宋真宗‧趙恒‧

景德年間〝因窯〞置鎮，遣官製瓷貢京師，於器底書「景德年製」，景德鎮製瓷

乃隨之名遍天下，逾千年而盛名愈揚。宋代景德窯以「青白瓷」著名，青中顯白，

白中泛青，獨具一格，習稱「影青」(misty blue)。至明初，「青花」技藝成熟，

景德「青花」乃更上層樓，飄洋過海，大受「西洋」人青睞，視同珍寶。在景德

鎮的鼎盛時代，除由「官窯」御器廠生產「貢瓷」外，還有「官搭民燒」的「民

窯」數百間至上千間，年產各色「商品瓷、貿易瓷」數十萬件至百萬件，而有「天

下窯器聚景德」；「至精至美之瓷，莫不出於景德鎮」之語。景德鎮因「水土宜陶」，

「青花」獨秀，特別是明初永樂、宣德、成化時期的產品，器型渾厚典雅，文飾

清新生動，白裡透藍，無論裝典日用，都自成高格。 

  景德鎮在明、清兩朝都屬江西省‧饒州‧浮梁縣，所以景德窯亦常稱「饒州

窯」。清‧朱琰《陶說》裘日序：〝自有明以來，惟饒州之景德鎮獨以窯著。在明

代以「中官」蒞其事。〞明代永、宣年間下西洋或出使西域都以宦官任事，景德

鎮官窯（御窯廠）燒瓷亦由宦官監造，此為京師皇家用品，下西洋者極少，多用

於賞賜，一般「海舶貿易」則以景德鎮民窯為大宗。民窯〝日數千人，窯戶率以

此致富，以故不靳本，不惜費，所燒造每變而日上，較前代所艷稱，與金玉同珍

者，有其過之，無不及也！〞民窯加入商業競爭後，日新月異，推陳出新，較之



官窯的謹守祖宗法制，絡遵「內務府」定規，慢工細貨，除尊貴無暇外，實難比

民窯奮勇向前的精神，這也是古今中外私營勝官營的至理。 

  景德鎮搬運瓷器，舊以陸路，後有水運。瓷器出窯，即分類揀選，束草裝桶。

「三色腳貨」即在本地出售；〝「上色」圓器與「上色」「二色」琢器，用紙包裝

桶，有裝桶匠專司其事。「二色」圓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紮裝桶，各省通行。

粗器用茭草包紮－－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纏於外，水陸運搬，便於運送。〞（清‧

唐英《陶冶圖》）。景德鎮雖享盛名，〝盧舍稠密，煙火相望，其實無一「富戶」。

執役最為勞苦，重以官府之製造，往往疲於供應。蓋民以陶利，亦以陶病久矣！〞

燒造瓷器，百姓困瘁，千古至今未變。 

  千年來，景德鎮都以「陶」名，因「陶」而興，亦為「陶」所苦，作為官窯

「御器廠」，年呈送常達數十萬件，遣「中官」監之，勞民傷物，亦莫此為甚。

清‧唐英《陶冶圖》於「祀神酬願」中有記：〝景德鎮袤延僅十餘里，山環水繞，

僻處一隅，以陶來四方商販民窯二三百區，工匠人伕不下數十萬，藉此而食者甚

眾，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忝稌。故重報賽，有「神」童姓者，窯戶也，前明

燒龍缸連歲不成，中使督責甚峻，窯民苦累，神為眾蠲生躍入窯中以殉，而龍缸

即成。司事者燐之而奇之，建祠廣署祀焉，稱「風火仙」，屢著靈異，窯民歲祠

惟謹，擬之永方也。〞當然這種以身殉窯的故事，應非孤例，而督造嚴苛，也就

可想而知了。 

  福建「德化」（閩中）也是古瓷都之一，五代‧後唐‧長興四年(933)置縣。

因瓷土多，潔白細膩，用地碓舂瓷土，以「金門」青料和江浙青料或混合配釉藥，

所產青花瓷質晶瑩，溫潤如玉，廣受歡迎，生意鼎盛，是民窯中的代表之一。2003
年 3 到 5 月在廣東陽江海域打撈上岸的宋沉船「南海一號」，所載古瓷即多「德

化」產品。《全唐詩》有顏仁郁詩記德化製瓷盛況，〝村南村北村雨晴，東家西家

地碓聲。〞十分寫實生動。 

  景德鎮青花能馳名中國，遠售海外，實與「官搭民燒」有重要關係。《陶說》：

〝每次開窯徵集工料，都由「內務府」開支，定期按照市上行情給價。「遠輸」

由國家辦理，不從當地攤派，並不防礙政事。公私認為便當。〞不妨政事，而又

官民俱樂，實在是景德鎮古今「窯戶」的最高期盼！ 

 

丙）青花「配料」和「燒瓷」 

  瓷器的製作是科學和藝術的綜合結晶，造型不僅需要技巧，也要考慮美感和

實用的目的，而淘土做胚，上釉彩繪，入窯燒瓷，更需要礦物、釉料、溫度控制

等「科學」知識和經驗。中國瓷器在藝術上的成就和所贏得的聲名雖然超過「科

學」，但在選料、湅土、乾胚、裝窯、燒成、出窯等工藝程序上也都自有一套「規

矩」，一套系統，絕非簡單可成。任何工藝技術的發展，都自有其長遠的傳承，

中國青花的創製成功自也不例外。 

  景德鎮從‧景德年(1004-1007)起，即以瓷品馳名，歷元、明、清三代，一

千多年，成為全國陶瓷工業中心，直至現代。其產瓷有多次高峰，瓷品創新以青



花、粉彩、鬥彩最為有名，本文僅談明初的青花，這也是景德鎮瓷史中最光輝的

一葉。現綜合清‧藍浦《景德鎮陶錄》(1815)；清‧朱琰《陶說》(1774)；清‧

唐英《陶冶圖》(1743)及明‧王宗沐《江西大志》(1546)各書所載有關青花燒製

的工藝要點如下。燒造瓷器以五事最重要，即「練泥」、「做坯」、「配釉」、「手繪」、

「燒窯」，一點都不能馬虎，否則「上品」難成。《陶錄》所載工序（只舉青花，

不及彩器）如下：取土、練泥、鍍匣、修模、洗料、做坯、印胚、鏇胚、畫坯、

蕩釉、滿窯、燒爐、開窯。胚料和青料處理極重要；畫花上釉乃匠師的工作，裝

窯、燒爐、測火乃窯工師傅的責任，乃世代傳承，集成敗於一身。 

 

  Ⅰ).瓷土(china clay, kaolin)和青料(cobalt blue) 
  青花製作原料可分為兩種，一種是「胚料」(pottery body material)，一種是

釉料(glaze)，因青花的特色在「色白花青」、「體實而潤」，所以選料特嚴，製備

配料更嚴，否則無法達到這一目的。用料精、研料細、配料有「方」是其基本精

神。 

   1).瓷土 

  景德鎮因「水土宜陶」而發展成自己特有的製瓷業，這是它無可取代的優勢。

瓷胚主要用「瓷土」和「瓷石」，早期全用浮梁縣、餘干縣，即瓷廠附近所產者，

後來也用外地貨，視供需和品質、價格而定。瓷土(china clay)就是著名的高嶺土

(koolin)，主成份為粘土礦物(clay mineral)「高嶺石」(kaolinite)，是「陶瓷工業」

(pottery industry)的主要礦物原料。「高嶺」為舊浮梁縣地名（今景德鎮東北 60km

之瑤里鄉高嶺村），從宋時起即為採土之地，迄今仍為高領土礦重要產地之一。「瓷

石」(pottery stone)也是一個常用的製瓷原料名詞，實際是一種由石英(quartz)、
白雲母(muscovite)及少量長石(feldspar)、方解石(calcite)等所組成，是一種「聚

結物」(aggregate)。瓷土和瓷石在地質生成上都是「風化殘留」「土」類(weathering 
residule)，二者雖都可作為陶瓷原料，但其「選練」前處理和入窯燒融溫度(fusing 
temperature)都不同。依筆者見解，在明代初，「窯工」全靠經驗模索，從失敗中

綜合出教訓。當時近代「礦物學」尚未發展（15 世紀），窯匠和「官廠」師傅自

然無法瞭解「高嶺石」的物理化學性質，但就配料燒瓷的「生產」而言，是可以

正確掌握的。高嶺土（瓷土），白而粘，成型易，質純者雜質少，為製上好瓷器

的要件。瓷石則需選礦處理，先錐碎，再杵臼成「土」始能用。《陶錄》說：高

嶺土〝不用碓舂，取土起棚，不過淘練成泥，印塊而已。〞；瓷石〝雖亦名土，

實則取石，必先洗去石上浮土，再用錐碎成小塊，然後杵臼一晝夜成土，始淘練

印造。〞在生產上，「高嶺」少而貴，成品佳，享譽中外，使他成為礦物學中的

一個專有名詞。「高嶺石」﹝kaolinite, Al2 Sl2 O5(OH)4﹞，為現知約 2200 種「礦

物」(mineral)中唯一以中國地名命名的「礦物」。1869 年德國地質學家李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afen, 1833-1905)造訪景德鎮後，以出「瓷土」的「高嶺山」

命名此土為「kaolin」，時稱「china clay」，後國際正式採用「kaolinite（高嶺石）」

為礦物學名。 



    

2).青料(blue glaze) 
  青花的藍色，主要是使用「鈷藍」。自宋、元起中國海舶和阿拉伯海船即往

來貿易，以泉州為泊港。中國以瓷外銷，而進口「回回青」(mahomedan blue)，
形成一條海上「絲綢」加「瓷器」的「絲瓷路」。回回青有多種名稱，如：回青、

蘇麻離青、蘇勃泥青，明初青花的名貫九霄是使用了「域外」「青料」加上景德

鎮千年製瓷經驗的結果，闖出了中國瓷史的新方向，創製了釉下彩，一次燒成的

新陶瓷技術。簡略的說：「青料」就是在瓷器燒成後，能呈現寶藍色彩的「釉藥」

（色料），是一種含「鈷」(cobalt, Co)的天無礦物質，因來源地不同，而有不同

的名稱，其基本組成物質類同。明‧黃一正《事物紺珠》(1591)記：〝二窯皆內

府燒造，以騌眼甜白為常，以「蘇麻離青」為飾，以鮮紅為寶。〞明‧王宗沐纂

修《江西大志》(1556)曰：〝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明‧張應文《清和秘藏》 

說：〝青花者用「蘇浡泥青」，圖畫龍鳳、花鳥、蟲魚等形，深厚堆垛可愛，皆發

古未有，為一代絕品。〞 

  鄭和下西洋時，以瓷器為朝庭「御禮」分賜各國，並從伊斯蘭、南洋帶回高

品質的回回青、蘇麻離青、蘇勃泥青等。「回回青」可能是來自阿拉伯地區和中

亞；「蘇麻離青」則來自蘇門答腊（Sumatra，印尼）；「蘇勃泥青」則來自波羅洲

（Bornio，今汶萊、砂勞越，加里曼丹等地）。「青」是「料名」，前置「地名」

是產地，當然也可能是「轉運」港。「蘇麻離青」（含錳低鐵高），藍色濃艷，但

時有黑斑。宣德後進口青料減少，庫存不足乃加配國產料（主要來自浙江和雲

南），青花變成柔和淡雅的藍色，黑斑少見。成化、正德年間，因海外料源受阻，

乃全用國產料，青花色調淺淡或微濃帶灰。嘉靖時又復用進口料，並配合國產品，

色調藍中微泛紅紫，鮮麗濃艷，都各具特色。所有青料，不論來源，基本上都是

土狀「鈷土礦」(asbolite，又名 asbolane，earthy cobolt 等)。這種鈷土礦因含有 

（氧化鈷(CoO)，所以在「還原」焰中燒成時，還原成「鈷」，而顯現鈷的美麗

藍色。鈷土礦除含鈷外，還含有多量錳、鐵等的氧化物，所以青料的「成分」對

青花呈色有很大的影響。青料是燒造青花加工技術中的要點，是產品品質，色調

變化成敗的根本。 

  「鈷土礦」是天然含鈷、錳、鐵成分岩石的風化殘留物，所以並無一定化學

組成，氧化鈷含量有的高達 40％，有的則在 2％以下。這類礦土，常呈粗鬆黑色，

除鈷土礦外，還有土狀硬錳礦(psilomelane)及不純軟錳礦(wad)等多種，但呈色

主要靠「鈷」。但過高，色澤發紫黑，過低則顯不出藍色。所以景德鎮窯匠選「料」，

多經試燒，〝以驗色性火候〞，方敢取用。明、清兩代「青料」有各種異名，除上

舉者外，還有「石青」、「土青」、「碗青」（出金門）、「無名異」（黑褐色，一種錳

礦）、「黑赭石」等，但過火要呈青色，必須含鈷。「青料」，取燒瓷得「青」為義。 

  青料繪於胚上，其上需再覆一層「玻璃釉」（透明釉，transparent glaze），一

體一次燒成後，才成為「釉下彩」。透明釉中國瓷書中記載很少，只提到「蜃灰」

（牡蠣殼燒灰，氧化鈣，CaO）、茭蓴土（湖州，性粘埴，即粘土，clay）、陶土



（也是粘土，pottery earth）、白石（筆者暫認為就是長石，feldspar）。依筆者多

年供應陶瓷原料之經驗，「透明釉」必用上等「鉀長石」(potassium feldspar)、石

灰石（limestone 或 marble，即古籍中之「白堊」）和高嶺土(kaolin)，滑石(talc)
等配成。要胚釉結合緻密，不脫不褪，又要透明燦亮，永保光彩，即時至今日，

仍要多次試配試燒，才能應用，絕非簡單化學計算可成，諻論古時窯匠。宣得時

〝諸料悉備，青花最貴〞，款識「宣德年製」，「德」字「心」上不加「一」。 

 

  Ⅱ).「燒瓷」要務 

  青花採直接於白胚上繪圖，在形式各殊的立體上用手繪，要比在白紙上作畫

難得多〝蓋工緻之匠少，而繪事尤難也。〞著色首由色匠「敲青」，再「淘青」，

〝取其奇零鎖碎磄碾入注水中，用「磁石」（magetite，磁鐵礦，天然富磁性者名

lodestone，可吸鐵粉）引雜石，真青澄定，每斤可得五、六錢。〞青料經此前處

理，才能用於「畫青」。繪工依「預懸圖軸」及「樣器」，〝用小毛筆「蘸」青料

多寡繪之。〞良工能掌握線條曲折粗細，燒後層次分明，而濃淡一致，方為上品。

永宣青花除「釉下彩」外，在製瓷技術上還首創了「吹釉」。以前〝用羊毛筆蘸

釉上器，失之不勻。〞而大小圓器〝俱在缸內蘸釉，有輕重，並多破，故全釉難

得。〞「吹釉法」，〝用截寸竹簡，長七寸，口蒙細紗，蘸釉以吹，吹之遍數，視

器大小與釉之等類為多寡之差，多至十七、八遍，少亦三四。〞因〝瓷胚宜淨，

一沾泥滓，即成斑駁，且窯風火氣衝突傷之，此所以必用「匣缽」也。〞景德鎮

燒瓷，必用匣缽，以保品質。而且新匣缽必先〝入窯空燒一次，方可應用。名曰

「鍍匣」。〞其它垃坯、琢器、乳料、挖足、滿窯、燒爐、開窯則與傳統中國陶

瓷工藝類同，不另多贅。景德鎮御窯廠，督造苛嚴，毀器重燒之事常有。分工極

細，「模匠」定胚，〝一器非修數次，出器時定不能口合，必熟諳火候泥性，方能

計算加減以定「模範」。〞；〝故畫者學畫不學染，染者學染不學畫， 所以一其

手，不分其心也。〞；〝至畫瓷所需之料宜極細，型要雅，繪要精，花要藍，釉要

亮，珍寶不說〞，實亦千百人血汗也。 

 

丁）世界的「青花」 

  青花「彩」在釉下，色料經燒製，熔在胎釉之間，整個釉面光滑平潤，晶瑩

剔透，幽靜淡雅，清新明亮，一「上」市即大獲成功。無論日用瓷、擺設瓷、配

飾瓷、禮品瓷、宗教宮庭用瓷、貿易瓷，一枝獨秀，一直到今，可說史無前例。 

  景德鎮青花，體薄而潤，色白花青，引起了阿拉伯地區，特別是伊斯蘭信徒

的喜愛，這與阿拉伯人視「白」為尊貴，視「藍」為純淨有關。在中國青花大銷

阿拉伯後，歐洲人也趕為流行，風起雲湧，從皇宮到貴族之家，無中國瓷者，絕

無一戶。因需求旺盛，仿中國青花者亦大興，各國都有，不僅世界性使用「青花」，

而生產也擴及世界各地，使「景德鎮」一詞成為「中國瓷」(china)的代表。正

如明‧謝肇淛《五雜俎》言：〝惟饒州景德鎮所造遍行天下。〞 

  瓷器為中國獨有之創作，淵源久遠，外貿海外，天下無雙。中國瓷外銷域外，



首起唐、宋；元時蓬勃；到明、清登上高峰，千餘年間，未嘗稍退，不僅帶動了

國際經濟、交通和文化交流；也促進了不同民族和宗教間的溝通，「瓷路」正是

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陶瓷」重而脆，不如「絲綢」之輕軟可摺疊，陸上運輸

費工、費時、損耗大、成本高，難達經濟目的，故多走海路。瓷器紮綑，填墊芝

麻仔和茶葉，入箱即可裝艙，乘風遠運，費時短、破損低、運費廉、行銷快速，

乃成一時之盛。試想一支有 30 匹駱駝的商隊，只能馱９噸，曉行夜宿，日行僅

數里，貨要上上下下，效率難高。而 15 世紀的海舶，上貨啟錨，出泉州，下「南

洋」或「西洋」，晝夜兼程，不旬日順風而至，即使到印度西海岸，也不過幾閱

月，其利自非陸程可比，故明、清陶瓷外運，差不多全走海路出口。 

  隨著海上貿易的發展，中國瓷器自宋代起就大量外銷。元代景德鎮青花興

起，成中國外銷瓷中的主要商品，遠銷印度洋，達阿拉伯半鳥和非洲東岸。記錄

青花外銷以元‧汪大淵《島夷誌略》最早。《島夷誌略》(1349)中對南海、印度

洋東西岸、阿拉伯半島和非洲東岸「國家」，用「青白花器」作「貿易之貨用」

（即「貨通有無」之買賣）者很多，試舉數端如下：《烏爹》（Ussa, Bago, Pegu，
今緬甸境）〝貿易之貨用金銀、五色緞、白絲、丁香、豆蔻、茅香、青白花器、

鼓瑟之屬。〞；＜甘埋里＞（Hormoz, Ormuz, Hormuz，今霍爾木茲，波斯灣口）

〝互易去貨丁香、豆蔻、青緞、麝香、紅色燒珠、蘇杭色緞、蘇木、青白花器、

瓷瓶、鐵條，以胡椒載而返。〞；＜小唄喃＞（Kullum, Kollan, Quilon，今奎隆，

在印度西海岸南端）〝貿易之貨用金錢、青白花器、八舟布、五色緞、鐵器之屬。〞；

＜班達里＞（Fandaraina，印度西海岸，「古里」北方）〝貿易之貨用諸色緞、青

白磁、鐵器、五色燒珠之屬。〞；＜喃啞哩＞（Bonda Aceh, Atjeh，亞齊，印尼‧

蘇門答腊島北端）〝貿易之貨用金銀、鐵器、嗇薇水、紅絲巾、樟腦、青白花碗

之屬。〞；＜占城＞（Campa, Sanf，今越南中部）〝貨用青磁、花碗、金銀、手

飾、酒卮布、燒珠之屬。〞；＜無枝拔＞（今馬來西亞麻六甲地區），〝貿易之貨

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瓷器、互壘、鐵鼎之屬。〞王大淵《島夷誌略》乃親身泛海

〝身遊目識者〞，而且〝非親見不書〞，至為珍貴。所言〝青白花器〞、 

〝青白磁〞、〝青白花碗〞、〝花碗〞等都是指日用青花器，可見在 14 世紀時，中

國青花不僅已暢銷「南洋」諸國，也已銷到印度洋、阿拉伯海一帶，並經由穆斯

林商人轉輸大西洋、歐洲遠西諸國。在書中汪大淵也提到〝處州磁器〞、〝青磁〞、

〝磁器盤〞、〝處州磁〞、〝青磁器〞、〝青盤、花碗〞、〝青白花磁器〞、〝青白花碗、

磁壺瓶〞、〝青白碗〞、〝青器〞等等名稱，顯而易見中國瓷不僅遠銷，而且式樣繁

多，諸種齊備。 

  永樂青花量少，到宣德時始能大量外輸，不僅所有亞洲國家都有發現，即中

東、土耳其、伊朗、埃及及非洲各地也多有，甚至美洲太平洋沿岸、墨西哥灣等

古代文化遺址中也都有，在各大著名博物館更是主要藏品之一。永宣青花瓷有幾

種竹持別的形制和文飾，設計直接採用伊斯蘭式樣，例如：日用酒器「葫蘆扁瓶」，

形似扁葫蘆，頭有雙系，腹圓如滿月，又稱「抱月瓶」（寶月瓶），出行時攜帶用；

纏枝花卉紋「執壺」，用以淨手澆花，乃仿伊斯蘭銅錫器的瓷品；另有纏枝花卉



紋「八角燭台」更是獨特的阿拉伯式樣。宣德朝因〝諸料悉備，青花最貴。〞其

中新創「青花海水白龍紋」最堪代表，在「藍色波濤紋」中留下白底之「海中蛟

龍」，是明初「下西洋」盛事的瓷紋見證。「五爪龍」為官燒貢品，「三爪龍」則

多為外銷品。「海濤紋」在永宣青花中普見，也顯受了大航海、下西洋之影響。 

 

戊）結語 

  青花白裡透藍，型製文飾，有簡有繁，變化萬千，而且採直接於「胎」上手

繪，入窯一次燒成，不僅成品率高，生產成本也降低，適合大量生產，是中國日

用瓷、商品瓷、貿易瓷中的代表。「窯戶」代代傳承，且時有創新，歷 800 多年

不僅盛名不衰，反遠播海外，一直到現代歐、美、日、阿拉伯等地區，仍步踵中

國後塵，大量產製青花，行銷全球，並有「青出於藍」，後來居上之勢。現代中

國青花已盛世不在，必須努力，以「價」治「量」，力爭精品，以勝歐日。這不

僅需要「新血」的投入，還需要工藝設計師和陶瓷工程師(ceramic engineer)的通

力合作，才有望再居榜首。 

  青花新創「釉下彩繪」（釉下彩），取代了傳統中國瓷的「刻」、「劃」、「印」

花等技法，而從此躍居中國瓷紋飾藝術的首位。「白地青花」有如在白紙上作水

墨畫，瀟洒自如，神韻十足。「畫」下白胚高溫燒成，「畫」上有透明釉保護，既

衛生又耐久，永不褪色；同時光亮奪人，深富中國傳統瓷器的民族神韻，再加上

引進了伊斯蘭風格，故能風行一時，遠銷海外，成功的塑造了中國瓷的新瓷風、

新氣勢。 

  從中國歷史上看，中國遠洋航海，始於漢，盛於宋、元，至明代三保太監鄭

和(1371-1433)七下「西洋」(1405-1433)而攀登頂峰。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就是

印度洋，最遠到達阿拉伯海的波斯灣、紅海的回教聖城麥加和非洲東岸，但未繞

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海域。鄭和最大的貢獻是促進了海上朝貢貿易、印度洋

週邊廣大區域內的睦鄰外交，和直接進行了和印度文明及伊斯蘭文明間的相互交

流和融合，也透過印度洋的中轉機制，而與歐洲文明接觸，為古老的中國開啟了

一扇能真正張眼探索西方世界的海上窗戶。青花正是這頁海上交流史的重要見證

者之一，這種海上交流史正展開新頁，前進的「中國青花」(blue-white china)正
等待水土培育，正等待燦開盛放。最後引清‧鄭廷桂《陶陽竹枝詞》中之一首為

證：〝九城瓷商上鎮來，牙行花色照單開。要知至寶通洋外，國使安南答貢回。〞 

  宋‧彭器資《送詩屯田》有句〝浮梁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元代時景德鎮

已有陶窯 300 餘座，〝延埴之器，潔白不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

（元‧蔣祈《陶紀略》）。至明代，景德鎮瓷興旺，全面廣銷諸國，遠近知名，已

成國際品牌，供不應求。〝天下窯器所聚， 其民繁富甲於一省。〞窯爐林立，〝萬

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令人不能睡，戲目之曰，四時雷電。〞（明‧王世懋

《二酉委譚》），形成了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今景德鎮瓷業再登新世紀高峰，煙燻

火烤，植被枯殘，泥水橫流，絕無淨土，正應了「一里窯五里焦」的諺語。景德

鎮鎮民如不能全力奮起，把「環境品質」放在「瓷器品質」之上，絕地求生，則



未來不僅不能再現景德的興隆，而景德鎮的衰亡也屬指日可待。這不是危言聳

聽，而是現實的「警語」。〝民以陶利，亦以陶病〞，官家月月需索，上命增燒無

度，民困難甦，工匠勞苦，艱難各鄉，能深體民情，深念茲苦之官，實少之又少。 

  永宣青花細膩潤澤，“以椶眼甜白為常，以「蘇麻離青」為貴」＂（明‧李

一正《事物紺珠》，1591），除貿易遠銷外，還因明庭爭戰連年缺馬，《明史‧外

國傳‧六》即載有以大批〝綵帛、磁器〞向「失刺思」（今伊朗‧度拉子）換馬

之事。總之「青花」已躍上國際舞台與「絲綢」相互輝映。清乾隆皇御題「青花

紅彩開光花卉葫蘆壁瓶」(1794)，曰：〝高格傲霜兼傲雪，逸情逸畫更宜詩〞算

是一種有心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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