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上最強 唐三彩講座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時間：2015 年 2 月 11 日 (週三) 

地點：臺大校總區 文學院演講廳 

 

時  間 專   題   演   講 

下 午 

1:30-3:20 

引言人：施靜菲 博士 (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題 目：中國低溫釉陶導論 (下午 1:30-2:00，30 分鐘)  

 

主講人：森達也 博士（日本愛知縣陶磁美術館學藝課長） 

題 目：唐三彩的出現與發展 (下午 2:00-2:40，40 分鐘)  

 

主講人：小林仁 博士（日本大阪市立東洋陶磁美術館主任學藝員） 

題 目：唐三彩俑的定位和相關問題 (下午 2:40-3:20，40 分鐘)  

時  間 歡   迎   茶   會 

下 午 

3:20-3:50 

茶 敘 

 

時  間 專   題   演   講 

下 午 

3:50-4:30 

主講人：謝明良 博士（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題 目：唐三彩的使用階層 (下午 3:50-4:30，40 分鐘) 

時  間 綜    合    座   談 

下 午

4:30-5:20 

主持人：施靜菲 博士 (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與談人：劉朝暉 博士 (中國復旦大學文物與博物館學系教授) 

    余佩瑾 博士 (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兼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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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強  唐三彩講座 

 

前言 

     

高溫灰釉陶瓷是中國施釉陶瓷發展的主流，中國陶瓷史中大半的歷史都為青

瓷所佔據，日本學者長谷部樂爾承繼小山富士夫將青瓷史作為中國陶瓷史核心的

看法，認為將漫長的中國陶瓷史視為是青瓷史一點也不為過。但同時，我們也別

忘了，中國低溫釉的製作，事實上也一直同步發展，就如謝明良教授所言，「如

果說自鉛釉陶誕生以來直到近代，一部漫長的中國施釉陶瓷史主要就是由低溫鉛

釉和高溫陶瓷這兩個系統所構成，絕非誇大之詞」。相對於高溫灰釉陶或青瓷以

近攝氏 1200 度燒製而成，低溫釉則是在攝氏 1000 度以下的低溫中燒成。中國低

溫釉大多數是鉛釉系統，例如最重要的漢鉛釉陶及唐三彩（約攝氏 1000 度、在

氧化氣氛下燒製）。使用鉛為釉的主要助熔劑，加入不同的金屬氧化物而產生不

同的釉色，例如加入氧化鐵即成黃褐色或紅褐色釉，加入氧化銅成鮮豔的綠釉。

能製造鮮豔奪目色彩效果的低溫釉陶，在中國原來主要作為明器（陪葬品）及建

築用器，類似的釉料成分在晚期發展成為火石器(stoneware)及瓷器上描繪裝飾的

彩釉。 

中國陶瓷技術先進，連低溫釉系統都在世界陶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技術及

多樣性)。前面提到中國低溫釉大多數是鉛釉系統，但也有以氧化鉀作為助熔劑

的鹼性釉系統，例如北方磁州窯的孔雀藍釉作品以及明代法花器則皆為鹼性釉；

在河北地區也發現 11 世紀的硼砂低溫釉窯址(Nigel Wood, 1999, p.189)。因此，

從世界陶瓷史發展的角度來看，除了不透明錫釉（例如伊斯蘭錫釉陶 tin-glazed 

pottery、歐洲的藍彩陶器 faience、緬甸的白釉綠彩器）外，其他重要的低溫釉系

統在中國幾乎都曾經出現過，且幾乎都達到一定的品質。中國的低溫釉產品包括

漢代鉛釉陶、帶流釉效果的唐三彩、後續的三彩系列作品、北方磁州窯的孔雀藍

釉、晚期建築用的陶磚瓦、墓俑、法花器，福建的華南三彩、石灣陶、以及景德

鎮的低溫顏色釉等等。不過有趣的是，相對於中國高溫陶瓷的發展（約距今 3500

年前，商晚期），中國低溫釉的發展起步晚（約距今 2500 年前，戰國時期），甚

至比高溫灰釉晚了 1000 年以上，比起世界最早的施釉陶器—埃及的低溫釉，至

少晚了 3000 年左右，此與陶瓷技術合理發展順序不符。另外，世界最早是鹼性

釉，以氧化鈉(sodium oxide)為助熔劑，而中國最早的低溫釉則是鉛釉。這些特殊

的現象耐人尋味。 

而在中國低溫鉛釉陶中，唐三彩可以說是最受到關注的一個品類，也經常被

當成中國藝術史的重要代表之一。唐三彩（初唐到盛唐的多彩鉛釉陶器: 依據謝

明良教授的定義）流行於七到八世紀中，最遲在七世紀後半初期已有典型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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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唐代初期多器皿類作品，中大型俑類作品稍後出現。目前所知唐三彩的生

產地點有五處: 河南省鞏縣窯（鞏義陶）、河北省內邱縣邢窯、陜西省西安市醴

泉坊窯、陜西省西安市平康坊窯以及陝西省銅川縣黃堡窯（耀州窯）。此次舉辦

的「史上最強唐三彩講座」，邀請了當今學界研究唐三彩最重要的幾位學者來分

享他們多年的研究成果，相信會大大增進我們對唐三彩的理解。內容將含括我們

最關心的一些議題，例如唐三彩的出現及發展 （技術連接的問題、性質問題、

與其他工藝品的關係），唐三彩俑的定位及相關問題，以及唐三彩的使用階層等。

精彩可期! 

 

2015/02/11 

施靜菲 

 

主要參考書目: 

小林仁，《南北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 

謝明良，《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臺北，石頭出版社，2014）。 

《典藏讀天下：古美術》，第 6 期(2014.9)，〈製作燦爛˙唐三彩〉專輯。 

長谷部樂爾，〈青磁と中國陶磁史〉《青磁の美: 秘色の探求》（東京，出光美術

館，2006），頁 5-12。 

森達也，〈「唐三彩洛陽の夢」の概要と唐三彩の展開〉，《陶說》，no.614(2004)。 

朝日新聞社、大広編集，《唐三彩展 : 洛陽の夢》（大阪，大広，2004） 

弓場紀知，〈中國の鉛釉陶器の諸問題〉，《東洋陶瓷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

東洋陶瓷學會，2002)，頁 35-42。 

Nigel Wood, Chinese Glazes (London, A&C Black, 1999)，頁 189-211。 

長谷部樂爾，〈唐代陶瓷史素描〉(羅慧琪譯)，《藝術學》，第 11 期(1994.3)，頁

133-147。 

張福康，〈中國傳統低溫色釉和釉上彩〉，《中國古代陶瓷科學技術成就》（上海：

上海科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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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森達也 Mori Tatsuya 日本愛知縣陶磁美術館學藝課長 

 

森達也博士在 2012 年完成博士論文〈中国青瓷の研究〉取得金沢大學文學博士

學位。現任職愛知縣陶磁美術館學藝課長。主要研究領域為中國唐代至明清時期

的陶瓷史，特別針對越州窯、龍泉窯、汝窯及南宋官窯等的青瓷進行編年和其技

術脈絡的研究，曾發表過多篇的研究成果：〈晩唐期越州窯青磁の劃花文につい

て〉（《楢崎彰一先生古希記念論文集》，1998）、〈宋・元代竜泉窯青磁の編年的

研究〉（《東洋陶磁》，Vol.29，2000）等文章。 

 

森達也博士結合古窯遺址的田野調查與傳世品及出土資料的相關研究，陸續發表

學術論文：〈北朝後期陶瓷編年の再検討－北魏洛陽城大市遺跡と鞏義白河窯出

土陶瓷の年代をめぐって－〉（《中国考古学》，第 11 號，2011）、〈汝窯與南宋官

窯──燒造技術和器種的比較〉（《宋代官窯及官窯制度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2012）、〈宋代定窯白瓷的歴史定位與汝窯、南宋官窯之比較視點〉（《故宮

文物》，第 369 期，2013）。研究中心由中國陶瓷史擴展至亞洲陶瓷，研究觸角更

涉及漆藝品、金工品、中國古玉、玻璃器等。其學術成果於 2013 年獲得第 34

屆小山富士夫記念賞褒賞。 

 

從 1994 年起擔任愛知縣陶磁美術館（前身愛知縣陶磁資料館）學藝員至今，企

劃、許多古陶瓷及茶文化關聯的特展，不乏國際性的展覽活動。諸如：「なぞの

タイムカプセル 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1999-2000)、「唐三彩展 洛陽の夢」

(2004)、「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出発点“福建＂－沈没船、貿易都市、陶磁器、

茶文化－（東アジアの海と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の拠点 福建）」(2008-2009)、「日

本人の愛した中国陶磁 龍泉窯青磁展」(2012)。且 2004 年起至今，仍負責「ア

ジア現代陶芸 ―新生代の交感―」展（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等的大學陶

瓷專攻學生的共同作品展）。 

 



2015.02.11  史上最強  唐三彩講座 

 

2 
 

小林仁 Kobayashi Hitoshi 日本大阪市立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 

 

小林仁博士在 1994 年修畢成城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美學美術史碩士，1999 年

完成博士課程，1994 年至 1996 年間曾留學於北京大學考古系，於 2013 年取得

帝塚山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學位。從 1997 年起即擔任大阪市立東洋陶磁美

術館學藝員，2007 年起升任為主任學藝員。主要研究領域為中國美術史及東洋

陶瓷史，曾主持「濱田庄司／HAMADA SHOJI―堀尾幹雄コレクション」(2009)、

國際交流特別展「北宋汝窯青磁―考古発掘成果展」(2009)、三場國際交流企劃

展「幻の名窯 南宋修内司官窯―杭州老虎洞窯址発掘成果展」(2010)、「碧緑の

華・明代龍泉窯青磁―大窯楓洞岩窯址発掘成果展」(2011)、「定窯・優雅なる

白の世界―窯址発掘成果展」(2013)以及去年的特展「IMARI/伊万里 ヨーロッ

パの宮殿を飾った日本磁器」(2014)。其學術成果著有《南北朝隋唐陶俑の研究》

（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一書，更於 2014 年獲得第 35 屆小山富士夫記念賞

獎勵賞的肯定。 

 

 

謝明良 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謝明良教授現任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1992 年

獲得日本成城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美學美術史博士，曾任職國立故宮博物院器

物處（1985-1991），之後應聘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擔任教職至今(1992-)。歷任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2008）、終身特聘教授（2008），以及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

術史研究所客座教授（2002）、胡適紀念講座（2008）、柏林自由大學美術史系客

座教授（2012）、教育部國家講座（2013）、臺大講座（2014）。 

 

謝教授的研究領域是中日陶瓷史、中日藝術交流史及中國工藝美術史，近年又將

視野擴及至亞洲陶瓷的整體觀察和比較。歷年來發表的著作內容大約可區分成：

（一）鉛釉陶器；（二）貿易陶瓷；（三）臺灣出土陶瓷；（四）瓷窯年代考察及

文化史；（五）東西交流；（六）六朝陶瓷專題等議題。謝教授除了擅長梳理考古

發掘資料之外，對於中國古代陶瓷的鑑賞亦獨具慧眼，曾策劃並撰寫《定窯白瓷

特展圖錄》（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87）、《漢代陶器特展》（高雄：高雄市立

美術館，1987）等數冊研究圖錄。二十年來筆耕不輟，並有多篇被譯為日文或英

文。主要著作有《貿易陶瓷與文化史》（臺北：允晨出版社，2005）、《六朝陶瓷

論集》（臺北：國立臺灣大學，2006），《中國陶瓷史論集》（臺北：允晨出版社，

2007），《陶瓷手記》（臺北：石頭出版社，2008）《陶瓷手記２－亞洲視野下的中

國陶瓷文化史》（臺北：石頭出版社，2012）。2014 年又一探討中國中古鉛釉陶

研究新作《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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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靜菲 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施靜菲博士曾任職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擔任助理研究員（2003-2009 年），負責

典藏、研究、策展及籌畫新博物館等相關事宜。目前任教於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

研究所，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教授亞洲工藝美術史概論及東西工藝美術交流

史。研究範圍主要是中國工藝美術史及東亞紋飾發展史，尤其著重在蒙元及清

代；目前執行的研究計畫主要是東亞與歐洲的工藝美術交流，以及紅河流域的窯

業生產。 

 

施靜菲於 1997 年畢業於國立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2001 年取得牛津大

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學位，2000-2002 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任教，

2003-2009 任職於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在此之間曾經於私立東吳大學及國立

台北藝術大學兼課教授中國美術史及中國陶瓷史。2009 年起轉任國立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2007.9 - 2008.8 獲得美國 Getty Foundation 研究獎助計畫，於

2008.1-2008.6 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2012-2014 年獲得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著有《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2012）一書。 

 

 

劉朝暉 中國復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劉朝暉教授學術專攻為中國古陶瓷和物質文化史，兼及東亞古代陶瓷。近年來研

究主要集中於景德鎮瓷器與瓷業社會史、明清外銷瓷器與東西方交流。其成果著

有《明清以來景德鎮瓷業與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一書。 

 

劉朝暉教授於 2006 年取得復旦大學歷史學博士(中國古代史)，現任職於復旦大

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系主任。從 2006 年起至 2009 年間陸續在香港城市大學中

國文化中心訪問研究，2012 年與 2013 年亦曾至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東亞文化研究

所訪問研究，2013 年 9 月至 2014 年 9 月在英國牛津大學 ASHMOLEAN 博物館

進行訪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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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佩瑾 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兼副處長 

 

國立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立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處長。曾

經於私立東吳大學及國立台北藝術大學兼課教授中國美術史及中國陶瓷史課

程。近年來專注於乾隆皇帝收藏的古陶瓷和該時督陶官唐英監造的仿古創新各類

瓷器，相關論著有〈乾隆皇帝的汝窯鑑賞觀及識別歷程〉、〈乾隆皇帝與哥窯鑑

賞〉、〈乾隆皇帝與清宮瓷器典藏－以畫琺瑯和洋彩為例〉、〈郎世寧與瓷器〉、〈唐

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陶冶圖冊》所見乾隆皇帝的理想官窯〉等。 

 

余佩瑾博士曾經參與策畫並撰寫數個重要展覽圖錄，例如《大觀－北宋汝窯特展》

(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2006)，以及近年的《得佳趣：乾隆皇帝的藝術品味》(台

北，國立故宮博物院，2012)、《十全乾隆：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台北，國立

故宮博物院，2013)、《金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2013)等。目前正著手規劃「貴似晨星－清宮傳世青瓷特展」，同時也受邀參與「神

筆丹青－郎世寧來華三百年特展」的策展工作。最近獲得 2013/14 利榮森紀念訪

問學人獎助，於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英國倫敦）進行為期六個月的

交流計劃，研究該館及歐洲地區與郎世寧有關的清代宮廷陶瓷、畫琺瑯及十八世

紀鐘錶等收藏，以完成「郎世寧與瓷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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