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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討論筆者近年透過臺灣南部寺廟傳世古物普查工作所確認的陶
瓷香爐供器，類型以青瓷為多，另有低溫釉陶、青花瓷、白瓷、褐釉硬陶等。
這類廟宇與寺院收藏的清代香爐，皆為宗教祭祀用高級供器，製作精細，年代
明確，其產地來源與目前考古出土的大量清代陶瓷遺物頗有差異，主要以福建
南部漳州地區、浙江龍泉窯、江西景德鎮等地產品為主，亦有部份為臺灣本地
燒造，呈現了清代臺灣物質文化的另一面貌，同時也可從這些傳世陶瓷香爐
中，一窺當時陶瓷祭祀供器與本地宗教信仰之間的聯繫。

關鍵字：寺廟收藏、傳世古物、陶瓷、香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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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ncient Ceramic Incense
Burner Found in Temples around
Southern Taiwan
Lu, Tai-k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The main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eramic incense burners
found in temples around sou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ultural
heritage field expeditions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could affirm the types of the
ceramic incense burners including celadon, glazed potter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hite porcelain and brown glazed stoneware. All these ancient incense
burners found in temple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ing dynasty, and had been
taken as the high-level implement for worship. After comparing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resource of these ancient ceramics could be trace to Zhangzhou area of Southern
Fujian, Longquan kiln in Zhejiang province, Jingdezhen kil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local kiln in Taiwan. These ancient ceramic incense burners not only show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aiwan in Ch’ing period, but also deciph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local Han Chinese and the implements for worship
in that period.
Keywords: ancient objects from temple, antique, ceramic, incense
b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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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筆者近年透過臺灣南部寺廟傳世古物普查工作所確認的陶
瓷香爐供器， 1其所屬年代可上溯至清初，下限約在二十世紀初。大體說來，
這些陶瓷香爐的類型可分為青瓷、低溫釉陶、青花瓷、白瓷、褐釉硬陶，共五
類。 2本文首先就各類香爐的造形與紋飾進行類型區分，並逐一描述其各自造
形、胎質、釉色、紋飾特徵與尺寸，再比較分析臺灣本地考古出土資料，以及
海外與大陸地區相關傳世收藏與考古出土資料，討論其所屬時代與產地來源。
最後對這些香爐供器所體現之文化價值及其重要性，提出具體的認識與看法。

貳、各類香爐造形與特徵
就筆者目前調查資料可知，臺灣南部地區寺廟傳世收藏的各類陶瓷香爐供
器，可分為青瓷、低溫釉陶、青花瓷、白瓷、褐釉硬陶，共五類。以下分述各
類香爐造形與紋飾特徵：

一、青瓷
青瓷香爐所見傳世數量最多，可依其器足的足形特徵，區分為乳形足、柱
形足、磬形足、圈足，共四型：
1. 第一型「乳形足三足爐」：依其口沿造形，又可再細分為兩式。
一型 I 式乳形足三足爐，造形為斂口，圓腹，圓珠式乳形三足，足壁內面
皆穿有圓形小氣孔，以防止燒成時炸裂。以下例舉三件，並分述其細部特徵：
1

2

有關筆者近年針對臺灣古蹟寺廟內傳世古物的調查工作概況，以及包含大量陶瓷香爐文物在內
的古物研究與調查經驗，可參見筆者與李建緯先生合著之〈臺灣古蹟中既存古物調查的現況與
反思〉一文。（2013）
筆者曾於 2010 年針對臺南市開元寺傳世之各類陶瓷文物進行專文討論，
（盧泰康 2010）繼而在
2011 年新北市立鶯歌陶瓷博物館所舉辦「東亞青瓷論壇」研討會中，發表有關臺灣南部廟宇傳
世收藏青瓷供器之研究。
（盧泰康 2011）本文則進一步整合上述暨有研究成果，結合近年調查
與研究所見新資料，企圖更加全面性審視臺灣寺廟所藏各類陶瓷文物中之香爐供器，並針對其
類型特徵、年代、產地與文化意涵，進行較為完整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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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例見於臺南市開元寺收藏，（圖 1、圖 2）釉色青綠，有開片，器高
11.7 cm，口沿直徑 22.5 cm，腹徑 25.6 cm。器底圓形露胎處塗有褐色鐵汁，內
見環狀支燒痕，痕內露胎處可見白色胎骨，器身有一處破損修補痕。
第二例見於彰化鹿港興安宮收藏，
（圖 3）釉色青綠，有開片，器高 13.5cm，
口沿直徑 25cm，腹徑 28.5cm，器底圓形露胎，底心微凹，胎色灰黃，可見圈
狀支燒痕，接近施釉處胎表呈火石紅。
第三例為仿哥釉三足爐，現藏於臺南市開元寺，（圖 4、圖 5、圖 6）造形
特徵與前述三足青瓷爐相同。高 12.5 cm，口沿直徑 22.3 cm，腹徑 26.8 cm。
釉色白中帶青，釉面開片紋明顯，似哥窯典型金絲鐵線。器底微凹底無釉，可
見圈狀支燒痕，器身有「台南開元寺」、「施立」兩處窯後刻款。
一型 II 式乳形足三足爐，例見臺南市開元寺收藏。
（圖 7、圖 8）造形特徵
為折沿，束頸，圓肩下弧收，器肩浮刻花瓣紋飾帶，器腹則為浮雕纏枝花草紋。
尖珠狀乳形三足，足壁內面皆穿氣孔，器底為凹弧無釉，胎皮呈棕褐色，邊緣
處可見環狀支燒痕，痕內露胎處呈灰色。釉色淺青，全器口沿處有兩處破損修
補痕，以及兩處鋦釘修補痕。器高 16.1 cm，口沿直徑 27.5 cm，腹徑 25.6 cm，
器底直徑 12.8 cm.。

圖1

圖4

圖2

圖5

圖3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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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型「柱形足三足爐」：以其紋飾差異，可再細分為兩式。
二型 I 式柱形足三足爐：
本器現收藏於臺南市開元寺，（圖 9、圖 10、圖 11、圖 12）器形特徵為平
沿，厚唇，束頸微鼓，頸部陰刻水波紋。肩部以下弧收，器身陰刻牡丹花卉紋。
器內有圓形無釉澀胎，呈現棕褐色胎皮與環狀墊燒痕。器下三足為柱狀，器底
有無釉柄狀假圈足。釉色青綠，有開片紋，器高 14.6 cm.，口沿直徑 32.5 cm.。
器底直徑 13.5 cm.。頸部有「丙寅年（1866）失落 晉水王延輅取贖重置敬奉」、
「海會寺」、「林德芳喜助」窯後鏨刻款。。
二型 II 式柱形足三足爐：
例舉兩件，分別藏於臺南市開元寺、（圖 13）神興宮。（圖 14、圖 15）其
釉色、器形與工藝特徵，同於二型 I 式香爐，惟器身陰刻裝飾複線交錯菱格紋。
兩件尺寸分別為：器高 15.1、14.1 cm，口沿直徑 30.3、28cm，腹徑 31、28.4 cm，
器底直徑 7.5、7 cm。

圖7

圖8

圖9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圖 14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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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型「磬形足三足爐」：
例舉兩件，分別藏於彰化縣永靖鄉忠實第、（圖 16、圖 17、圖 18）鹿港
鎮新祖宮。 3器形特徵為：平沿，直筒形器壁，平底，三磬式足。外壁近口沿
處裝飾連續回紋帶，器腹刻劃纏枝牡丹紋，近底處為連續水波紋。釉色淺青，
內底圓餅形露胎，內有三點支燒痕，胎釉交接處呈火石紅色。兩件尺寸分別為：
器高 14、26 cm.，口沿直徑 16.5、18.5cm。此外，筆者近年執行古笨港調查與
考古工作中，亦在北港溪南岸的嘉義縣新港鄉板頭厝附近，發現完全相同之民
間傳世本類磬形足三足爐，
（圖 19、圖 20）惟尺寸較小，器高 7.9cm.，口沿直
徑 11.4cm。
4. 第四型「圈足爐」，依其圈足特徵，可再細分為兩式：
四型 I 式圈足爐：
所見數量較多，以現藏於彰化市威惠宮、（圖 21）鹿港城隍廟之數件青瓷
爐為例，器形特徵為平沿，直筒形器壁，圈足，足內無釉，內見一圈支燒痕，
足心內挖，全器施青瓷釉，釉色灰青，釉面開片，裂紋呈現黑褐色與黃褐色，
或稱「金絲鐵線」紋。器高 12、17、18cm，口沿直徑 16.5、17.5、18.5cm。。
四型 II 式圈足爐：
例見鹿港鎮新祖宮收藏，（圖 22、圖 23）器形特徵為平沿，直筒形器壁，
圈足，足內滿釉，全器施青瓷釉，釉色灰青，釉面開片，裂紋呈現黑褐色與黃
褐色，即「金絲鐵線」紋。全器包覆錫製固定之架，支架底座有四獸形足。器
高 14cm，口沿直徑 17cm。

圖 16
3

圖 17

圖 18

鹿港鎮新祖宮所藏本型香爐，釉層開片與髒污附著較為嚴重，且器底帶有木座，不易觀察底部
特徵，但就其器身紋飾、造形特徵與釉色研判，應可確定為本型三足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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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二、低溫釉陶：
以低溫釉裝飾爐身，以筆者目前所見，可舉以下三型三足爐：
第一型「帶蓋獅鈕獸形三足爐」：現藏於臺南開元寺，器高 39.8 cm.，口
沿直徑 20.6 cm.，器腹直徑 23.0 cm.，器底直徑 13.5 cm.，蓋口徑 17.8 cm.。器
蓋鏤空，蓋鈕為臥獅造形；器口鑲銅並附雙沖耳；器身為如意纏枝番蓮花紋，
全器施藍釉為主，紋飾輔以黃、綠、鐵褐等釉色；獸形三足，（圖 24）胎色米
黃，器底刻有豎寫「大清康熙年製」三行六字楷書款。（圖 25）
第二型「折沿弧腹綠釉三足爐」
：現藏於彰化鹿港興安宮，
（圖 26、圖 27）
器形特徵為：撇口，束頸，肩部有水平折線帶，器腹圓弧，尖圓三足，器底有
圓餅狀平坦面。器身外壁施低溫綠釉，施釉及底，僅足尖無釉。內壁無釉，頸
部釉層剝落處，可見灰黃色陶胎。（圖 28）器高 10.5cm，口沿直徑 19cm，腹
徑 19cm。
第三型「直筒形綠釉三足爐」
：以近年筆者執行古笨港調查與考古工作中，
在北港溪北岸的雲林縣北港鎮扶朝里所採集標本為例，（圖 29、圖 30、圖 31）
造形特徵為：平沿，直筒形器壁，平底，三尖足。口徑 14.8cm，高 13cm。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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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施低溫透明綠釉，釉色黃綠，開片細碎。本器應為氧化氣氛燒成，但部份釉
色淺淡處，可見還原氣氛紅色釉斑，（圖 32）施釉不及底。胎質夾砂，胎色棕
褐，外壁施白色化妝土。

圖 24

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圖 29

圖 30

圖 31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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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花瓷
器身施以高溫釉下青花裝飾，以其造形可分為兩型：
第一型「直筒形青花圈足爐」
：現藏於鹿港城隍廟。
（圖 33）4器形特徵為：
口緣平沿，器身裝飾模印淺浮雕，表現雙龍波濤雲紋，並以釉下青花勾繪，龍
身細緻勾繪，四趾掌爪，雙龍相對，面向爐身正中之長方形開光神座，座頂為
覆蓮華蓋，座底飾蓮蓬與仰蓮座。紋飾間留白處，再施以淺淡青瓷釉。
（圖 34）
神座開光內書寫捐贈供奉楷體銘文。牌額橫書「鰲亭宮」，右款直書「道光卄
一年（1841）辛丑歳次桂月吉旦」，中行直書「城隍爺 座前」，左款直書「晉
邑蚶江弟子紀茂記敬奉」。圈足底，足內平坦施釉，可見環狀細點針眼與窯砂
沾黏痕，接近足底露胎無釉處，可見火石紅胎皮。（圖 35）器高 35cm，含座
41.5cm，口徑 30cm。瓷爐上半部外壁可見破損修補痕，內壁則已被不明材質
填補材料完全覆蓋。本件青花瓷爐的尺寸頗大，爐身同時施以釉下青花與青瓷
釉裝飾，青料繪工精緻，且有供養銘文與訂燒年代，實屬臺灣罕見的重要傳世
陶瓷類古物。
無獨有偶，近年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在臺灣北部發現了另一件同類傳世
直筒形青花圈足爐，現藏於苗栗中港慈裕宮。（圖 36、圖 37、圖 38）該爐造
形特徵為：直口，圓筒形器壁微向下收，圈足，器高 17.5cm，口徑 18cm，口
沿施以醬釉，器身紋飾同樣為雙龍相對，面向爐身正中之開光神座，座頂飾覆
蓮華蓋，座底為仰蓮瓣。開光內牌額橫書「九華山」，右款直書「光緒三十乙
年立（1905）」，中行直書「大雄寶殿」
，左款直書「仲夏月」，口沿下有方框橫
寫「□州臨邑聶王氏助」，器底露胎無釉。（圖 39）
第二型「青花圈足爐」：現收藏於臺南市大天后宮。（圖 40、圖 41）器形
特徵為：撇口，束頸，器腹圓弧，圈足底，足形尖弧。器身以釉下青花山水紋，
青料勾繪坡石，輔以漸層暈染效果，肩部可見窯後鏨刻橫寫款：「上橫街天上
聖母」，（圖 42）器底有青花無款雙圈圓框。器高 13.8cm，口徑 24.2cm，足徑
13.3cm。

4

過去學界於 2009 年所公佈之鹿港城隍廟所藏青花爐影像與描述，實為後世所燒製之仿品，與原
件之胎、釉特徵頗有差異，現供奉於該廟大廳正殿供桌之上。至於真正的青花爐原件，早已因
破損而由廟方入庫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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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圖 34

圖 35

圖 36

圖 37

圖 38

圖 39

圖 40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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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瓷
白瓷胎，器身施以透明釉，以其造形可分為兩型：
第一型「斂口三足爐」：以鹿港興安宮所藏為例，（圖 43、圖 44）造形特
徵為：斂口，圓肩，肩部以下弧收，呈圓缽形，平底，三錐狀扁足。外壁施透
明釉，釉色微黃，內壁與器底無釉，內壁口緣處可見透明釉向下流淌現象，胎
質較粗，胎色米黃。口徑 20cm，高 10.2cm。
第二型「直筒形三足爐」：以屏東縣琉球鄉碧雲寺所藏為例，（圖 45）造
形特徵為：平沿，直筒形器壁，平底，三磬式足。口徑 18.8cm，高 14cm。外
壁施透明釉，胎質較粗，釉色灰黃，開片細碎，釉裂開片呈現「金絲鐵線」特
徵，施釉及底，內壁僅施釉至口沿附近，外壁貼有弧形剪紙，內書「安爐大吉」
，
邊緣裝飾連續圓點，似仿鉚釘造形（圖 34）。

圖 43

圖 44

圖 45

五、褐釉或醬釉陶
以臺灣本地南投窯產品為主，其中獅紐三足爐屬最具代表性，造形特徵為
平沿，束頸，圓腹，仿青銅器鬲式三足。器身多有高浮雕貼塑獅紐裝飾，口沿
則陰刻或壓印連續回紋帶，外壁則多施褐色或醬色釉。本類香爐多可見於臺灣
南投、彰化等地廟宇，其中不少香爐的爐身帶有紀年供養銘文。以彰化定光佛
寺所藏兩件獅紐三足爐為例，
（圖 46、圖 47）其中一件尺寸為器高 18.5、cm，
口徑 32.4cm，器身陰刻「定光佛寺」、「市仔尾王天生叩」、「光緒丙戌年置」
（1886）銘文（圖 48、圖 49）。
另一件近年古物調查所見獅紐三足爐，藏於彰化鹿港地藏王廟（圖 50、
圖 51），全器施醬釉，器高 19cm，口徑 33.5cm，器身銘文以淺色化妝土鑲嵌
製作，內容為「鹿港地藏王」、「頂菜園黃食叩」、「庚戌年」，經研究考証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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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年代應為 1910 年（明治 43 年）。（李建緯 2013：188-189、239-241）
目前所知臺灣南投窯燒造，落款年代最早之傳世香爐，為南投簡姓宗親會
惠宗堂所藏梅花三足爐，器高 25cm，口徑 14cm。全器施褐色釉，器身下半部
釉層脫落，可見橙黃色胎體，雙耳為梅枝造形，器身裝飾堆花浮雕梅枝紋，銘
文以淺色化妝土鑲嵌製作，內容為「惠宗堂」、
「同治歲次庚午年（1870）仲秋
月吉置」、「裔孫九生叩謝」。（圖 52；梁志忠 2002：66）

圖 46

圖 47

圖 48

圖 49

圖 50

圖 51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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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地來源與所屬年代
本研究依照上述臺灣南部廟宇傳世收藏各類香爐的胎、釉、造形、紋飾、
製作工藝等諸項特徵，比對相關考古出土資料、博物館傳世收藏，以及器身所
見款文內容，大致可確認各器之產地來源與所屬年代，分別來自福建南部窯
場、浙江龍泉窯、江西景德鎮窯，以及臺灣本地南投窯。各器所屬年代則可上
溯至清初（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下限則為十九世紀。以下分述：

一、福建南部地區
1. 漳州窯區（華安、南靖兩縣）
經相關考古遺物分析比對後可知，筆者目前所見臺灣南部廟宇傳世收藏的
各式香爐，包含青瓷、白瓷、低溫綠釉等類型，以來自福建南部漳州地區（九
龍江以南）的華安縣與南靖縣交界處，永豐溪上游東溪流域的東溪窯，以及南
靖縣金山鎮荊都、通坑一帶的南靖窯為大宗。
本文第貳章第一節所述各種形式之傳世青瓷香爐中，屬福建漳州東溪窯
者，分別為：一型 I 式（斂口）乳形足三足爐、一型 II 式（折沿）乳形足三足
爐、三型磬形足三足爐，以下詳述各器分析比對與年代考証：
一型 I 式（斂口）乳形足三足青瓷爐，應為閩南漳州東溪窯所燒造。就東
溪窯址出土各類遺物觀之，其不僅大量燒製本類斂口三足白瓷香爐，（吳其生
2002：27、87-88、97-99）亦生產同形三足青瓷爐。
（圖 53；林焘等 1993：231）
此外，胎骨斷面灰白色，器底露胎塗抹鐵水的製作特徵，在東溪窯封門坑與松
柏下窯址出土的碗、盤、碟、瓶形器標本中，亦時有所見。
（栗建安 1993：145；
吳其生 2002：50、57-59）
至於近年在臺灣考古出土資料中，亦曾經發現一些一型 I 式斂口乳形足青
瓷爐殘片，例如雲林縣北港鎮朝天宮中央市場遺址，即可見此類青瓷香爐標
本，（圖 54）該遺址所在區域，即清代臺灣盛極一時的「古笨港」港市舊地。
另一件考古出土的本式青瓷三足爐標本，見於劉益昌教授在臺南麻豆水堀頭遺
址所發現者，（圖 55）該遺址為清代臺灣西南部倒風內海重要的港汊與河港遺
跡。（劉益昌 2003）5 第三件類似瓷爐的考古出土案例，則是近年在臺北金山
5

本件青瓷爐標本現展示於臺南市麻豆區「倒風內海故事館」二樓出土文物陳列室。

49

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

一帶的竹子山厝地遺址，所採集到造形相同的圓缽形香爐，考古學者判定該器
所屬年代，應在清代中晚期左右。（圖 56；郭素秋 2010：53-54）第四件臺灣
考古出土案例，見於高雄左營鳳山舊城遺址，在 2001 年遺址範圍內永清國小
東北側考古發掘出土遺物中，（何傳坤等 2001）包含一件乳形三足青瓷香爐殘
片，該瓷爐胎質灰白，器底露胎處塗有褐色鐵汁，
（圖 57）6其特徵相當類似於
臺南開元寺所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三足爐。
至於海外所見考古資料中所見，年代較為明確的一型 I 式斂口乳形足青瓷
爐，可見於道光二年（1822）沉沒於印尼之 Tek Sing 號沉船出水瓷器。
（圖 58；
Nagel Auctions 2000：76-77, TS6）此外，筆者曾經考證收藏本式青瓷爐的臺南
開元寺寺方所存《開元寺誌目錄》與《寶物臺帳》紀錄，研判該青瓷爐入藏年
代分別為乾隆年間（1736-1795）與嘉慶元年（1796）。故可知此式爐之年代，
應在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初。（盧泰康 2010）
一型 II 式（折沿）乳形足三足青瓷爐：可見於漳州市博物館傳世收藏。
（圖
59；攝於漳州市博物館，另見吳其生 2002：51）而在華安縣東溪窯窯址出土
遺物中，亦明確可以發現裝飾刻花的本式青瓷爐。（圖 60；福建省博物館等
2001：59；另見曾凡 2001：圖版六七-3、吳其生 2002：56）
至於臺南開元寺收藏本式香爐，運用鋦釘修補破損的做法，亦曾見於福建
廈門大學博物館所收藏的一件青瓷罐，惟其展示說明訂為「龍泉窯器」，現就
其釉色、紋飾特徵觀之，應訂正為福建南部東溪窯所燒造。
第三型磬形足三足青瓷爐：可見於道光二年（1822）沉沒的 Tek Sing 號沉
船出水瓷器，（圖 61；Nagel Auctions 2000: 80-81, TS14）顯示此型青瓷爐年代
屬十九世紀。而特徵相同的本型香爐，不僅可見於漳州市博物館傳世收藏，
（圖
62；吳其生 2002：52-53）亦遍見於歷次東溪窯窯址調查出土資料。（圖 63；
栗建安 1993：147；福建省博物館等 2001：59）而漳州市博物館在東溪窯松柏
下窯址採集的青瓷標本中，則可確認不少此類香爐器。
（圖 64 攝於漳州市博物
館；另見吳其生 2002：54-56）至於南靖縣博物館所採集標本中，亦有不少同
類青瓷香爐採集標本。（圖 65、圖 66 攝於南靖縣博物館）
此外，本文第貳章第四節所例舉臺灣廟宇傳世之兩種型式白瓷爐，胎釉色
則偏米黃色或米白色，經比對分析後，亦應屬於福建漳州地區東溪窯所燒造，

6

本件青瓷爐標本為筆者近年承接高雄市立歷史博物館委託，執行「館藏陶瓷文物委託研究案」
時所確認之考古出土陶瓷文物。
（盧泰康 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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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白瓷俗稱「漳窯」，而在漳州市博物館中，皆可發現特徵完全相同之傳世
品。（圖 67、圖 68；吳其生 2002：93、96）而漳州東溪窯窯址出土品中，也
可見到類似三足白瓷爐的殘片。至於其所屬年代，大抵應同於前述各式青瓷爐。
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舉臺灣廟宇傳世之低溫綠釉折沿弧腹三足爐，經比對
分析後，則屬於福建南部南靖縣南靖窯所燒造。完全相同之綠釉香爐，可見於
漳州市博物館收藏，（圖 69 攝於漳州市博物館；另見吳其生 2005：154）以及
南靖窯遺址採集標本。（圖 70 攝於漳州市博物館；另見吳其生 2005：154）而
近年筆者在台灣南部古笨港遺址水仙宮地點考古試掘出土遺物中，也發現一件
綠釉香爐器底殘片，器足特徵為乳形足，外壁施低溫綠釉，內壁無釉，胎色黃
白。（圖 71；盧泰康、邱鴻霖 2012：123）至於此類綠釉香爐的年代，亦應屬
於清代之物，大致同於前述各式青瓷、白瓷香爐。

二、浙江龍泉窯
屬浙江龍泉窯燒造者，以本文第壹章第一節所述第二型「柱形足」三足青
瓷爐為代表。特徵相同之本型青瓷爐，可見於浙江龍泉市博物館收藏，
（圖 72）
而同類龍泉窯址出土標本，則可見於浙江省慶元縣竹口鎮「許家窯」窯址。
（王
睿 2011：223-232）
有關第二型「柱形足」三足青瓷爐的年代問題，如以臺灣廟宇傳世品所屬
歷史脈絡觀之，可知過去將此型青瓷爐訂為明代文物的看法，應有重新考證修
訂之必要；例如浙江學者朱伯謙先生，即將本型爐訂為明代之物（1998：273）。
Nagel Auctions 則將 1822 年 Tek Sing 號沉船出水之本型青瓷爐，訂為早於船隻
沉沒時間的「明代初期製品」。（圖 73；2000: 74-75, TS3, 4）西方學者 Jessica
Harrison-Hall 女士，則是將倫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本型青瓷爐，訂為 1550-1620
年左右。（圖 74；2001: 496, No. 16:88）至於近年研究者對於竹口「許家窯」
窯址的考察結果，則將該窯場燒造時間，訂於元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王睿
2011：231）此外，在一件近年所公佈之同型龍泉窯青瓷爐之器身頸部，印有
紀年款文，（圖 75；任式龍等 2004：164）仔細辨識其內容可見「康熙丙子年
（1696）秋月吉旦」，可知燒造時間應在清初的十七世紀末左右。
現就臺灣傳世之龍泉窯青瓷爐所屬脈絡而論，則提供了另一項年代證據。
以臺南開元寺所藏青瓷爐為例，筆者曾根據該寺所藏本型青瓷爐器身款文內
容，配合《開元寺誌目錄》與《寶物臺帳》記錄，
（鄭卓雲 1930；開元禪寺 1941）
發現兩筆紀錄所載該器入藏時間不一，前者稱為：
「乾隆間（1736~1795）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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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敬獻」。後者則記其為「康熙年代」
。但就器身「海會寺」刻款看來（開元寺
於嘉慶元年（1795）改名海靖寺），至少可以推定該類青瓷爐入藏的年代，上
限應在開元寺建成的 1690 年，下限則為 1795 年，即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
的一百年間。（盧泰康 2011）此外，開元寺所藏本型龍泉窯青瓷爐，與福建東
溪窯青瓷爐所存在的收藏共伴關係，又同樣見於 1822 年 Tek Sing 號岀水瓷器，
故此類龍泉窯青瓷爐應非明代所燒製，而是年代較晚的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

圖 53

圖 56

圖 59

圖 54

圖 57

圖 55

圖 58

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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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圖 63

圖 64

圖 65

圖 66

圖 67

圖 68

圖 70

圖 69

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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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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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圖 74

圖 75

三、江西景德鎮窯
以鹿港城隍廟傳世之直筒形青花爐為代表；與其製作工藝、造形與紋飾相
同之器，可見於江西景德鎮陶瓷博物館收藏之「同治九年」（1870）款直筒形
青花爐。（圖 76；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編 1994：圖 207）至於閩南地區德化窯
亦曾燒製相同類型香爐，以當地傳世私人收藏的「光緒拾三年」（1887）直筒
形青花爐為例，（圖 77；陳明良 2005：228）青花發色較為淺淡，器身同樣勾
繪雙龍相對神座，座身為橢圓形，邊緣有火焰形背光，下為荷花形底座，佈局
方式與景德鎮窯瓷爐略有差異。另在海外地區華人廟宇收藏傳世文物中，亦有
不少本類青花香爐，以泰國曼谷地區為例，即可見四件帶有十九世紀後半銘款
的直筒形青花爐，（見表 1）分別藏於順興宮、（圖 78）崇福堂、（圖 79）永福
寺、祖師宮。（圖 80）其中以順興宮所藏青花爐最為重要，其器身所勾繪青花
雙龍相對、仰覆蓮神座，間以淺淡青瓷釉的紋飾特徵，完全同於臺灣彰化縣鹿
港城隍廟所藏青花香爐。
本文所列各件青花香爐的訂製年代，皆落在十九世紀，其中屬臺灣與泰國
傳世者頗多，而其收藏處實為清代海外華人移民聚居之地，此一現象清楚揭示
了明清海外華人研究中長期被忽略的議題，即有關當時中國南方製造業與海外
華人移民之間，在物質文化上所存在的密切聯繫。清代後期的東南亞與臺灣華
人移民社會，已在移居地穩定發展，且具相當規模，但他們仍然保有傳統生活
方式、宗教信仰，甚至是喪葬禮俗，而其從事中國傳統生活與信仰禮俗所需之
器物，因受限於移居地的手工業落後技術，無法在當地取得，故仍然需要透過
交通往返與商業貿易，專門從遙遠的中國原鄉訂製這些較高級的工業產品。從
目前所見實物資料來看，除了本文討論之青花瓷香爐供器外，海外廟宇常見的
銅鐘、銅香爐、雲版，亦多專門從中國訂製。以馬來西亞各地中國廟宇為例，
可見不少當地華人所捐贈之香爐、鐘、雲版等銅質信仰供器，其鑄造年代最早
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後半，並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初期。而鑄造地則以廣東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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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佛山為主，少數為浙江寧波所製（陳鐵凡、傅吾康 1982），顯示了明清海
外移民社會與中國南方鑄造業的聯繫。另一例證則為石質喪葬冥器；明清時期
海外華人在喪葬禮俗上，多沿襲中國原鄉傳統，在石碑上寯刻華文格式碑銘，
而這些墓碑也有從原鄉訂製者。相關考古出土例證見於 1999 年印尼蘇門達臘
東南海域發現的 Tek Sing 號沉船，該船為道光二年初（1822）由福建廈門港發
航，預計航往印尼巴達維亞的大型中國帆船。此艘不幸失事沉沒的船隻，載有
大批中國乘客與貨物，其中尚包含刻銘墓碑、獅座墓手、「福神」地界碑等石
質葬具。（圖 81；Nagel Auctions 2000: 327）這些遺物屬於成組的中國傳統墓
塋構件，明確反映了十九世紀東南亞華人自原鄉訂製墓石之習俗。
表 1：泰國曼谷華人廟宇所藏青花瓷爐銘文內容
廟名

神座內左側銘文

神座內中置銘文

頁數

神座內右側銘文

順興宮

沐恩弟子敬奉

順興宮 清水祖師

道光己丑吉（1829）

8

崇福堂

洋頭保弟子
陳景賢助

崇福堂

道光癸卯年囗月穀旦
（1843）

15

永福寺

夏月吉日立

永福寺 大佛座前

光緒拾四年（1888）

4

祖師宮

江南安徽省皖郡
同邑弟子
鄭萬召敬

祖師宮
清水大佛座前

光緒十七年歲次辛卯桂月
吉日穀旦（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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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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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南投窯
臺灣廟宇傳世香爐中，可見一定數量之南投窯產品，而折沿豎頸，器腹圓
弧，器身裝飾高浮雕獅鈕的香爐造形，實為其中最具有特色者，屬模仿清代流
行之銅香爐造形。而目前所知年代最早的案例，可上溯之十九世紀七十年代
初，如傳世「佛祖」款褐釉香爐，器身以鑲嵌化妝土題字「同治拾年（1871）
冬季月置」
。
（圖 82；梁志忠 2002：67）可知南投窯對於此類香爐的燒製技術，
至少在 1870 年代已發展成熟，並已有相當產量供應本地市場需求，其間歷經
了日據時代，並一直持續至戰後的 1970 年代，延續燒造時間長達百餘年之久，
目前所知燒造時間最晚案例，如南投縣集集新明書院所藏獅鈕三足爐，即為水
里茂榮工場於民國五十九年（1970）所製作。（蕭富隆 1993：52）
此外，南投窯香爐的款文製作方式，除了剔刻陰線文之外，尚可見不少運
用淺色化妝土鑲嵌製作，而此實為典型具有南投窯特色之陶藝技法。

五、其它
臺南開元寺所藏「帶蓋獅鈕獸形三足爐」之燒造產地，較難明確判定，只
能指出其絕非臺灣本地製品，應為中國南方輸入之器。
至於此爐的年代，則可進行較深入之考證。此爐之造形特徵，可對應於《開
元寺誌目錄》與《寶物臺帳》兩本開元寺寶物帳冊所載：「變痕古磁香爐：宣
爐式，圓形附獅子頭形，兩耳」之描述，並稱此爐為「康熙二十九年（1690）
間初建寺置」
（鄭卓雲 1930：26；開元禪寺 1941：8）
。爐蓋內附著煙薰痕結塊，
器內尚存大量香灰，顯示其應為開元寺內長期使用之禮佛供器。而器底所刻「大
清康熙年製」六字三行豎寫款文，頗見於康熙朝官窯瓷器。至於考古出土類似
造形特徵之黑陶香爐，則可見於福建安溪縣湖頭出土，清康熙五十六年（1717）
李光忠墓。（圖 83；福建博物院、安溪縣博物館 2003：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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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紀錄、器底款文，以及相關考古案例推斷，此件釉陶香爐入
藏開元寺的時間，可能即為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初，開元寺建成之初，且
當時開元寺方與清朝駐臺大員關係密切，而後者確實較有能力捐贈帶有本朝年
號款的香爐供器（盧泰康 2010）。

肆、文化價值與重要性
有關臺灣南部廟宇傳世收藏各類香爐供器的價值與重要性，可就以下數方
面進行論述：
各式傳世香爐所屬的文化與歷史脈絡明確，其與所屬古蹟或廟宇之間，存
在著密切的聯繫，古蹟的年代與歷史文化事蹟，可顯示更多有關古物的年代、
功能，信仰與儀式等各種重要訊息。另一方面，藉由古物所屬銘文或器物特徵，
則可追溯古蹟之初建、稱謂、或重修年代，並可透過針對古物的分析研究，重
新找回過去曾經存在於古蹟中的人群互動與文化脈絡。例如本文所例舉香爐銘
文所見「海會寺」
（臺南開元寺）
、
「鰲亭宮」
（鹿港城隍廟）
、
「上橫街天上聖母」
（臺南大天后宮），皆顯示了收藏該器之寺廟或古蹟的舊稱或地緣關係。
再者，本批臺灣廟宇傳世的各類陶瓷香爐，增加了吾人對於清代臺灣進口
中國陶瓷類型的認識。歷來臺灣各地考古出土清代陶瓷遺物，以碗、盤、杯、
碟等日常餐飲用器，以及硬陶盆、缸、罐、壺等裝盛儲藏用粗質陶器為主，與
當時漢人移民的飲食文化、日常生活所必備基本需求息息相關，屬大宗進口商
品，故臺灣各地清代遺址出土的陶瓷遺物類型，大多有一定程度的相似性。而
臺灣各地寺廟所收藏的宗教祭祀或禮佛供養用陶瓷香爐，罕見於考古出土資
料，數量稀少，且被長期被有意識地重視、使用、收存與保護，其不僅保存狀
況完整，型式多樣，釉色、紋飾與造形特殊，同時反映了清代臺灣漢人物質文
化在信仰祭祀活動上的多面向發展。
另就清代臺灣進口陶瓷器的產地觀之，臺灣考古出土的清代陶瓷，以青花
瓷器為大宗，其來源大多以福建泉州所屬德化、安溪、永春等地窯場產品為主，
漳州地區窯廠生產者較少，另有少部份品質較優者，則為江西景德鎮燒造。至
於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陶瓷香爐，則是以青瓷為大宗，另有低溫釉陶、青
花瓷、白瓷、高溫硬陶等類型，顯示了清代臺灣的進口陶瓷消費，因日常生活
與信仰活動所存在的本質性差異，而在陶瓷審美品味與購買類型上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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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些陶瓷香爐供器產地來源，亦與前述考古出土陶瓷差異較大。透過
本文分析可知，有不少是來自福建南部漳州地區的華安縣與南靖縣交界之東溪
窯，以及南靖縣南靖窯所燒造，而產自浙江龍泉窯產品亦有一定數量，另尚有
江西景德鎮窯以及臺灣本地南投窯燒造者。此外，不少陶瓷香爐供器屬於專門
預訂燒製產品，其訂製、銷售與商品流通方式，肯定不同於一般清代民生日用
陶瓷的生產與交易模式，可為當時中國南方所燒造陶瓷產品對臺灣的貿易與輸
出，以及臺灣本地陶瓷工業的發展與銷售狀況，提供不少新的實物證據。
有關明清時期來往於臺灣與內地兩岸，從事陶瓷貿易的商人活動紀錄，最
早見於十七世紀前半的荷蘭東印度公司史料。這些中國瓷貨商人在臺南的荷蘭
商館，接受荷蘭人得大宗瓷貨訂購需求，跨海遠赴江西饒州府景德鎮下訂燒
製，然後運回臺灣供應荷蘭人所經營的歐亞轉口貿易（盧泰康 2013：116-119）
。
到了清代後期，兩岸陶瓷貿易的銷售對象，早已改為島內居民消費為主，其商
業利潤與商品需求之大，甚至出現了專門的郊商行號，如 1980 年在臺南鹿耳
門所發現之「重興天后宮碑記」中，可見「盌郊勝金玉」的捐銀紀錄（圖 84；
攝於臺南鹿耳門天后宮）。所謂「盌（碗）郊」即當時經營各式陶瓷貨運販售
的同業公會。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述各類陶瓷香爐的銘款製作方式，亦存在著兩
種不同類型，一為「窯前刻繪」，屬產地訂燒，是在坯體入窯燒至之前，即已
完成銘文內容的刻製，故須直接遠赴窯場預先訂製。另一種為「窯後鏨刻」，
為陶瓷產品燒製完成後，再以鏨刻方式雕鑿銘文，故可知後者應為香爐產品已
經輸入臺灣，或已經透過市場機制完成交易，事後再由贊助者或廟方另行加工
落款。
另一方面，根據本研究分析討論可知，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香爐供
器，年代多在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左右，顯示了此時期的臺灣南部地區，
具有能力捐贈祭祀或禮佛供奉用高級陶瓷的贊助人明顯增加，反映本地的經濟
發展，以及臺灣漢人移民消費能力的提高，
而從香爐實物上所見銘文內容，也可得知若干當時臺灣漢人移民之祖源
地，以及本地聚落經濟發展的狀況。例如臺南開元寺香爐所見「晉水」款，為
福建晉江的舊稱。而鹿港城隍廟香爐所見「晉邑蚶江」款，亦指泉 州 府 晉 江
縣，屬 泉 州 灣 南 岸 港 市（ 今 福 建 石 獅 市 的 蚶 江 鎮 ）
，清 乾 隆 四 十 九 年（ 1784）
清政府開放泉州蚶江與臺灣鹿港對渡，該地遂成為臺閩兩地商民頻繁來
往 的 重 要 口 岸 。 而 鹿港也成為了臺灣西部沿海重要港口，是泉、廈二郊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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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貿易的繁榮商港。道光 12 年（1832）《彰化縣志》卷九「風俗志 商賈」
稱：
遠賈以舟楫運載米、粟、糖、油，行郊商皆內地殷戶之人，出貲遣貨
來鹿港，正對渡於蚶江、深滬、賴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對渡於廈門
曰廈郊。（周璽 2006：440）
至 於 彰化定光佛寺香爐所見「市仔尾王天生叩」、鹿港地藏王廟香爐所見「頂
菜園黃食叩」等供養人銘文，則是明載了捐贈者姓名，及其所住本地聚落之地
名。

圖 82

圖 83

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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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灣南部多處廟宇所收藏的傳世陶瓷香爐供器，為過去學界未曾關注之重
要古物，根據本文研究可知，其類型以青瓷器為主，另有低溫釉陶、青花瓷、
白瓷、高溫硬陶。而透過器身所刻銘文，以及相關考古出土文物資料的比對分
析，可知其所屬年代在十八後半至十九世紀左右，產地包含福建南部、浙江龍
泉、江西景德鎮、臺灣南投等地。這些廟宇傳世的香爐收藏，揭示了臺灣清代
歷史文化、宗教與物質文化發展上的多樣化訊息，例如清代中國南方輸入臺灣
的陶瓷類型，以及本地窯業發展的新認識，同時也可從這些傳世陶瓷香爐中，
一窺當時陶瓷祭祀供器與本地宗教信仰之間的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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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圖 1：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2：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3：彰化鹿港興安宮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4：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仿哥窯三足爐
圖 5：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仿哥窯三足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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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 式乳形足仿哥窯三足爐線繪圖
圖 7：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I 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8：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一型 II 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9：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二型 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0：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二型 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1：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二型 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2：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二型 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線繪圖
圖 13：臺南市開元寺收藏二型 I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4：臺南市神興宮收藏二型 I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5：臺南市神興宮收藏二型 II 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線繪圖
圖 16：彰化縣永靖鄉忠實第收藏三型磬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7：彰化縣永靖鄉忠實第收藏三型磬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18：彰化縣永靖鄉忠實第收藏三型磬形足三足青瓷爐線繪圖
圖 19：嘉義縣新港鄉板頭厝採集磬形足三足青瓷爐
圖 20：嘉義縣新港鄉板頭厝採集磬形足三足青瓷爐線繪圖
圖 21：彰化市威惠宮收藏四型 I 式圈足青瓷爐
圖 22：彰化縣鹿港新祖宮收藏四型 II 式圈足青瓷爐
圖 23：彰化縣鹿港新祖宮收藏四型 II 式圈足青瓷爐
圖 24：臺南市開元寺收藏帶蓋獅鈕獸形三足爐
圖 25：帶蓋獅鈕獸形三足爐器底「大清康熙年製」款文
圖 26：彰化縣鹿港興安宮收藏折沿弧腹綠釉三足爐
圖 27：彰化縣鹿港興安宮收藏折沿弧腹綠釉三足爐
圖 28：折沿弧腹綠釉三足爐器頸剝釉處局部
圖 29：雲林縣北港鎮扶朝採集直筒形綠釉三足爐
圖 30：雲林縣北港鎮扶朝採集直筒形綠釉三足爐
圖 31：直筒形綠釉三足爐器身釉面局部顯微放大
圖 32：雲林縣北港鎮扶朝採集直筒形綠釉三足爐線繪圖
圖 33：彰化縣鹿港城隍廟收藏直筒形青花圈足爐
圖 34：直筒形青花圈足爐器身龍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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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直筒形青花圈足爐器底局部
圖 36：苗栗縣中港慈裕宮收藏直筒形青花圈足爐
圖 37：苗栗縣中港慈裕宮收藏直筒形青花圈足爐
圖 38：苗栗縣中港慈裕宮收藏直筒形青花圈足爐測繪圖
圖 39：直筒形青花圈足爐器身紋飾展開圖
圖 40：臺南市大天后宮收藏青花圈足爐
圖 41：臺南市大天后宮收藏青花圈足爐
圖 42：青花圈足爐器身銘文局部
圖 43：彰化縣鹿港興安宮收藏白瓷斂口三足爐
圖 44：彰化縣鹿港興安宮收藏白瓷斂口三足爐
圖 45：屏東縣琉球鄉碧雲寺收藏白瓷直筒形三足爐
圖 46：彰化市定光佛寺收藏褐釉獅紐三足爐
圖 47：褐釉獅紐三足爐器身局部
圖 48：醬釉獅紐三足爐器身局部
圖 49：彰化市定光佛寺收藏醬釉獅紐三足爐測繪圖
圖 50：彰化縣鹿港地藏王廟收藏醬釉獅紐三足爐（感謝李建緯教授提供）
圖 51：醬釉獅紐三足爐器底局部（出處同上）
圖 52：南投簡姓宗親會惠宗堂收藏褐釉鑲嵌梅花紋三足爐（引自梁志忠 2002）
圖 53：福建漳州東溪窯燒造三足青瓷爐（引自林焘等 1993）
圖 54：雲林縣北港鎮朝天宮中央市場遺址出土三足青瓷爐（筆者拍攝）
圖 55：臺南麻豆水堀頭遺址出土三足青瓷爐（筆者拍攝）
圖 56：臺北金山竹子山厝地遺址出土三足爐（引自郭素秋 2010）
圖 57：高雄左營鳳山舊城遺址（永清國小）出土三足青瓷爐
圖 58：Tek Sing 號沉船出水三足青瓷爐（引自 Nagel Auctions 2000）
圖 59：漳州市博物館收藏乳形足三足青瓷爐（筆者拍攝）
圖 60：福建東溪窯窯址出土刻花青瓷爐（引自福建省博物館等 2001）
圖 61：Tek Sing 號沉船出水磬形足三足青瓷爐（引自 Nagel Auctions 2000）
圖 62：漳州市博物館收藏磬形足三足青瓷爐磬形足三足青瓷爐（引自吳其生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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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福建東溪窯窯址出土磬形足三足青瓷爐（引自福建省博物館等 2001）
圖 64：漳州市博物館藏東溪窯松柏下窯址出土青瓷爐標本（筆者拍攝）
圖 65：南靖縣博物館藏東溪窯窯址出土青瓷爐標本（筆者拍攝）
圖 66：南靖縣博物館藏東溪窯窯址出土青瓷爐標本（筆者拍攝）
圖 67：漳州市博物館收藏白瓷爐（引自吳其生 2002）
圖 68：漳州市博物館收藏白瓷爐（引自吳其生 2002）
圖 69：漳州市博物館收藏綠釉三足爐（筆者拍攝；另引自吳其生 2005）
圖 70：漳州市博物館藏南靖窯遺址採集綠釉三足爐標本（筆者拍攝）
圖 71：古笨港遺址水仙宮地點考古出土綠釉三足爐標本
圖 72：浙江龍泉市博物館收藏青瓷爐（筆者拍攝）
圖 73：Tek Sing 號沉船出水柱形足三足青瓷爐（引自 Nagel Auctions
2000）
圖 74：倫敦大英博物館收藏柱形足三足青瓷爐（引自 Jessica Harrison-Hall 2001）
圖 75：龍泉窯柱形足三足紀年青瓷爐（引自任式龍等 2004）
圖 76：江西景德鎮陶瓷博物館收藏直筒形紀年青花爐（引自中國陶瓷編輯委
員會編 1994）
圖 77：福建私人收藏德化窯直筒形紀年青花爐（引自陳明良 2005）
圖 78：泰國曼谷順興宮收藏直筒形紀年青花爐（引自傅康吾、劉麗芳 1998）
圖 79：泰國曼谷崇福堂收藏直筒形紀年青花爐（引自同上）
圖 80：泰國曼谷祖師宮收藏直筒形紀年青花爐（引自同上）
圖 81：Tek Sing 號沉船出水石質墓碑（引自 Nagel Auctions 2000）
圖 82：傳世收藏南投窯「佛祖」款褐釉香爐（引自梁志忠 2002）
圖 83：福建安溪縣湖頭李光忠墓（1717）出土黑陶香爐（引自福建博物院
、安溪縣博物館 2003）
圖 84：臺南鹿耳門天后宮藏「重興天后宮碑記」（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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