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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阿蘭陀中的「異國風情」
▍中山

創太

「京阿蘭陀」是指十九世紀初期，以京都為中心製作的施釉陶器。其基本特徵為在素坯上
施以白化妝土，並以藍繪（吳須）描繪滿滿的唐草、花卉、西洋風景等圖樣。京阿蘭陀
的起源為十八世紀自歐洲傳入日本的荷蘭德夫特陶器，而前身為京都陶工初代尾形乾山
（1663-1743）製作的「仿阿蘭陀」。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日本創作陶器時參考了十九世
紀大量自歐洲傳入日本的銅版轉印瓷器、更紗等意象，象徵著東西文化的接觸與變化。
美—神戶市立博物館精品展」（展期：2019 年 6 月 6 日∼ 9 月 8 日）展出的作品，與其
50

了許多中國元素。

積極蒐集、擴充館藏。本館陶瓷典藏的特色

都為中心製作的陶器。其基本設計是在素燒

之一是收藏了將近四十件與京阿蘭陀相關的

的坯體上施掛一層白化妝土，再以鈷藍彩（日

作品，其中包含有「乾山」銘的仿阿蘭陀傑

本亦稱吳須）繪上花卉紋樣。這些作品的定

作。本文將介紹預計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

位是「仿阿蘭陀」的延伸創作。「仿阿蘭陀」

院區舉辦之「交融之美─神戶市立博物館

是京都的陶瓷工匠—初代尾形乾山（1663-

精品展」展出的文物及其他本館收藏之京阿

1743）創作的作品，靈感來自十八世紀輸入

蘭陀作品，並著重介紹其圖案特徵之一的異

日本的荷蘭德夫特陶器。從這些帶有異國風

國景色。以下將聚焦在與西洋風情一同呈現

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製作者參考了十九世

在作品上的中國風情主題，探討京阿蘭陀彩

紀起大量從歐洲傳入日本的銅版轉印陶瓷器

繪的「異國風情」特徵。

及印花棉布的設計。1 此外，各個作品的白化
妝土色調與紋樣有些許差異，可能代表其製

京阿蘭陀的彩繪母題

作地區除了京都之外，還有周邊的地區，但

京阿蘭陀的作品大多是在素燒後的坯體

是目前仍有許多不明白之處。2 在同一時期

上施掛一層白化妝土，之後再以藍彩畫上紋

活躍於京都的陶工仁阿彌道八（二代道八，

樣。值得注意的是，以藍彩描繪的母題幾乎填

1783-1855）及尾形周平（1788-1839）等人也

滿了白地。其中亦有作品是在器皿的開光中，

創作了參考歐洲陶瓷的作品。由此可知當時

畫上源自西洋銅版畫的異國風景，或是雲龍、

的陶藝工匠對「異國的陶瓷」具有相當大的

鳳凰、麒麟等具有中國風情的主題。可以肯定

興趣。3

這些作品在製作時，參考了來自「異國」的

神戶市立博物館以基本主題「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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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此外，現存的作品中有風爐、急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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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的京阿蘭陀。就結論而言，京阿蘭陀的圖案除了西洋元素，也包含

京阿蘭陀一般認為是十九世紀初期以京

特展專輯

本文將著眼於京阿蘭陀的異國風情，介紹這一次即將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交融之

交流、東西文化的接觸與變遷」為出發點，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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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器，以及刀架、花器等，可藉此推測當時，

開片引人注目，以鈷藍料塗上的藍彩較四層

單塗上白化妝土。將套盒疊起時，各層的圖

花朵中心，可看見花苞及開花等不同狀態。

套盒為淺，呈現出不同色調的青色。

以下由目前的紀年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件，

案並未被切斷，而是準確地與彼此相連，相

製作者仔細地畫出了植物自然展現的各種樣

接下來介紹作為煎茶用具使用的風爐。

即箱書記載年份為文化十三年（1816）的〈藍

當注重一致性。畫在表面各處的花卉使用了

貌。每一朵花的周圍皆圍繞著六片葉子，葉

彩花卉紋四層套盒〉（圖 1） 開始介紹。 器

〈藍彩花卉及西洋風景風爐〉（圖 4）的底部

深淺不同的色調，並以點描方式畫出陰影，

片上的葉脈描繪得相當精緻。〈藍彩西洋風

刻有「道八」款銘，因此被認為是京都陶工

物施掛一層白化妝土，外壁以藍彩畫滿唐草

可說是相當細膩的表現。一般認為上頭畫的

景及荷蘭人紋八方火盆〉（圖 2）也畫有花卉

仁阿彌道八的作品。此風爐為筒狀，正面有

紋樣，是類似上述的四層套盒之作品。八方

一個圓形的通風孔。通風孔周圍以藍彩繪製

形的火盆上，每一面都畫有開光，裡頭畫著

了花形開光。器物的正面與背面分別畫的是

荷蘭人、異國風景及帆船等。各開光之間畫

花卉與西洋景物。這裡所畫的花呈現不同的

滿唐草紋及花卉紋樣，細看可以注意到花卉

樣貌，並非先前看到的牡丹。花朵雖然也使

的立體感以點描及顏色深淺表現，葉片上也

用點描技法繪製，卻不是用來表現立體感，

細密地畫著代表葉脈的線。此外，作品口緣

僅為單純的裝飾。花卉周圍畫有類似葉片的

有明顯的釉料缺損，可推測這個火盆是實際

紋樣，卻沒有畫上卷草狀的植物，以藍彩塗

被使用過的日用品。〈藍彩花卉紋盃台〉（圖

布的部分相當顯眼。與〈藍彩花卉紋四層套

3）與前述的四層套盒、火盆相同，器身採用

盒〉互相比較，可發現其藍彩的描繪手法較

唐草及花卉紋樣裝飾，開花的樣態也無不同，

簡略。有關西洋風景畫的部分將於下文中再

但花朵的描繪較扁平、簡略。內壁施掛白化

提及。本館另有收藏一件同樣刻有「道八」

妝土，內底心以藍彩畫上花卉紋樣。釉面的

字樣的風爐，器形呈太鼓形，但器身的紋樣

有將京阿蘭陀作為日用品使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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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和鯉魚圖盃洗趣味近

京阿蘭陀的彩繪多在器身上描繪開光，

作品背面僅畫上花卉紋樣及曲折的線條，且

似的，還有一件在內底心畫著金魚的作品〈藍

並在其中配置銅版畫風格的「西洋風景」。

點在於，這件風爐的通風孔上方繪有橢圓形

留下大片留白，與正面形成對比。此外，底

彩葫蘆金魚紋盃洗〉。不過它的設計有些許

在許多作品中，構成西洋景物的母題有圓錐

開光，裡頭寫著西洋文字，花朵紋樣則為五

面的落款「乾齋」周圍圍繞著書寫體的西洋

不同，比如口緣呈花形、臺座內側也以青花

形屋頂的石造建築物、拱橋與荷蘭人等。8 以

片花瓣圍繞著漩渦狀的花蕊。另有兩件作者不

文字，這一點也十分引人注目。以上提到的

描繪等。〈藍彩葫蘆西洋風景圖火盆〉也是

西洋景色作為母題，可能起源於十八世紀末

詳的風爐，分別有「粟田」、「林山」的落款，

「雲龍」及「西洋文字」等元素，在《紋所帳》

有葫蘆紋樣的作品，不過葫蘆的葉片畫法與

至十九世紀傳入日本的銅版轉印瓷器。9

亦與刻有「道八」的風爐十分相似。7 「粟田」

（文化十三年，即 1816 年發行，圖 6）這本

前者不同。前者僅以線條畫出葫蘆葉的葉脈，

例如〈藍彩花卉西洋風景圖刀架〉（圖

一般認為指的是京都三条一帶的粟田，也就

書中亦可見到。《紋所帳》相當於當時的設

後者除了以線條畫出葉脈，亦有以藍彩塗滿

7）的背板正面彩繪著西洋風景圖，將觀者的

是其製作地點，「林山」代表的意義目前仍

計書籍，由此可知這樣的設計在當時已普及

葉片，將葉脈留白的畫法。

視線從前景中央的人物引導向遠景的建築物，

不詳。器身的彩繪樣式大致與道八款的作品

至一定程度。同樣在器皿底部有「乾齋造」

京阿蘭陀作品的共同特徵是以藍彩圖繪

展現畫面的景深。圓錐形屋頂的高塔及石造

相同，有開通風孔的正面畫的是花卉，背面

字樣的〈藍彩花卉鯉魚圖盃洗〉，器身周圍

花卉紋樣，但仔細觀察細部，會發現其描繪

建築物，可說是散見於京阿蘭陀作品的元素。

則是西洋風景畫。

及足部所畫的雲龍紋與上述的小碟紋樣相同。

方式有許多不同之處。有些作品將花朵繪製

此外，其以綿密而短的筆觸表現陰影，處理

以上主要探討唐草及花卉等植物紋樣，

口緣與足部亦可看到連續龜甲紋，與其說是

得相當精緻，以點描或色彩濃淡表現花卉紋

得相當巧妙，相同的手法也被使用於銅版畫，

不過京阿蘭陀的作品中，亦有龍及麒麟等神

西洋風，在設計上中國特色反而更醒目。尤

樣，或是將每一朵花畫出不同的形態。亦有

暗示可能另有做為參考依據的原圖存在。除

獸紋樣的彩繪。例如〈藍彩龍紋小碟〉（圖 5）

其是內底心的鯉魚圖以連續的半圓仔細描繪

部分作品並非如此。部分作品中帶有明顯的

了背屏正面的西洋風景圖和正面底部的鏡板

的內底心畫著「雲龍」紋，周圍畫有花卉及

鱗片，魚鰭及尾鰭也特地畫成彎曲的樣子，

中國色彩，混合東西洋元素的作品亦耐人尋

之外，器身畫滿了卷草及花卉紋樣。雖然器

類似卷草的紋樣，間隙則以點描填滿。從作

充分表現鯉魚游泳時的動態，或許是希望注

味。雖然紀年或落款的京阿蘭陀作品較少，

物主體的刀架部分及整體外形凹凸起伏，卻

品底部的「乾齋」字樣可知這是江戶淺草陶

水時，呈現出鯉魚在器皿中悠游的視覺效果。

以致於難以推斷其製作年份和地點，我們仍

都仔細畫滿了紋樣，沒有留白的部分。花朵

工井田吉六（號「乾齋」）的作品。井田吉

另外，足部內側僅施掛白化妝土，圈足底則

可說京阿蘭陀的紋樣反映了十九世紀初期日

分別有含苞及盛開的造形，並以細密的點或

六的製陶技術是向五代乾山西村藐安學習的。

露胎。井田吉六（1792-1861）致力於製作混

本人對於異國的興趣。

是深淺不同的藍表現立體感，繪畫的質感相

設計和本件風爐幾乎一致。兩件作品的不同

圖6

清

太祖高皇帝滿漢文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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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精緻。〈藍彩西洋風景圖大盤〉（圖 8）的

方配置了樹林，遠景是三角形及梯形屋頂的建

〈藍彩西洋風景及西洋人物圖帶足缽〉（圖

內底心，畫有圓錐形或球形屋頂的西洋建築和

築物，建築物後方有類似松樹的樹林，遠方則

10）與此作品相似，內底心畫的是兩人在前

拱橋。相對於建築物表現出的景深，只有拱橋

畫著群山。同樣落款的作品，可說幾乎都畫著

周圍採用仰視的角度，透視法處理得並不好。

相同的西洋風景圖。

本作的西洋風景，建築物可能來自銅版畫，但

除此之外，亦有像〈藍彩西洋風景與騎

是橋下的河流卻與葛飾北齋（1760-1849）的

馬人物圖盤〉（圖 9）這樣的作品，將異國人

作品〈諸國瀧迴下野黑髮山霧降瀑布〉（約天

物作為主題，搭配石造建物的西洋風景。盤

保四年，1833）中分岔的瀑布水流相似，顯示

心畫著頭戴三角帽子、身穿外套的西洋人物

除了西洋製的銅版畫之外，亦有以陶工身邊可

騎馬過橋的場景。畫面左邊是圓筒形的建築
物，在它後面還有群山。人物及群山除了以

的作品，帶「道八」銘款的筒形風爐背面的西

線條勾勒，也可看到製作者使用點描法表現

洋風景圖中，將松樹般的樹林置於畫面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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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19世紀

藍彩西洋風景圖大盤

其後有石橋，再往後則畫了三角形屋頂的建築

陰影的意圖，但是畫面的透視卻有破綻。畫

物。畫面左方的遠景畫的是山脈。另外，帶

面右方的兩棵樹上畫滿了橫線，或許代表製

「林山」、「粟田」銘款的風爐，也在畫面右

作者亦了解銅版畫中表現陰影的細線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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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版畫作為參考的可能性。回到剛才介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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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版畫作為參考的可能性。回到剛才介紹過

兩人皆身穿西洋服裝，頭戴三角形的帽子，

的船隻等的描繪，皆具有濃厚的中國風情。畫

以上探討了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的京阿

雖無法證明對京阿蘭陀有直接影響，但

其中右方的人物身穿有鈕釦的外套，作西洋

面呈現一行人乘船遊覽風光的景象，船隻從前

蘭陀之彩繪特徵。京阿蘭陀的設計基本上是

在中國清朝乾隆時代製作的琺瑯彩瓷上也可

風的打扮。臉部僅以線條畫出眉毛及眼睛，

景的兩棵樹之間通過。因為是畫在器皿上，雖

以藍彩的卷草及花卉紋樣將施掛白化妝土的

以看到唐草及花卉紋樣，器皿上也畫有西洋

與先前的騎馬人物圖相較之下較為簡化。值

然畫面橫長，但是卻十分講究前後景物的空間

地方幾乎填滿，描繪西洋人物及異國風景圖

人物及風景。以琺瑯彩描繪的作品，與在白

得注意的是，畫面中的建築物並非石造建築，

感。此外，內壁只有上半部施掛白化妝土，下

的作品佔了大多數。不過，描繪龍、麒麟與

化妝土為底部描繪藍彩的作品很難以相同標

而是中國風的建築物。另外，繪製樹林的細

半部則露胎。口緣可見釉藥缺損，該處的白化

鳳凰等中國風母題的作品也是其中一種特色。

準比較，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期製作的

線畫法則與先前的作品相同。

粧土層也很薄。此作品雖與其他京阿蘭陀作品

一般認為隨著時代演進，逐漸從西洋風發展

瓷器皆混合了東西方的元素。京阿蘭陀彩繪

如同前述，仔細觀察京阿蘭陀的異國風景

相同，以藍彩描繪風景，也以點描法表現陰

為東洋風的設計元素。但是，由於紀年京阿

中的「異國」並不僅止於西洋風景，亦包含

圖彩繪，可以發現這些作品上的西洋風景圖稍

影，但是描繪的風景卻類似中國的山水畫，

蘭陀作品及挖掘報告皆少，故對於各年代的

不少中國風的元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

顯樸拙，應是仿作技巧不純熟的結果。其中部

這一點相當特殊。異國風景圖是京阿蘭陀的

作品樣式之討論仍停留在推測階段。10 另一方

的日本人如何在所知有限的情況下，表現出

分作品甚至將有孔洞的太湖石畫得巨大如山，

彩繪特徵之一，在部分作品上可見到其簡化

面，雖然設計構想參考自荷蘭的德夫特陶器，

想像中的「異國」景象。

或是出現西洋人物與中國風的建築同在一個畫

的跡象。其中，也有作品在西洋風景畫中加

但因為添加了中國風母題，才能形成這種稱

面的奇異景色。當中，〈藍彩山水圖火盆〉（圖

上太湖石般有孔洞的山，因此無法斷言所有

11）是中國元素十分明顯的作品。此作品與其

的作品都是直接以銅版畫為範本繪製。隨著

他京阿蘭陀的作品相同，在施掛白化妝土的坯

時代演進，也有可能漸漸改變，在畫面中加

體上以藍彩畫上紋樣，但是彩繪的風景圖卻十

入使用者較熟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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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岡泰正，〈意匠としての阿蘭陀〉，收入於神戶市立博物館編，《神戸市立博物館所蔵 阿蘭陀絵伊万里とびいどろ．ぎやま
ん展－江戸のオランダ趣味－》（廣島縣：福山市立福山城博物館，1998），頁 5-20；長久智子，〈藍彩仿阿蘭陀〉，收入
於愛知縣陶瓷資料館編輯、發行，《阿蘭陀焼 憧れのプリントウェア―海を渡ったヨーロッパ陶磁》（愛知縣：愛知縣陶
瓷資料館，2011），頁 101-103。
2. 長久智子，〈藍彩仿阿蘭陀〉。神戶市立博物館收藏之〈藍絵帆船図皿〉（池長收藏品，22 章 -038）底面有「いが」字樣。
可能是指伊賀國（現在的三重縣），但無法肯定是其製作地點。
3. 仁阿彌道八留下一件模仿臺夫特陶器的作品〈色絵阿蘭陀写小皿〉。這件作品在素燒的坯體上施掛白化妝土，內底心用釉上彩
畫上類似星形的紋樣。另外，在尾形周平的作品中，亦發現以模印表現荷蘭人紋的小碟，及用鐵繪畫上壽老人紋樣的英國奶油
色瓷盤。皆為神戶市立博物館館藏。
4. 本館所收藏的京阿蘭陀中，可能被作為茶具使用的作品有三件套盒、四件風爐、二件急須及二件盃洗。
5. 本作品的外盒標示內容如下：盒底墨書「文化十三子歲十一月」、外盒側面貼紙墨書「一和蘭陀乃四重
らへ∕酔月庵珍蔵（白文長方印：酔月庵）」。另外，引用文字中的「 」表示換行。

壱組∕丙子霜月乃し

6. 其他紀年作品有天保三年（1832）、天保十三年（德川美術館藏）、天保十四年（個人收藏）。德川美術館收藏的作品由尾
張德川家流傳至今，可確認是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拜訪尾張藩上屋敷時購買當作日用品的器物。個人收藏的作品可能是由天皇
家賞賜的物品。若其箱書記載無誤，包含四層套盒在內，至少從十九世紀初期起，人們已經開始製作京阿蘭陀。箱書內容參考
自岡泰正，〈輸出漆器と輸入陶器～和製阿蘭陀をめぐって～〉，收入於京都文化博物館、京都新聞社編輯、發行，《異国の
風―江戸時代京都が見たヨーロッパ》（京都府：京都新聞社，2000），頁 187-194。
7. 京都國立博物館《憧れのヨーロッパ陶磁―マイセン セーヴル ミントンとの出会い》的展覽圖錄中，收錄了有「粟田」銘
款的作品〈阿蘭陀写藍絵西洋風景図涼炉〉（展品編號 No.33，個人收藏）。另外，三好一在文中指出，京阿蘭陀的製作地點
為京都的粟田口一帶。見三好一，〈粟田口の諸相〉，《日本美術工藝》，572 期（1986.5），頁 74-78。
8. 長久智子在著作中提到「有拱橋的風景畫是相當熱門的母題，亦出現在其他仿阿蘭陀作品中，可假設有共同的原稿」。長久智
子，〈214 藍絵西洋風景図手付花生および台〉，收入於長久女士企劃、編輯，《染付―靑絵の世界》，愛知縣陶瓷美術館，
2017，頁 183。
9. 岡泰正，〈京阿蘭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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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びの中の異国〉，《目の眼》，234 期（1996.3），頁 13-28。

10. 目前未有挖掘出京阿蘭陀作品的報告。在調查尾形乾山的陶窯遺跡時，發現可能是仿阿蘭陀作品的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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