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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胎鼻煙壺成分、名稱與演變 - 以清代發展面貌為例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nuff bottle in the Qing dynasty 

 
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理論研究組研究生 胡嘉綺 Hu, Chia-Chi 

 

摘要 

 

    鼻煙原為一種煙草製品，以菸葉烘烤、去莖、磨粉、發酵後加入中藥或香料

製成，因明朝海運的興盛輾轉傳入中國，並在明、清兩朝對鼻煙的使用達到盛行，

鼻煙最早以單調的盒子盛放，之後隨著清人對審美心態的嚮往，產生了以各樣媒

材進行創作的鼻煙壺，華美的彩繪除了反映了鼻煙的流行，更表露了身分與品

味。由於鼻煙壺在工藝成就上集結了中國雕刻、書畫、燒瓷、鑲嵌等技術，故被

稱為「集多種工藝之大成於一身的袖珍藝術品」。雖然鼻煙壺自清代發展至今只

有三百年的歷史，但因為其裝飾性與實用價值，使鼻煙壺廣受收藏家與中西博物

館喜愛。在清各時代雖有許多不同胎做成的鼻煙壺，如玻璃胎、瓷胎、銅胎、象

牙質、玉質等，但仍以透明如寶石的玻璃胎最受喜愛，在裝飾樣貌上從早期的素

色玻璃，經過新燒成技法與配方改良而慢慢呈色多樣。從清代不同時期玻璃胎鼻

煙壺的製作可反映各時代的帝王審美品味與對玻璃器不同的關注態度，本研究首

先會從鼻煙與鼻煙壺的緣由進行說明，並在玻璃媒材上的字義轉變進行解釋，最

後以北京故宮與台北故宮收藏的玻璃胎鼻煙壺進行清代早期康、雍、乾三朝與之

後時代各自特徵進行比較說明。 

 

 

 

 

【關鍵字】：清代、鼻煙壺、玻璃胎、鼻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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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鼻煙與鼻煙壺的緣由 

 

鼻煙壺是用來裝置鼻煙的。鼻煙是一種藥粉，是菸草經由曬乾之後製成，

經聞嗅有治療氣喘、頭疼、鼻塞、去寒的醫療功效。最早吸食鼻煙的是北美洲的

原住民「印地安人」1 之後經由海上的殖民與貿易，由傳教士或商人等媒介將菸

草帶回了歐洲，讓歐洲人領略了鼻煙神奇的療效。2 此後鼻煙成為餽贈至親好友

的最佳禮物。約在明朝晚期，西方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有機會到達遙遠的遠東

地區─中國。鼻煙也隨著歐洲的傳教士將它傳入中國，在趙之謙(1829-1884)《勇

盧閑詰》：「鼻煙來自大西洋意大里國，明萬曆九年，利瑪竇泛海入廣東，旋至京

師獻方物，使通中國。」3 由此可知鼻煙從明代即被傳入，但並不廣泛盛行，釐

清了鼻煙的傳入時間後，隨即有另一個問題產生就是鼻煙的使用方法與名稱上的

解釋，鼻煙本為粉末，使用方法並非點燃以吸食而是以聞嗅即可，趙之謙在《勇

盧閑詰》中同時也對此問題進行探考，其云：「鼻煙，非煙也，吸煙以口，此受

以鼻，火不可然，無煙者也。無煙稱煙，有徵乎？證之廣雅釋器篇：煙者，臭也。

火氣本義，臭引申義也。」4 在早期傳入時是將鼻煙裝在盒子或者存放在瓶子裡，

如趙汝珍(生卒年不詳)《古玩指南》：「鼻煙初入中華時，並無另外特別使用之煙

壺，遂多利用舊藥瓶以盛鼻煙。」5 後因氣候潮濕、使用習慣差異與中國人對於

使用器物上的審美心態等因素之下，漸由裝瓶或裝盒的模式轉為以壺的裝盛的形

制。經文獻記載，鼻煙的使用原於北方，尤以清代北京宮廷最富代表性而慢慢普

及於民間。正如沈豫(生卒年不詳)《秋蔭雜記》：「鼻煙壺起於本朝，其始，只行

八旗，並士大夫，近日販夫牧豎無不握此壺。」6 

                                                 
1 朱培初，《鼻煙壺史話》，（北京：北京新華書店，1992 第二版），頁 2。 
2 黃麗穎，《小小鼻煙壺》，（臺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頁 15。 
3 趙之謙，《勇盧閑詰》，轉引 曾聰仁，〈中國鼻煙壺概述〉，《中國文物世界》，（1998 年 3 月），

頁 118。 
4 趙之謙，《勇盧閑詰》，轉引 那志良，〈風行清末的鼻煙與鼻煙壺〉，《中央月刊》，（1979 年 12    

月），頁 101。 
5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壺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21。 
6 陳嘉翎，〈盛清鼻煙壺的文化意義初探〉，《國立歷史博物館學報》，（2008 年 12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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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煙的盛行可由清代曹雪芹(1724-1763)所寫《紅樓夢》第五十二回可見一

例，賈寶玉讓生病的晴雯聞嗅鼻煙之後，使得因生病所引起的鼻塞現象獲得化

解。晴雯聞時只覺一股酸辣，透入腦門，接連幾個噴嚏，眼淚鼻涕齊流後，便覺

得通快些，只是還覺些頭疼。鼻煙的味道有許多種，例如：7 

 酸 

 甜  為初學者所喜愛。 

 鹹  較為罕見的味道。 

 羶  高級品，採用的是發酵小粒。 

 豆  可驅病毒。 

 （火果）  焦味。 

 

鼻煙的材料有：8 

 螞蟻屎  使用發酵的小粒製成。 

 飛煙  異常細微珍品。 

 豆煙   

 酸棗鈣 

 

二、名稱的演變與成分－ 璆琳、流離、琉璃、玻璃之間的關係 

   

    在鼻煙壺的材質分類可說是多不勝數，但總結各類媒材後約略可分類為：玻

璃類、玉類、瓷類、金屬類、瑪瑙、石英礦、有機質料類等。在這些材質分類之

中，清朝皇帝特別喜好的就屬琺瑯彩的鼻煙壺，不論是金屬胎、玻璃胎或瓷胎。

9尤其是玻璃胎上獨特如寶石般流轉的眩目光澤特別為清代皇室所愛。除了呈色

之外，玻璃胎獨有的透明性利於得知還有多少的鼻煙存量亦是玻璃胎能專美於其

                                                 
7 李英豪，《保值鼻煙壺》，（臺北：台灣藝術公司圖書公司印行，1993），頁 18。 
8 李英豪，《保值鼻煙壺》，（臺北：台灣藝術公司圖書公司印行，1993），頁 18。 
9 謝文啟，《小有洞天鼻煙壺展》，（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2002），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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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質料之上的原因。以下就玻璃在文獻上出現與轉變進行說明： 

 

1、 名稱的演變： 

 

    中國最早關於玻璃的文獻記載上是使用「璆林」這個詞彙來統稱玻璃。文獻

可追溯戰國《尚書 禹貢篇》(成書年代不詳)中提及「黑水西河惟雍州，(中略)，

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10 鄭玄(127-200)為其注解，並

指出「璆指美玉、琳指美石。」11 何以見得「璆」指的就是美玉，「琳」指的就

是美石？在西周成書的古代字書《爾雅‧釋地》中也說到「西北之美石者，有崑

崙虛之璆琳琅玕焉。」12 另在《爾雅‧釋器》中更直接點出「璆琳，玉也。」13 

隨後在《山海經》中也說到「幹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14 郭璞(276-324)

注《山海經》時也將璆指為美玉。另在司馬相如(約前 179-前 127)的《子虛賦》

以及班固(32-92)的《上林賦》之中也出現「琳」或「琳瑉」都是指美石解釋，而

鄭玄(127-200)注《尚書﹒禹貢》時以「琳為美石」。可見得「璆琳」經鄭玄的注

釋為「璆指美玉、琳指美石」是無誤的。 

 

至於「璆琳」轉為「流離」的呢？在東漢許慎(58-147)的《說文解字》中則

是將「璆」字附在「球」字條下，作「求」聲解，璆同球；而「琳」作「林」聲

解。可見「球」字做象聲詞的用法。在《集韻》(1037 年)中則將「球、璆當作美

玉」來解釋，可見得在訓詁之學上，雖有歧異出現，但仍將之解釋為美玉。後在

近人章鴻釗(1877-1951)的《石雅》中指出，流乃是璆的諧音，離乃是琳的轉借音。

至此已將「璆琳」轉為「流離」之意。之後「流離」又形聲關係轉為「琉璃」，

                                                 
10 原文出於戰國 作者不詳《尚書 禹貢篇》，轉引於周秉鈞輯《尚書》，（台北，台灣書房，2008），

頁 85。 
11 張維用，＜琉璃名實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二期），頁 64。 
12 參考 國家圖書館四庫全書電子資料庫。 
13 同註 12。 
14 同註 12。 



玻璃胎鼻煙壺成分、名稱與演變-以清代發展面貌為例 

 185

從何時開始目前無法得知，僅知在晉代葛洪(281~341 年)《西京雜記》中有「窗

扉多是琉璃。」15 此時已用「琉璃」替代「流離」，可見的是人們自己自動加上

玉字旁，變成「琉璃」二字。 

 

    琉璃大都是指利用礦石冶煉而成的類似玉石結晶之類的物品，但為何會與以

低溫彩釉陶燒製而成的磚瓦之類的琉璃混亂在一起，起因可說到隋朝的何稠(生

卒年不詳)。在《隋書﹒何稠傳》說到：「(前略)，時中國久絕琉璃之作，匠人無

敢措意，何以綠瓷為之，與真不異。」16 因當時久經戰亂，使得會製作或瞭解

琉璃的人非常的稀少，而何稠為了取悅當時的隋文帝(541-604)，所以使用了「琉

璃」這個名稱，來表示所製作的綠瓷跟琉璃是不分軒輊的。這就是琉璃名稱混亂

的開始。 

 

而後為了正名「真假琉璃」分為兩派，一派由顏師古(581-645)所提出了論

證，另一派則是由程大昌(1123-1195)所提出的挑戰。顏師古認為琉璃應屬自然之

物，若冶煉石汁而成的，必虛脆不耐。加上在唐陳藏器(681-757)所著的《本草拾

遺》中所述的「頗梨，西國之寶也，玉石之類，生土中。或言千秋冰所化，亦未

必然。」17其他如明初《格古要論》、明末《天工開物》、明末《物理小識》等都

採用顏師古了論述，來說明琉璃乃是天然之物非人工所鍛鍊。程大昌則在自己所

著述的《演繁露‧琉璃》中對琉璃的來源提出自己的論點，並利用《北齊‧大月

氏傳》以及《穆天子傳》裡頭的敘述來加以駁斥顏師古的錯誤之處。《演繁露‧

琉璃》呈述：「中國所鑄玻璃(中略)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

裂。凡其來自海舶者，制差樸鈍，色亦微暗，其可異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

無異，了不損動。」18 最後清孫廷銓(1613-1674)《顏山雜記》始將琉璃正名，

                                                 
15 晉 葛洪《西京雜記》，（台北：廣文書局，1981 年）， 頁 12。 
16 唐 魏徵，〈何稠傳〉，《隨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 第八刷），頁 11875。 
17 唐 陳藏器《本草拾遺 頗梨篇》，（台中：華夏文獻資料出版社，1988），頁 31。 
18 程大昌，〈演繁露〉，《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V.852 ，（台北：商務印書館，2008），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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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及：「琉璃者，石以為質，硝以和之，礁以鍛之，銅鐵丹鉛以變之。非石

不成，非硝不行，非銅鐵丹鉛則不精，三合而後生。」19 這是應屬「琉璃」一

詞最貼切中肯的定義了。 

 

  而「玻璃」一詞始出現於南北朝之時，有「頗瓈」、「玻黎」等稱謂出現。到

明萬曆年間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說略》裡提到「玻璃：一作頗梨，一作

玻璃，西國之寶(後略)」；20 另在清李調元(1734-1803)《南越筆記》中也說到「玻

璃，來自海舶，西洋人已為眼鏡(中略)為方圓鏡、為屏風(後略)」。21 證明大約

在明清時就有「玻璃」一詞的出現與使用。 

 

2、 鼻煙壺材質料器中「料」的化學成分： 

 

徐（火勃）(1563-1639)在《徐氏筆精 料燈絲篇》中說到「料燈絲，出滇金

齒者(中略)以煮料為絲，故名料絲。」22 故明代人稱琉璃為「料」，而琉璃又與

玻璃同意，這也就是為何會稱「玻璃」為「料器」的原因。中國的古玻璃分為兩

套系統，在南北朝之前大都是鉛鋇系統，之後因西域玻璃製造技術的引進，而有

了鈉鈣系統。23 鉛鋇系統是用低溫燒成，所以質地脆而易碎，但色彩艷麗；就

因質地脆而易碎，所以多用於裝飾用品，少用於日常用品。其代表物就是戰國時

期的蜻蜓珠。鈉鈣系統正好與鉛鋇系統相反，所以可以像銀器、瓷器一樣，成為

日常的生活用品。 

 

    我國的玻璃生產起源很早，但對於生產過程中所需使用到的原料、燒煉、 

呈色、成形等一系列的工藝記載卻是非常的稀少。像《北齊‧大月氏傳》描述也

                                                 
19 張維用，〈琉璃名實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二期），頁 96。 
20 同註 19。 
21 李調元，〈南越筆記 玻璃琉璃篇〉，《叢書集成新編》V.94，（台北：新文豐出版，1986）頁 77。 
22 徐(火勃)，〈徐氏筆精 料燈絲篇〉，《叢書集成續編》V.17，（台北：新文豐出版，1986）， 頁 585。 
23 韓韓，《中國古玻璃》，（臺北：藝術家出版社，1998），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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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說到西域商賈到礦山採礦，並銷煉成汁，後製成五色琉璃。短短的描述並未說

到底採用的是什麼時礦石、怎麼銷煉、又如何製成五色玻璃。直到宋時才有文獻

記載，那麼燒制玻璃時所使用的原料到底為何？在趙汝適(1170-1231)所著的《諸

蕃志》中提到，才始有文獻得知中國燒煉玻璃的原料有鉛、硝、石膏等原料，24 

以文獻的分析得知宋代玻璃的成分應屬「鈉鈣玻璃」系統。 

 

    據清初孫廷銓《顏山雜記》中可瞭解，在明代時期顏神鎮的玻璃生產就以具

有相當的規模生產。原因並不複雜，全因顏神鎮出產馬牙石、紫石、淩石、硝石

等燒製玻璃時最主要的原料，25 就地取材與減少運輸的問題，也因此成就了中

國玻璃生產重鎮──顏神鎮。到明嘉靖時期(1522-1566)，由《青州府志》記載，

得知在明朝時期的顏神鎮製造玻璃的原料為：馬牙、紫石為主，用黃丹、白鉛、

銅綠焦煎而成。另據清孫廷銓的《顏山雜記》中所說：「琉璃者，石以為質，硝

以和之，礁以鍛之，銅鐵丹鉛以變之。(中略)白如霜，廉削而四方，馬牙石也。

紫如英劄、劄星星紫石也。稜而多角，其形似璞，淩紫石也。白五之，紫一之，

稜子倍紫，得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淩子，得正白。」26 種種文獻推論

在明末至清前期顏神鎮玻璃原料為：馬牙石（方解石亦說長石）、紫石（砩石或

螢石）、淩子石（石英石）、硝、銅、鐵、丹、鉛等所組成，27 依其組成成分應

屬「鈉鈣玻璃」系統。 

 

    在乾隆前期（5－18 年）造辦處玻璃廠，在製造玻璃時的配方百分比例為：

馬牙石、盆硝、硼砂、砒霜、紫石、定粉等。其比例為：馬牙石 47.5％、盆硝

28％、硼砂 12.3％、砒霜 5.1％、紫石 2％、定粉 5.1％。28 此配方加入相當數量

                                                 
24 楊伯達，＜清代玻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 年第四期），頁 7。 
25 張臨生，＜清宮鼻煙壺制器考＞，《故宮學術季刊》No 8：2，（1992），頁 19。 
26 清 孫廷銓《顏山雜記 琉璃篇》，收於《故宮珍本叢刊》V.251，（湖南：海南出版社，2001），

頁 59。 
27 楊伯達，＜清代玻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 年第四期），頁 7。 
28 張維用，＜琉璃名實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年第二期），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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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硼砂、砒霜，而紫石大為減少，這可能與西方傳教士紀文參與玻璃廠的生產有

相當大的關係。當紀文離開玻璃廠之後，玻璃製作的配方又回復到之前的模式，

可見明、清兩代的玻璃製作都是以顏神鎮的配方為基準，其中以馬牙石、紫石、

淩子石、硝皆為基本成分。在玻璃呈色的部份上，所採用的就是以顏神鎮的配方

為基底並再加上金屬呈色劑而成的，所以在清人孫廷銓的《顏神雜記》與今人楊

伯達(1927-今)的〈清代玻璃概述〉中都有提及組成的比例為何。孫廷銓《顏山雜

記》中說： 

 

「馬牙石五份，紫十二份加淩子石二份，用硝石配合，可得白色玻璃。馬牙石

含大量氧化矽，是骨幹；淩子石含碳酸鈣，需用丹鉛（氧化鉛），使玻璃重且有

光。硝石為助熔劑、氧化劑及澄清劑，丹鉛易損坩鍋，故須加硝石氧化之，使之

不傷。螢石能使玻璃再溶化時，黏度低、不沸騰。銅鐵錳鈷等則一般用為玻璃著

色劑。」；29 在楊伯達的＜清代玻璃概述＞中說到：「以馬牙石為幹，紫石為軟，

淩紫石以為瑩。」整理以上文獻可得知清朝所製成十種色玻璃之配方約略如下所

示：30 

1、水晶玻璃配方：馬牙石 5，紫石 1，淩紫石 1。 

2、正白玻璃配方：增加紫石，減少馬牙石和淩紫石。 

3、梅萼紅玻璃配方：馬牙石 3，紫石 1，淩紫石 1，加入少量銅和鐵屑。 

4、藍玻璃配方：馬牙石 3，紫石 1，減去淩紫石，加上少量的銅。 

5、秋黃玻璃配方：如同正白玻璃配方，在加上極少的銅磧。 

6、映青玻璃配方：如同水晶玻璃配方，加上極少量的畫碗石。 

7、牙白玻璃配方：如同正白玻璃配方，加上鉛且多多益善。 

8、正黑玻璃配方：如同牙白玻璃配方，加上鐵。 

9、綠玻璃配方：如同水晶玻璃配方，加上銅。 

                                                 
29 同註 26。  
30 楊伯達，＜清代玻璃概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 年第四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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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鵝黃玻璃配方  如同綠玻璃配方，減少銅。 

 

    孫廷銓同時在《顏山雜記 琉璃篇》中紀錄了玻璃的原料、性能、作用、呈

色、火侯、設備、產品、流通以及他對古代玻璃的見解等。其中說到玻璃的製作：

「相火齊者」，31 在熔煉礦石時，須緊抓住火焰的顏色由黑、紅、青、白的變化，

來當成熔煉過程主要標誌，並隨時調整火侯方能冶煉出最適合的呈色。顏色的展

現在玻璃胎的器物上是最重要不過的了。故在燒製的過程中匠人的細心觀察與顏

色配方的調配也實屬重要。 

 

 

三、玻璃胎鼻煙壺在清朝康、雍、乾三朝的發展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論到鼻煙盛行的原因：32 

  

    「（前略），以常理言之，聞鼻煙之嗜好，不易養成，即使養成，亦必為上層

社會少數階級，不易普遍，但事實大謬不然，當日好之者，極為普遍，無論貧富

貴賤，無不好之，幾視為第二生命，可一日不飲食，而不可一日不聞鼻煙，此誠

不可理解，鼻煙之興，絕非鼻煙本身造成，乃人為之力，即當日各皇帝提倡之故

也。」  

   

    誠如趙汝珍所言，鼻煙之興非鼻煙一物之功，清朝在位者對鼻煙的喜好態度

也成為之所以鼻煙會蔚然成風的關鍵之一。鼻煙興盛連帶帶出了鼻煙壺的盛行，

就功能性而言，鼻煙壺除了裝盛鼻煙的實用價值外，對清代統治者或世井小民間

也有以鼻煙壺相互饋贈的禮節，如在清內務府檔案《康熙與羅馬使節關係文書》

云：「康熙五十九年，十二月初五日，西洋使臣嘉樂，進獻教王所貢方物，上賜

                                                 
31 孫廷銓《顏山雜記 琉璃篇》，《故宮珍本叢刊》V.251，（湖南：海南出版社，2001 年），頁 59。 
32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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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樂鼻煙壺一個，火鐮包一個，荷包四個……。」33 「乾隆五十二年，賜安南國

王，鼻煙兩瓶，鼻煙壺一。乾隆五十三年再賜鼻煙三瓶，鼻煙壺二，朝鮮國王鼻

煙一筒，南掌國王，緬甸國王，瓷鼻煙壺。」34 以上文獻證明鼻煙壺有其餽贈與

賞賜的功能。既然鼻煙壺有餽贈外邦的功能，故在早期的鼻煙壺生產都特重於鼻

煙壺的品質，然製造鼻煙壺的媒材種類多樣，以下僅就清代各朝玻璃胎鼻煙壺的

製造狀況與特色簡述： 

 

1、 康熙朝(1662-1722)玻璃鼻煙壺的製作與特色 

 

    清初設置造辦處，專門負責製造、承修和儲存帝后及宮中所需用的各項器

物。在康熙 32 年（1693 年）設置各個作坊，但此時所設置的作坊中並未設置玻

璃廠，在這期間所生產的玻璃都由其它廠所生產，直到康熙 35 年（1696 年）始

設置玻璃廠。玻璃廠的設置初期是由德國的傳教士紀裏安（1655–1720）所負責，

在此時期亦有廣東的工匠程向貴與周俊在內廷供職。35 

 

    可惜的是據趙汝珍所言：「康熙之時雖起始特製鼻煙壺，然為數有限，故傳

世不多。」36 經搜尋北京故宮與台北故宮收藏名單內僅見金屬胎畫琺瑯康熙御

製鼻煙壺和青花釉裏紅瓷鼻煙壺兩大類，未能對康熙朝玻璃胎鼻煙壺有所收藏，

實屬可惜，故僅能引文獻上推知此時期的器形與特徵。就清代王士禎(1634-1711)

《香祖筆記》：「近京師又有製為鼻煙者，雲可明日，尤有避疫之功，以玻璃為瓶

儲之。瓶形象種種不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綠諸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即

可愛翫，以象牙為匙，就鼻聞之，還納於瓶。」37 由此可知在康熙年間內務府

                                                 
33 轉引自陳垣編，《康熙與羅馬使節關係文書》，北平故宮博物院，1932 年，頁 11。 
34 趙之謙，《勇盧閑詰》，收錄於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台北：藝文印書館，1974 年，

頁 202。 
35 張榮，＜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年第一期），頁 73 
36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21。 
37 清 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七，收錄於《筆記小說大觀》，（台北：新興書局，1979），頁 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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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廠製作的玻璃已有非常大的成就，如各色的單色玻璃、灑金玻璃、畫琺瑯玻

璃等皆有生產，器形也逐漸發展與創新。除上述三項玻璃之外，尚有套玻璃跟刻

花玻璃出現。在玻璃藝術的創新上有「玻璃胎琺瑯彩」、「灑金藍玻璃」、「套料」

等巧奪天工的技藝。在形制上，康熙朝增加了腹部的容積，用以放入更多的鼻煙，

壺口小且有蓋，並有一小鉤相連其上以利於取出鼻煙。38 大多數的鼻煙壺造形

如下圖，不論是瓷胎、玻璃胎、玉胎等皆然，雖有器形不同者構造也大同小異。

從國立台北歷史博物館所繪的「鼻煙壺剖面圖」可提供我們對鼻煙壺內部與各製

作環節的一個參考。 

 

 

圖五 鼻煙壺解剖圖 39  

 

 

    康熙朝繼承中國傳統玻璃製作手法並吸收由傳教士所傳入新科學製造方

法，大大推動清代玻璃工業之發展；此時積極的玻璃胎鼻煙壺製作代表皇家對玻

                                                 
38 劉偉，〈康熙、雍正；乾隆皇帝與清宮藏瓷質鼻煙壺賞論〉，《中國文物世界》，1999 年 4 月，

頁 52。 
39 國立歷史博物館，《盈握天地鼻煙壺》，（台北：國立歷史博物館，1995），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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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製品重視與喜愛；一時之間以玻璃為料器的鼻煙壺遂成為清代工藝的新寵，並

成為皇帝對下封賞的大宗。此期在器形製作上風格秀麗、成品精巧、在單色玻璃

鼻煙壺的光澤度堪與寶石媲美。因此趙之謙於《勇盧閑詰》有云「於是列素點絢，

以文成章，更創新制，謂之曰：套……更有兼套……或重疊套，雕鏤皆精絕。康

熙中所制渾樸簡古，光照艷爛如異寶」40 說明此時期單色鼻煙壺獨特的美感了，

若與《清檔》所列康熙朝各色玻璃鼻煙壺互證，更可以認為趙之謙的評價是公允

可信的；只是非常遺憾，康熙御窯玻璃鼻煙壺現仍未被發現，只能從文獻上去領

會，理解其型態、風貌和品質。 

 

2、 雍正朝(1723-1735)玻璃鼻煙壺的製作與特色 

 

    康熙年間設置造辦處，續在康熙 35 年（1696 年）設置玻璃廠之後，在雍正

5 年（1727 年）將造辦處玻璃廠移至圓明園內以方便就近掌控，且將每年玻璃廠

燒製玻璃的時間訂為每年的八月開窯，隔年的五月止窯，以避免北京夏天的炎

熱。就文獻記載雍正皇帝對康熙留下的一件金星五彩玻璃鼻煙壺非常喜好，並要

求工匠對此原型進行仿效，並應用在各類、各色玻璃鼻煙壺上，一年中竟有一百

三十個依此樣本仿造的玻璃鼻煙壺，且雍正皇帝與前朝不同，他親自要求每製作

一件鼻煙壺器形都必須製樣且記錄，並經由他同意方可動工製作，一時間玻璃胎

的鼻煙壺大盛，如同清宮活計檔中所記錄，雍正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監張進

喜依雍正指示給玻璃造辦處一件葡萄色八角鼻煙壺，並要求依此形式燒製出各色

不同的玻璃胎鼻煙壺，在雍正四年二月初九日，依活計檔所記錄造辦處總共燒成

葡萄色玻璃鼻煙壺十件、二月初十套藍玻璃鼻煙壺一對、二月二十一雨過天晴玻

璃鼻煙壺二十件、三月三十紅玻璃鼻煙壺十六件、三月二十九日黃玻璃鼻煙壺四

件。41  

                                                 
40 楊伯達，《珍玩雕刻鼻煙壼》，（台北：幼獅出版，1993），頁 155。 
41 劉偉，〈康熙、雍正；乾隆皇帝與清宮藏瓷質鼻煙壺賞論〉，《中國文物世界》，（1999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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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康熙中期以來生產過哪些鼻煙壺，現已無法瞭解。但從雍正時期《清檔》

中尋找到幾件康熙時期玻璃胎鼻煙壺，如：黑玻璃與銀泥合燒鼻煙壺、綠玻璃雞

鼓鼻煙壺、白玻璃鼻煙壺、頂圓紫青玻璃鼻煙壺、雨過天晴雙夔龍鼻煙壺、葡萄

色八角式玻璃鼻煙壺、白玻璃燒琺瑯鼻煙壺等。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雍正朝的玻

璃胎鼻煙壺比前朝更是有所創新，此期玻璃廠所生產的玻璃計有：單色玻璃、琺

瑯彩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灑金玻璃、描金玻璃等。其中以單色玻璃部分，

製作最多、器形最豐富，玻璃顏色多達三十幾種；在如此多種且繁多的玻璃工藝

之中描金玻璃是為首創，這可以證明雍正皇帝對玻璃胎鼻煙壺的重視。雍正朝在

器形上則以端莊典雅、稜角分明、線條柔和、色澤亮麗、色彩嬌豔，且質地細膩

潔淨、玻璃內少有雜質、器表光華無瑕為主要特徵。42 趙汝珍《古玩指南》：「雍

正嗜鼻煙最盛，對於鼻煙壺十分講究，鼻煙壺之講究，亦此時最盛。全京人士如

並如狂，康熙時尚未若斯也。」43 現存雍正玻璃鼻煙壺甚少，由於素玻璃鼻煙

壺不易鑑定，可能有一些雍正時期單色玻璃鼻煙壺未被識別，被混入了乾隆朝玻

璃鼻煙壺裡，這是鑑定玻璃器的一個難題。另外關於套料鼻煙壺，雍正二年《清

檔》記有三種，分別為白地套紅、套綠、套藍等花色，然而，令人遺憾的是至今

仍未找到雍正時代的套色玻璃鼻煙壺。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於《清檔》記載甚多，

而傳世的卻甚為罕見，現存的雍正年制玻璃胎畫琺瑯竹節形鼻煙壺(圖六)，可反

映此時期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基本面貌。此煙壺不同於一般矮胖圓弧的器形，

而呈竹節狀，滿施黃色，飾赭色點子，畫細枝綠葉，上節葉尖部畫黑色蜘蛛，配

銅胎畫琺瑯圓蓋。此竹節上畫蜘蛛的題材又名「節節見喜」，帶有吉意，可能為

養心殿造辦處在萬壽節時進貢的一件標準御用鼻煙壺。 

 

                                                                                                                                            
頁 53。 

42 張榮，＜清宮造辦處玻璃器綜論＞，《光凝秋水》，（北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5）頁 15。 
43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壺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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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清 雍正  

玻璃胎琺瑯彩竹節式鼻煙壺 

高 6.5 公分，徑 2.2 公分 

台北故宮博物院館藏 

 

 

3、 乾隆朝(1736-1795)玻璃鼻煙壺的製作與特色 

 

    乾隆時期因政局的穩定，累積了雄厚的物質基礎，更加上乾隆皇本身對於文

化藝術的喜好跟推崇，使得清代的工藝技術進入了黃金時期。而玻璃廠的生產，

也在乾隆元年到三十年（1736－65 年）間進入了大量生產的時期，其種類也是

最多、最豐富的時期。北京故宮與台北故宮也以此時期的收藏為最豐，首先在材

質上除了以各色玻璃為胎的鼻煙壺之外，其他舉凡金、銀、銅、瓷、漆、玉、珊

瑚、瑪瑙、玳瑁、琥珀、水晶、木、竹、翡翠、蜜蠟、蚌、果核雕等質材都在匠

人的巧手下進行新材質的鼻煙壺的探索。乾隆也對鼻煙壺的製作要求十分嚴格，

在檔案中記載，乾隆元年五月二十日使太監毛團傳旨令鼻煙壺上花卉畫顏料甚

稀，在畫時應稠密些，並俱各落款等要求。此外在清代帝王中，乾隆也是鼻煙壺

的喜好者，對他來說鼻煙壺除了實用、餽贈功能之外，其上的藝術裝飾也十分著

重，由於乾隆的推崇，鼻煙壺的實用性稍稍降低，士人從實用性的盛放鼻煙慢慢

轉為以鑑賞功能為主的價值收藏。時人莫不以鼻煙壺收藏的數量、品質、美感價

值等面向互相進行炫耀。例《古玩指南續編》中便有提及：44 

      

     蓋清時，友朋會晤之際，第一件事則互惠鼻煙以示恭敬之意，宛如今日招

待朋友須敬煙捲相似，(中略)，次之則互相鑑賞煙壺，此雖迹近誇耀，但其實亦

為友朋會晤之極適當之儀式，(中略)，故煙壺必須常換也必依其身份及其所會晤

                                                 
44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壺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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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而變換。 

 

    因時人對鼻煙壺的需求與愛好，故乾隆時不論在媒材、新器形、裝飾都有長

足發展，在玻璃胎上亦然，此時期玻璃廠所生產的種類就有：單色玻璃、琺瑯彩

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灑金玻璃、描金玻璃、攪玻璃、纏絲玻璃、戧金玻璃

等；其中攪玻璃、纏絲玻璃、戧金玻璃等，都是乾隆朝首創的技藝。這些創新技

術所生產的玻璃，是因傳教士湯執中與紀文的製造配方改良後所生產的；除西洋

傳教士的協助，尚有山東博山縣（前顏神鎮）來的工匠何崇福等人加入新製作技

術的團隊並進行改良。就圖十一中由北京故宮所藏的玻璃胎畫琺瑯西洋仕女圖鼻

煙壺可看出以西洋人物為題材的裝飾也出現，這樣的裝飾風格與題材無疑又是為

玻璃胎鼻煙壺的裝飾開拓了新的內容與主題。 

 

圖七 

乾隆 

藍套豇豆紅玻璃袱係

紋鼻煙壺，高 4.6 公

分，腹寬 2.3 公分，北

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瓶形，圈足。藍套豇豆

紅玻璃，壺底環飾袱繫紋，正

中打成蝴蝶結，兩側肩部飾獸

面啣環耳。銅燒藍蓋連象牙

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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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乾隆 

玻璃胎琺瑯彩雙夔龍

紋鼻煙壺，通高 4.8 公

分，最大腹徑 4 公分，

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呈八角扁瓶形，平底。

涅白玻璃胎上施粉紅地琺瑯

彩。壺體前後兩面凸起，飾一

藍一綠雙夔龍紋相互纏繞。環

周繪藍彩纏枝花紋。銅鍍金鏨

花蓋連象牙匙。此壺造型秀美

規矩，紋飾層次清晰，色彩搭

配和諧，為宮廷造辦處玻璃廠

所製精品。 

圖九 

乾隆 

玻璃胎琺瑯彩花卉圖

鼻煙壺，通高 6.2 公

分，腹寬 4.8 公分，北

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橢圓形圈足。

乳白玻璃胎上施琺瑯彩。壺體

繪通體茶花、梅花。頸部及近

足處繪裝飾紋樣。銅鍍金鏨花

蓋連象牙匙。此壺文飾華麗高

雅，與宮廷御製品的華麗風格

迥異。 

 

 

 

 

 

圖十 

乾隆 

玻璃胎畫琺瑯花鳥圖

鼻煙壺，通高 5.7 公

分，腹寬 4 公分，北京

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橢圓形圈足。

涅白玻璃胎上施金地琺瑯彩。

壺體兩面飾花瓣式開光，開光

內繪春秋花鳥圖紋，一面為白

頭、牡丹、柳樹；另一面為白

頭、菊花、月季和山石。寓意”

長壽富貴”。開光外繪如意雲頭

紋及花草紋。銅鍍金鏨花蓋連

象牙匙。此壺開光內飾以金

地，為宮廷造辦處玻璃廠所造

的皇家御用器。 

 

 



玻璃胎鼻煙壺成分、名稱與演變-以清代發展面貌為例 

 197

圖十一 

乾隆 

玻璃胎畫琺瑯西洋仕

女圖鼻煙壺，通高 4.6

公分 ，腹寬 3.5 公分， 

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八角扁瓶形，直口，平

底。白玻璃胎上繪琺瑯彩，壺

體前後兩面橢圓形開光內繪西

洋少女半身像。兩側面繪十字

花紋。珊瑚蓋連銅鍍金匙。此

壺圖紋為宮廷畫家摹仿西洋畫

法所繪，型式新穎。 

圖十二 

乾隆 

白套藍玻璃竹鵲圖鼻

煙壺，通高 5.6 公分，

腹寬 3.6 公分，北京故

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以涅白玻璃為

胎。壺體前後兩面做圓形開

光，內嵌染牙竹鵲圖紋，兩隻

喜鵲一在空中飛舞，一棲息於

翠竹枝上，生動逼真。開光外

罩無色透明玻璃。兩側肩部飾

藍色獸面啣環牙。此壺集套玻

璃與鑲嵌兩種工藝於一身，是

一種獨特的玻璃器裝飾藝術。

 

 

圖十三 

 

 

乾隆 

綠玻璃灑金星鼻煙壺，通高

5.3 公分，腹寬 3.5 公分，北

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直口，橢圓

形平底。通體綠玻璃攪色為

地，其上灑滿不規則的片狀

金星為裝飾。此壺為乾隆時

期鼻煙壺的標準器。帶有乾

隆款的金星玻璃鼻煙壺，故

宮為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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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乾隆 

玻璃攪色灑金星葫蘆形鼻煙

壺，通高 5.3 公分 ，腹徑 4.2

公分，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葫蘆形，束腰，平底。

壺體由藍、深紅、赤、淡綠、

淡 黃 、 褐 等 色 玻 璃 攪 製 而

成 ， 形 成 不 規 則 的 自 然 紋

理，其間點綴片狀金星，光

彩熠熠，典雅華麗。銅鍍金

鏨花蓋連象牙匙。此壺製作

工藝精湛，是攪色玻璃器中

最精美的一件。 

      

四、乾、嘉(1796-1820)的轉淚點{清前期與清中期} 

 

    在乾隆 5 到 20 年（1740－55 年）間正好有傳教士紀文跟湯執中在造辦處玻

璃作協助玻璃的製作，這段期間統稱為乾隆前期，之後稱為乾隆後期。前期為玻

璃器的發展高峰，新的製作方法與配方的成功表現出豐富而多變的器皿型制如：

金星玻璃(如圖十三)，而在後期時候玻璃工藝卻開始走下坡，尤其是在乾隆 23

年（1758 年）西洋傳教士紀文死後，造辦處的玻璃作開始漸漸的衰退，甚至當

受命燒煉金星玻璃時，因燒不出金星而告失敗；乾隆 25 年（1760 年）宮庭內部

得知京城的傳教士中無人精通玻璃製作時，卻只有感到失望，而無任何補救的措

施。乾隆 35 年（1770 年）玻璃造辦處竟然發生無法製造出可替換的玻璃配件的

問題，這已顯示出玻璃製造技術衰落至谷底的指標。但在此時期的廣州，其實仍

有許多精湛的玻璃工匠存在，可惜乾隆皇卻無視於這些國內玻璃匠人，也無意派

遣學徒向歐洲的玻璃工匠學習製作技術。總總的輕忽形成了乾隆晚期玻璃製造技

術的衰敗，導致清代在乾隆之後的玻璃工藝都不復從前。 

 

    到嘉慶一朝，也只能保持乾隆朝的工藝水準。在製作上僅專注於單色玻璃，

且傳世品甚少。每年規定二次進貢活計與製造數量固定；更限制了匠人只准在固

定時間燒製玻璃器皿，其餘時間返故居。如此的措施下，使得嘉慶朝官方玻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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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也一厥不振，嘉慶至宣統玻璃器有一共同特點，就是製作玻璃器皿幾乎都是單

色玻璃，且都以完成該年度活計的數量為主要任務。在這樣只是為了完成數目的

前提下，匠人根本不用費心再去有新的創新。清宮造辦處大概在雍正元年（1723

年）就以明文規定，每年分四節向皇帝進貢活計，這四節分別為端午、中秋、年

節、萬壽節。到嘉慶時期每年只剩端午、年節需向皇帝進貢活計，且總數額也只

剩下 301 件而已；這樣的數量跟康、雍、乾來相比，幾乎是九牛一毛的。 

 

  從北京故宮的清代中期作品來看，此時的玻璃胎鼻煙壺的確沒有康熙、雍正、

乾隆前期的作品優秀，不論在玻璃呈色上、器形上與裝飾風格上都顯得較為較簡

單與趨近於矮胖的圓形，僅僅只能在前代的基礎上保留而鮮少有新意。 

 

圖十五 

清中期 

白套紅玻璃三陽開泰煙壺，通

高 6 公分，腹寬 4.8 公分，北

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白色半透

明珍珠地套紅玻璃，壺體

飾”三陽開泰圖”，繪有回首

張望的羊及紅日。羊與”陽”

諧音，<易經>卦相中泰卦

是”三陽卦”之一，代表吉祥

平安。三羊寓”三陽開泰”

之意，是清代吉祥紋樣中

常見的題材。 

圖十六

清中期 

玻璃胎畫琺瑯桃實鼻煙壺，通

高 5.3 公分，腹寬 3.9 公分，

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白玻璃胎

上施黃色琺瑯地，壺體繪

通 景 桃 樹 一 株 ， 枝 幹 粗

壯 ， 枝 頭 粉 紅 色 桃 花 盛

開，碩大飽滿的桃實壓彎

了樹枝，寓”長壽”之意。碧

璽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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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清中期 

珍珠地套紅色玻璃詩句鼻煙

壺，通高 7.5 公分，腹寬 3.1

公分，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平底。透

明珍珠地套紅色玻璃，壺

體 兩 面 為 長 方 形 紅 色 玻

璃，一面陰刻”明月松間照”

詩句，另一面陰刻滿文。 

圖十八

清中期 

黃地套綠玻璃蟈蟈圖鼻煙壺，

通高 5.4 公分，腹徑 4 公分，

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直口，平

底。黃地套綠色玻璃。壺

體通景是豆莢蟈蟈，豆秧

的兩條細蔓分別伸向壺體

的兩側，其上結出數個扁

長的豆角，一隻蟈蟈落於

豆莢上，作欲食狀，極為

生動逼真。粉紅色碧璽蓋

連象牙匙。 

圖十九

清中期 

黑套豇豆紅玻璃茶花紋鼻煙

壺，通高 4.7 公分，腹寬 3.5

公分，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黑套豇豆

紅色玻璃，壺體一面飾太

湖石、海棠花，另一面飾

太湖石、茶花，寓意”富貴

長壽”。紅玻璃蓋連竹匙。

套玻璃工藝以白套紅或套

藍為主流，黑地套紅玻璃

者不多見，此壺堪稱獨樹

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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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嘉慶 

透明黃玻璃模花八角鼻煙壺，

通高 6 公分，腹寬 4.6 公分， 

北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鼻 煙 壺 八 角 扁 瓶 形 ， 直

口，平底。通體黃色透明

玻璃。壺體磨製成規則的

幾 何 形 紋 樣 。 綠 色 翡 翠

蓋。此壺為宮廷造辦處玻

璃廠製作，是嘉慶時期的

標準器。 

 

 

五、嘉慶之後的衰退與沒落{清後期} 

 

1、 道(1821-1850)、咸(1851-1861)時期遠遜乾、嘉時期 

 

    道光時期的玻璃產品拙劣不堪、胎體厚重、顏色灰暗、器形粗糙、形制乖戾、

不方不圓、線條非曲非直、年款潦草更遜於嘉慶時期(如圖二一、二十二、二十

三、二十四)，玻璃器皿的發展似乎墜入谷底，此時期的工匠來源仍是山東博山

為主，工匠當中較有名氣者為：張坤、李克成。咸豐時期玻璃器形跟生產質量上

跟道光朝相仿，但在款式的潦草更引起咸豐帝的不滿，咸豐 8 年（1858 年）親

自下諭說：「嗣候玻璃活計要素，俱不拉花，款要真。」45 但此時的玻璃器因為

前代帝王本身的不注重，且此時與清代初期相比天下正處於多事之秋，皇帝也無

暇享樂，種種因素使得玻璃胎器皿漸漸不能有創新而失去其舊日光榮。僅能承襲

雍、乾等前制，但工藝與原料已經與不如前了，故名器不多見，在此時期世人對

                                                 
45 謝文啟，《小有洞天鼻煙壺展》，（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200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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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胎鼻煙壺的選擇與收藏仍以康、雍、乾等舊器為上選，即便有新器也棄之如

敝屣，故此時期的鼻煙壺收藏數量大減，新品也不易得見。 

               

 

圖二十一 

道光 

藍玻璃鼻煙壺，通高 6.2 公分，

腹寬 5.2 公分，北京故宮博物院

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直口，橢

圓形圈足。通體天藍色玻

璃，光素無紋。銅鍍金

蓋。此壺為宮廷造辦處玻

璃廠製作，是道光時期的

標準器。 

 

圖二十二 

咸豐 

玻璃磨花八角鼻煙壺，高 7.5

公分，腹寬 5.5 公分，北京故宮

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八角扁瓶形，直

口，橢圓形平底。通體琥

珀色透明玻璃。壺體兩面

為圓形，外側磨成八角

形。銅鍍金蓋連象牙匙。

此壺為宮廷造辦處玻璃

廠 製 作 ， 用 料 考 究 ，  

是咸豐時期的標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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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同、光時期玻璃胎的使用有短暫復興，此時期的玻璃器形在質量上較

道、咸時期好轉，在玻璃的呈色上有較鮮明的飽和度，但就品質而言，仍是較乾

隆前期失敗，尤其在年款方面，仍有很大的問題，如圖二十四，為光緒透明藍玻

璃鼻煙壺，此壺為宮廷造辦處玻璃廠製作，是光緒時期的標準品，然其款識刻錯，

可見當時工藝水平仍有許多可以加強之處。但要論及這短期復興的原因，這可能

與當時的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化有關係。同治 8 年（1869 年）英人維廉順看

到博山所生產的玻璃之後，稱讚博山玻璃「玻色澄清，彩色者艷美絕倫，技巧靈

敏，所製各種器形精巧完美。」此時期的玻璃廠生產主力仍是單色玻璃的製造，

但稍創新，如內繪鼻煙壺、壓花玻璃出現以及古月軒款的仿製等都頗為時人所愛

好，但在收藏與審美價值上仍無法清代早期康、雍、乾相比，若要簡而言之清代

後期玻璃胎鼻煙壺的發展，不外乎是以清代早期器形與單色玻璃為基石，其後守

之或改之，晚期傳世作品少有初期佳作。 

 

 

 

 

圖二十三 

 

同治 

藍玻璃鼻煙壺，高 7.3 公分，腹

寬 5.8 公分，北京故宮博物院館

藏。 

鼻煙壺扁瓶形，直口，橢

圓形平底。通體深藍色半

透明玻璃。壺體兩面磨出

圓形開光，內呈花瓣狀凸

起。銅鍍金蓋。此壺為宮

廷造辦處玻璃廠製作，是

同治時期的標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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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光緒 

透明藍玻璃鼻煙壺，通高 6.6

公分，腹寬 5.2 公分，北京故宮

博物院館藏。 

 

鼻煙壺扁瓶形，直口，橢

圓形平底。通體寶藍色透

明玻璃，光素無紋。銅鍍

金蓋連象牙匙。此壺為宮

廷造辦處玻璃廠製作，是

光緒時期的標準器，然其

款識刻錯，可見當時的工

藝水平有所下降。 

 

 

 

六、結論 

     

    鼻煙壺對於清朝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翫器，尤其是玻璃材質所製作的鼻煙壺更

顯珍貴，除皇室把玩之外，還拿來當成饋增外藩、使節或當成賞賜臣下的珍貴物

品。其造形從康熙時期渾樸簡古、大方爽朗且主次分明的古樸風格，演變到雍正

時期精巧雅秀、典雅雋秀且裝飾繁華的宮廷氣息(因康、雍兩代現無傳世作品或

傳世作品稀少，故只能從文獻推其特徵，並簡述風格)，甚至發展至乾隆時期造

型變化多端、工藝精湛細膩、格調繁縟清秀、品種豐富多彩、產量龐大的繁榮景

象，雖然之後清王朝因經濟的衰微，民變的風起，導致國力由盛世逐漸走向下坡，

帝王也無暇在翫器上多享樂，使得之後的鼻煙壺製品皆有著質地不佳、色調不

正、加工粗糙及品種單調的通病。我們可從以下幾點觀察玻璃胎鼻煙壺的興衰。 

 

先從器形的探討，雖然在康熙朝沒有傳世作品，但從文獻上得知，康熙朝「渾

樸簡古，光照艷爛如異寶」的特徵，開啟了玻璃胎鼻煙壺製作的一個開端，之後

可從雍正朝玻璃胎琺瑯彩竹節式鼻煙壺(圖六)，看出鼻煙壺形制的變化，雍正對

鼻煙壺的愛好與關注，使得原本矮胖圓弧造形的鼻煙壺轉為修長，配合上依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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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刻畫的竹節更顯裝飾特別，之後的乾隆朝，承襲了雍正對鼻煙壺的愛好，一

時間八角形的(如圖八)、圓弧形(圖十、圖十二)、葫蘆形(圖十四)或是有如瓷器梅

瓶(圖七)的器形紛紛出現，表現出玻璃胎多變的可能性，但在乾隆之後，玻璃鼻

煙壺的製作反而開了倒車，又恢復以圓形矮胖的鼻煙壺為主的設計，即便仍有八

角形的器皿，但年款的雕刻則又顯得漫不經心，除器形之外，鼻煙壺底下的年款，

也能證明後期的玻璃胎鼻煙不如從前，如我們可從乾隆朝綠玻璃灑金星鼻煙壺鼻

(圖十三)底下的年款，發現此時的年款字體方正且大小一致，要在如此小型的器

物上雕刻年款必要十分的專注，故可以看出此時匠人功力精湛與帝王的重視，之

後如嘉慶朝透明黃玻璃模花八角鼻煙壺(圖二十)、道光藍玻璃鼻煙壺(圖二十

一)、咸豐玻璃磨花八角鼻煙壺(圖二十二)、同治藍玻璃鼻煙壺(圖二十三)、光緒

透明藍玻璃鼻煙壺(圖二十四)上面的年款很明顯已失去了字體的美感與工整，字

體大小不一、字體結構互相干擾、年款刻痕深淺不同等，透露清代後期皇帝無暇

對此類翫器投以太大關注的輕忽，此時的玻璃器製作純粹以滿足每年進貢的數量

為主，匠人便無心再去多費巧思進行開發創新，單就玻璃器的衰弱來論，光緒的

製造工法最為失誤，如光緒透明藍玻璃鼻煙壺(圖二十四)的年款，竟把「光緒年

製」雕成了「光緒年緒」仍能成為皇家器皿，然這樣的謬誤，在乾隆之前根本是

不可能發生的事情。故從器形的多變走向呆板偏圓、彩繪的裝飾風格到只能燒造

不經彩繪的素玻璃胎、年款的謹慎工整到後期的雜亂繆誤，皆反應了玻璃胎鼻煙

壺的發展在乾隆朝達到巔峰，之後的玻璃器就開始走入了生產的下坡了。 

   

    鼻煙壺的風行狀況反而從皇族、八旗普及到市井小民都要人手一壺，而鼻煙

壺也從早期僅是裝盛煙草的簡單器皿轉變成一種集合中國工藝裝飾大成的審美

器物，世人對鼻煙壺實用功能慢慢被削弱，賞玩和收藏的價值隨之上升，如同《古

玩指南》續編中的記載：46 

 
                                                 
46 清 趙汝珍，《古玩指南續編 鼻煙壺篇》，（北京：中國書店，198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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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煙壺，以超出盛煙之意義，含有誇富鬥有之性質，卒之盛煙之用途，

反為微末，誇耀富有之意，竟為重要。以盛煙用，每人有一二器足矣，玻璃質、

瓷質可矣，不必有許多之質料、許多之樣式、許多之器物。但實際則不然，質料

無所不有、樣式無奇不有，一言以蔽之曰，鬥富誇耀而已。因其如此，鼻煙壺遂

有今日之聲價，今日之精美。其誇耀的方法無奇不有，有一年三百六十五日，每

日更換一種質料者，或每一種質料每日更換一種形式者。更有隨四季花草；四季

景物以更換者，更甚者按每月之日序，而照數更換鳥蟲之數目者，如初一用一隻

鵲之煙壺，初二日用兩隻鵲之煙壺，初十則用十隻者，三十日則用三十隻者。 

 

    由上文得見人手一持或數持鼻煙壺的風氣在當時蔚為流行，尤其玻璃鼻煙壺

更為皇族與大眾愛好收藏，但相反的是對於玻璃料胎的成分以及玻璃的名詞解釋

確是如此鮮少。大部分鼻煙壺的相關書籍都著重於瓷胎鼻煙壺的介紹，對玻璃料

胎的介紹幾乎所有書籍都含糊的一筆帶過，只說到「琉璃」古稱「流离」；「玻璃」

古稱「頗梨」、「玻黎」；至於來龍去脈的演變也鮮少提及。更別提使玻璃可以有

五彩呈色的化學成分與配方。故本研究將其相關資料整理之後，再搭配著清朝對

於鼻煙壺的演進，使人能瞭解彼此之間的關係，也更能明瞭各朝之間的差異性，

除了玻璃胎鼻煙壺的欣賞之外，尚能瞭解玻璃胎與時代的相互關係，而能做個簡

易的區辨。回顧全文的說明之後，不難了解一個小小的鼻煙壺對清代上到下的重

要性，其間的政治餽贈關係、文化意涵、交際用途、審美價值等都提供了更多的

研究方向有待後來研究者對各類鼻煙壺的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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