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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以陶藝縮釉運用試驗做為學術基礎，並配合色釉堆疊之形式研究燒成後

所產生的立體質感與效果變化，並提出有關縮釉運用於｢意境論」之古詩詞意象

演繹方式，藉以呈現外顯物境與內在心境，為此縮釉研究之歷程作紀錄。 

 

關鍵詞：陶藝、縮釉、意境論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在傳統陶瓷作品中，匠師對釉藥注重求溫潤平滑，在造成縮釉所產生的窯變

特性時，以傳統瓷器的釉面常被視為瑕疵，但是透過實證及資料蒐集時，發現縮

釉與坯體間的因果，產生了一種立體質感的風格與獨特性。原是陶瓷釉面缺點，

卻因獨特質感，創造出另類值得研發的窯變特效。 

 

1.2 研究目的 

在傳統釉藥中，除了縮釉被視為缺點外，另外還有茶葉末釉、百圾碎、冰裂、開

片等效果特殊釉依是如此，但，卻因為特殊，且頗有美感，而被大量使用於生活

陶瓷之中，相對於縮釉而言卻是少見，但，藝術之美感及立體質感是非常多變且

多樣豐富的，因此，在縮釉運用於生活陶的領域中，是值得探討的項目之一。 

 

1.3 名詞解釋 

1.3.1 茶葉末釉 

    茶葉末釉是一種含結晶礦物質的半無光釉，呈深綠黃色，因釉中均勻地布滿

形似茶葉的針、片狀結晶體而得名，釉面呈失透狀。1.3.2 百圾碎釉 

百圾碎的稱呼，只外表冰裂的泛稱，因釉色的不同胎質的不同，出現紅、黑、金

與黃等深淺不同顏色，裂紋又分網狀、榆花、冰裂、大小裂，這些紋片肉眼看來

好像釉上生裂，用放大鏡看釉質又緊結合，毫無裂痕，因此而而人尋味。  

瓷以黃黑相間者，謂之茶葉末。其黑色較濃，而又有黃色碎點於底足內外圍繞一

遭。瓷致活潑者，則謂之鱔魚發。 

 

 



1.3.2 冰裂釉 

    開片，既冰裂紋,釉面裂紋型同冰裂.因胎,釉膨脹係數不同，過早出窯遇冷空

氣產生，宋代哥窯以此為主要特徵。 

 

二、 實驗經驗探討 

2.1 縮釉在陶藝領域意涵 

    縮釉在陶藝領域中，並非主流名釉，更被視為瑕疵失敗品，但是由於特殊的

肌理與效果與多變性，使得在藝術價值上非常值得研究。雖有別於傳統釉藥，追

求的溫潤圓滑，但是特色及效果的視覺張力及風格，卻是強烈顯著，若以其他溫

潤圓滑之釉式配合疊釉技巧呈現，可與古詩詞之意境論互相搭配結合，形成另一

種獨樹一格之興新潮流。 

 

2.2 縮釉配方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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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縮釉施釉技法探討 

    對陶藝而言，一般施釉技巧可分為噴釉、浸釉、刷釉、淋釉四種方式實施，

但因縮釉屬特殊釉材，因此，對於施釉過程中，薄厚度的掌握拿捏相當講究，此



因素也是造就特殊肌理及立體質感的絕對關鍵，因此以縮釉使用噴施法、浸施法、

刷施法、淋施法之效果比對後發現，噴釉、浸釉、刷釉這三種施釉方式，在燒成

後所突顯得效果並無淋釉及浸釉來的優異，因此本實驗將以淋施法來進行。 

 

三、 實驗設計 

3.1 實驗流程 

實驗流程：(表一) 

 

 

 

 

 

 

 

 

 

 

 

 

 

 

基礎釉式及色釉選定 燒成 

試片設計 

 

試片探討與分析 

色釉釉式選定 燒成 

釉色作品發展及運用 

選則可應用之釉式效果 

交疊施釉之效果實驗 

 



3.2 試片設計 

3.1.1 為使觀察縮釉及色釉時降低顏色辨別誤差，因此以白陶作為胚體試材。 

3.1.2 以拉坏圓盤之造型，並設定試片大小直徑為 8CM，但因將收縮比計算在內，

因此直徑大小以 10CM 來製作。 

3.1.3 在圓盤內側刻畫 2 至 3 處圓弧凹槽，以便觀察其釉藥在凹凸線條面所產生之

效果變化。 

3.1.4 將圓盤試片分為三等份並分批施釉，順序為縮釉  色釉  縮釉，釉藥相接

處以疊釉方式實施試片製作，並其觀查釉色及效果在堆疊處的效果及變化。 

 

試片施釉示意圖：（如圖 1-1） 

 

                            

                          基礎縮釉(A) 

 

              基礎縮釉(A)             疊釉(C) 

                    

              疊釉(D)                 色釉(B) 

                          色釉(B) 

 

▲ 圖 1-1 試片施釉示意圖 

(A)-為基礎縮釉 

(B)-為色釉 

(C)-基礎縮釉在上，色釉在下以疊釉技法觀察效果變化。 

(D) -色釉在上，在基礎縮釉在下以疊釉技法觀察效果變化。 

 



3.3 初步實驗結果 

    取得基本縮釉之釉式後，因無法直接得知效果，所以必須以試片燒結後方能

明瞭並探討調整配方，以下為試驗釉方實驗試片：（如圖：1-1） 

 

 

 

 

 

 

 

 

 

   圖 1  B2 基本縮釉試片                     圖 2  B31 基本縮釉試片 

 

 

 

 

 

 

 

 

 

   圖 3  B42 基本縮釉試片                       圖 4  B43 基本縮釉試片 

 

 

 

 

 

 

  圖 5 B43 基本縮釉試片  

    



3.2 縮釉之釉式選定 

   以縮釉肌理及立體質感較明顯與穩定之試片作為實驗基礎配方。 

3.3 色釉配合選定 

    以實驗基礎配方釉式，搭配色釉，透由圓盤形式之試片作為實驗室片，最為

對觀察照依據。 

3.4 施釉方式 

    經實驗經驗及結果分析後得知，除了以淋施法及浸施法外，其餘的二種上釉

方式所呈現之肌理效果並非最佳，因此，以淋釉之技法薄厚適宜恰到好處，燒結

後之效果十分勻稱，非常適合用於實施縮釉運用。 

3.5 觀察方式（目視與放大觀察） 

    以縮釉試片搭配 500X 之電子放大鏡，觀察結晶與特殊肌理之變化後，在擷

取關鍵畫面做為比對佐證依據，僅供後續研究參考與探討。 

四、 結果討論 

4.1 實驗結果描述與分析 

B2-E00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處因薄釉

而無明顯效果。 

2.縮釉疊上縮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3.在 500X 鏡頭下可看到

彷彿紫晶洞般的結晶體。 



B2-E002-2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縮釉疊上縮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3.在 500X 鏡頭下可看到

彷彿蛇鱗般的紋路。 

B2-E003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縮釉疊上縮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3.在 500X 鏡頭下彷彿看

到紅外線所觀測之為星

雲圖般的變化。 

B2-E005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縮釉疊上縮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3.在 500X 鏡頭下可看到

彷彿泥水結冰後的冰晶。 



B2-E008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縮釉疊上縮釉後，對於

色釉的渲染，在立體質感

上依有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可看到

彷彿岩石結冰晶之基理。 

B2-E010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 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

特色之龜裂效果。 

2. 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

夠成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玄武甲紋。 

B31E00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

夠成現為較光滑面效果。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蚯蚓走泥。 



B31-E002-2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夠

成現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結晶般的星河

紋理。 

B31-E003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岩壁潮濕而結

霜之效果。 

B31-004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夠

成現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顯

著的效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白玉紋理。 



B2-E005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均

成現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冰霜與冰晶的

交界紋理。 

B31-E007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囓齒紋理。 

B31-E008-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夠

成現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天眼紋理。 



B31-E010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但鋒利。 

2.另一處因施釉厚度不夠

成現為光滑面。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有著顯著效

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鐘乳洞的滴水

紋理。 

B42-E00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結晶般的冰河

紋理。 

B42-E002-2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結晶般的玉石

紋理。 



B42-E003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泥土結霜紋理。 

B42-E005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泥海面破冰紋

理。 

B42-E007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特

色之龜裂效果。  

2.另一部分因施釉太薄而

無龜裂效果。 

3.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4.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砂石結霜紋理。 



B2-E008-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羊酯紋理。 

B42-E010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粗糙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炭霜紋理。 

 

B43-E00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紫冰玉紋理。 



B43-E002-2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粗糙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翠玉紋理。 

B43-E003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局部粗糙鋒

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大地結霜龜裂

紋理。 

 

B43-E005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粗糙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冰晶紋理。 



B43-E007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局部粗糙鋒

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甲骨紋理。 

B44-E00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冰

滴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且光滑。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紫晶冰魄種紋

理。 

B44-E002-2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典型龜裂

效果，但粗糙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蚯蚓走泥紋理。 



B44-E005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太薄，唯

有小部重疊處有典型龜

裂效果，但粗糙鋒利。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炭霜紋理。 

B43-E007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冰

滴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且光滑。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效果有金屬光紅點效

果。 

B44-E008-1 試片 效果放大對照 效果分析 

 

 

 

 

1.大部單一縮釉有典型冰

滴效果。 

2.縮釉疊上色釉後，對於

顏色的渲染及助溶有著

顯著效果且光滑。 

3.在 500X 鏡頭下所呈現

之紋理似冰魄紋理。 



3.4 整體縮釉與色釉結合特性與分析 

3.4.1 整體縮釉與色釉結合特性與分析 

3.4.2 就單一基礎縮釉而言，燒成後的裂紋效果具立體質感，雖然大部分並無法 

     與胚體緊密結合，且會有明顯銳邊、銳角。 

3.4.5 在與金屬著色氧化物及相關釉藥交疊燒成後發現，縮釉對於金屬著色氧化 

     物的渲染作用與助溶效果相當顯著。 

 

 

 

 

 

 

 

 

 

 

 

 

 

 

 



五、 結論與建議 

    在基礎縮釉與其他色釉結合後，所產生的另一風貌之特殊質感效果，不但可

使大力運用於陶藝作品創作中，更可結合意境論之論點，加上古詩詞作為創作為

延伸方向，達到藝術價值之提升。 

5.1.1 意境論結合縮釉之範例(一) 

《贈馮宿》 

年代：唐  作者：李觀 

寒城上秦原，遊子衣飄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 

陰空蒸長煙，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 

時無青鬆心，顧我獨不凋。 

 

 

 

 

 

▲圖 6  B43-E005 試片 

5.1.2 意境論結合縮釉之範例(二) 

《雜曲歌辭·羽林行》年代：唐 作者：孟郊 

朔雪寒斷指，朔風勁裂冰。胡中射雕者，此日猶不能。 

翩翩羽林兒，錦臂飛蒼鷹。揮鞭決白馬，走出黃河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