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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黑黑的傢伙有甚麼過人之處？
你仔細看，黑仔身上有許多油滴一樣的

斑紋。如果你往他的肚子裏加入清水，

看起來就像繁星閃耀的黑夜；如果你加

入的是茶水，會閃現出金黃色的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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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黃，謝謝你的誇獎。不

管怎麼說，我只是個無足

輕重的小人物。

阿黃，你不該妄自菲薄。

我聽說，明朝和清朝的時

候，黃色是皇家專用的

顏色，百姓不能穿黃色衣

服，民間不能私自生產黃

色瓷器。這都說明你很重

要呀！

太謙虛了！說沒地位，我

們黃釉瓷器才是⋯⋯

古人據時節祭祀

天、地、太陽和月

亮。明朝的時候，皇

家規定祭祀儀式上要

用不同顏色的瓷器。

你覺得黃色瓷器是甚

麼時候用的？

 （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
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
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解。

                — 《大明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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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名：鮮紅釉印花雲龍紋高足碗

年 齡：約600 歲（明．永樂）

身 高：9.9 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全 名：黃釉金彩犧耳罐

年 齡：約500 歲（明．弘治）

身 高：32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全 名：油滴天目茶碗

年 齡：約800 歲（南宋）

身 高：7厘米

現住址：九州國立博物館，日本福岡

全 名：郎窯紅釉琵琶尊

年 齡：約300 歲（清．康熙）

身 高：36.6 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全 名：鬥彩雞缸杯

年 齡：約550 歲（明．成化）

身 高：3.4 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全 名：琺瑯彩山石花卉紋小瓶

年 齡：約280 歲（清．乾隆）

身 高：9.1 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全 名：胭脂紅、藍地軋道琺瑯彩 

 折枝花紋合歡瓶

年 齡：約280 歲（清．乾隆）

身 高：16.8 厘米

現住址：故宮博物院，北京

小紅

5
紅姐

6
阿黃

7

黑仔

8

彩彩姐、彩彩妹

9

歡歡

10
小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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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聽琴圖軸（局部）

北宋，趙佶，絹本，設色

147.2 厘米× 51.3 厘米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陸羽烹茶圖（局部）

元，趙原，紙本，水墨

27厘米× 78 厘米

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晚明薑缸靜物

1669 年，威廉．考爾夫

（1619—1693，荷蘭），

布面油畫

66厘米× 78.1 厘米

現藏於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

藝術博物館

牡丹紋梅瓶

元

高42厘米

現藏於土耳其托卡比皇宮

博物館

青綠釉陶壺

12 世紀，伊朗

高22.86 厘米

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友情出演

諸神之宴（局部）

1514/1529 年

喬瓦尼．貝利尼（約1430/1435—1516，意大利）

提香（約1488/1490—1576，意大利）

布面油畫

現藏於美國國家美術館

紫紅地琺瑯彩折枝蓮紋瓶

清．康熙

高13.2 厘米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鈷藍釉面磚

13 世紀，伊朗

33厘米× 31.7 厘米× 4 厘米

現藏於大英博物館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琺瑯彩松竹梅紋瓶

清．雍正

高16.9 厘米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各種釉彩大瓶

清．乾隆

高86.4 厘米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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