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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與琉璃：名詞溯源與概念演變 
 

邱韻如 

（本會會員） 

 

摘要：玻璃與琉璃，在現今常是通用的，但兩者名稱的關係錯綜複雜，隨著時代不斷演

變也產生了混淆。本研究透過古籍與佛經等文獻，追溯玻璃與琉璃詞彙原本的意涵與概

念演變，期能對兩者的名稱與概念的混淆做一些釐清。 

關鍵詞：玻璃、琉璃、頗梨、佛經、梵文、絲路 

一、前言 

愛好詩文與西方科學的乾隆皇帝以〈千里鏡〉為題作詩，前兩句「何來千里鏡，奇

製藉頗黎」，這裡的「頗黎」是指玻璃，從西方傳來高品質的光學玻璃。為何稱呼玻璃為

「頗黎」，其典故為何？ 

    干福熹〈中國古代玻璃的起源和發展〉1寫道： 

有關玻璃在古代中國的描述很早的史料中已有記載。最早出現的詞，如「璆琳琅玕」、

「琉琳」、「流離」、「玻璃」等，見諸于《穆天子傳》、《尚書‧禹貢》、《山海經‧中山

經》等，它是作為天然玉石和人工製造的玻璃的「統稱」。漢代以後的有關史料常

用琉璃(流離、瑠璃)、璧琉璃等稱呼，見《鹽鐵論》、《西京雜記》、《漢書》、《後漢

書》、《隋書》等。自漢以後西方傳入玻璃器皿後，把西方傳入的玻璃稱「玻璃」，

中國自製的玻璃稱「琉璃」，其他還有如藥玉、硝子、料器等稱呼。宋代以後，以

低溫彩釉陶作的磚瓦稱之為「琉璃」或「琉璃瓦」，才把玻璃和琉璃逐漸分開，直

到清代康熙年間的宮廷內務府造辦處，把製造琉璃瓦的地方稱「琉璃廠」，而製造

玻璃的稱「玻璃廠」，從而分開稱呼。名稱的混淆會影響到對玻璃物的本質的認識。 

    現今除了「琉璃瓦」之外，玻璃和琉璃均視為 glass，無序非結晶的「玻璃質」。但

自古以來，隨著時代進展及與西方的交流日益熱絡，琉璃和玻璃有指天然寶石、人造仿

玉、各種飾品及容器、琉璃屋瓦到光學玻璃等等，名稱和概念分分合合的改變，產生了

混淆。本文以干教授這段話為基礎，做進一步的梳理及相關的討論。 

 
邱韻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博士，現任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中研院科史會委員。電

郵：yjchiu@mail.cgu.edu.tw 

本文口頭發表於「絲綢之路：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國

立清華大學，新竹，2022/12/01-03。 

1 干福熹(2006)：〈中國古代玻璃的起源和發展〉，《自然雜誌》，2006 年 04 期，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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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到西漢：天然玉與人造玉 

（一）璆琳琅玕與隨侯之珠 

    《尚書‧禹貢》雖然託名為大禹所作，其實卻是戰國時代的作品2。在描述雍州時，

提及其貢品是天然的美玉、美石和珠寶： 

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3 

    中國自古崇尚玉。先秦先民除了開採及磨製玉石之外，也已發展出「人造玉」的製

造方式，也就是製造玻璃質的仿玉飾品，例如《楚辭》多次提到「陸離」，以及句踐劍上

的鑲嵌玻璃珠。東漢王充(27-97)《論衡‧率性》，講到真玉與人造玉： 

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

《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

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4，皆真玉珠也，然

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 

    從王充這段話來看，《禹貢》所提及的「璆琳」是天然的玉珠，而道人消爍五石5及

隨侯以藥所作之珠，則是人造的。「隨侯之珠」是春秋時期和「和氏壁」齊名的珍寶，前

者是隨國的寶物，後者是楚文王時期的寶物，楚滅隨之後，可能把隨侯之珠也納為己有。

隨著湖北隨州陸續挖掘出的數個大型的曾侯墓6，解開了曾隨之謎，知道曾與隨根本就是

同一國。逝世於 433BC 的曾侯乙，其墓室除了震驚世人的編鐘之外，還出土多達 173

顆蜻蜓眼玻璃珠。春秋末到戰國時期，有許多墓都出土了蜻蜓眼玻璃珠，檢驗其成分發

現春秋末的玻璃珠成分，是與埃及玻璃相近的鈉鈣玻璃7，推測此時已經與西亞有所交

流。戰國中期後則以中國鉛鋇玻璃為多，且有可能就是王充所說的「隨侯以藥作珠」8。 

（二）西漢墓的琉璃席 

    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M1)、山東青島土山屯劉賜墓(M147)等等共五個西漢墓，皆

出土了成分含鉛鋇的琉璃席9。根據劉賜墓出土的「遣冊」，得知其名稱為「玉席」，應該

就是所謂的「琉璃」，見西漢昭帝(在位 87BC-74BC)時期桓寬所寫的《鹽鐵論‧卷一‧力耕》： 

 
2 《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其地理記載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產等情況。作者

不詳，舊說夏官之作、大禹親筆等，都缺乏實證。成書年代歷來多有爭論，多數學者認為是戰國

時代著作，約成書於西元前 5～3 世紀。（維基百科「禹貢」及百度百科「禹貢」詞條。） 
3 《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上》亦有同樣的段落。球琳琅玕，另有求琳琅玕、璆琳琅玕、

璆琳瑯玕等同音異字的寫法。 
4 由於璆琳（璆，音求）與流離發音相近，有不少學者認為璆琳即是流離(圖二 d)。 
5 道家有「食黃金、飲珠玉」可以長生的說法，所飲的珠玉，即消爍五石所燒煉出的。 
6 包括西周早期的曾侯諫墓(葉家山墓地，約 1000BC)、春秋早期棗陽郭家廟墓、東周時期文峰

塔、雷鼓墩曾侯乙墓(433BC).....等。 
7 詳見關善明(2001)：《中國古代玻璃》，頁 17-33。 
8 詳見后德俊(1984)：〈談我國古代玻璃的幾個問題〉，《中國古玻璃研究--1984 年北京國際玻璃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9-71。 
9 詳見莊蕙芷(2018)：〈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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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

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 

三、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絲綢之路 

（一）西域各國的物產 

《後漢書‧西域傳》10介紹大秦國及其物產，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物產裡

提及珊瑚、琥珀、琉璃、琅玕...等，書影如圖一； 

 

圖一、武英殿二十四史《後漢書‧西域傳》書影 

東晉道士葛洪（283-343）《抱朴子‧內篇‧論仙》提及外國之「水精椀」11乃人工所製，

且在交州廣州地區已能鑄作： 

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

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 

    《北史‧西域傳》12介紹北魏時期波斯國的物產，可看到「頗梨」、「瑠璃」和「水精」

三種並列（圖二 a）。「頗梨」的出現，筆者認為與佛經傳入有關，將於下節述之。 

《北史‧西域傳》記述大月氏國，提及北魏太武帝時期大月氏商販「鑄石為五色瑠璃」

技術的傳入，導致「國中瑠璃遂賤」（圖二 b）。此項技術經魏晉南北朝的紛亂後，似乎

已無傳承。《隋書‧何稠傳》記述楊堅稱帝前擔任北周靜帝的丞相時，召補何稠任參軍，

兼掌官方手工業的管理機構「細作署」。何稠是北周至唐初的巧匠，祖父是西域粟特人，

父親是玉器大師。開皇初，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

 
10 《後漢書》，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南朝劉宋的范曄(398-445)所著。 
11 椀：碗也。《正統道藏》作「椀」（民國 14 年上海涵芬樓影印） 
12《北史》係唐李延壽所修之史書，北魏西域傳之內容與《魏書·西域傳》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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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異。何稠發展出製作綠瓷般琉璃的流程，這種用石冶煉的人造玉，之後也被稱為藥玉

或瓘玉13。 

顏師古（581-645）注《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14》之物產「流離」15，根據《魏略》

16所云大秦國出十種顏色流離，認為孟康17「流離，青色如玉」之說不博通。師古提及唐

代當時「流離」大多是「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圖二、武英殿二十四史《北史》《隋書》《漢書》書影 

（二）佛經七寶：琉璃與玻璃是二種天然寶石 

    以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淨土為信仰核心的佛教淨土宗，其主要經典有《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佛經》及《佛說阿彌陀經》等，每部經都有許多「同經異譯」的漢譯本。 

    《無量壽經》內容介紹法藏比丘（成佛後為無量壽佛，或稱阿彌陀佛）所發諸大願，

以及彌陀淨土的樣貌。漢譯版本很多，名稱也各異，宋元至今只存五種漢譯本﹙表一﹚

和四種會集本。西方彌陀淨土由自然七寶組成或裝飾，還有七寶樹、七寶池等。各經所

述之七寶均有金、銀、琉璃/瑠璃，另外四種則略有差異。 

五種漢譯版中流傳最廣的是康僧鎧《佛說無量壽經》，有別於前後各兩版本，這一

版對應於「玻璃」的寶，有「一詞多譯」的情況，分別譯為琥珀、頗梨、水精：  

佛言：「成佛已來凡歷十劫。其佛國土自然七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

 
13 元代設有「瓘玉局」，隸屬「將作院」下之「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該府總管製造宮廷、諸王

府所需之金器、玉器、竹器、漆器、繪畫、裝裱等事務，其所屬匠人散諸各地居住，均世籍。（參

考維基百科「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 
14 罽賓國，為古代西域國名，大約在今阿富汗東北、喀什米爾一帶。(維基百科「罽賓」) 
15 根據顏師古的注，是針對「流離」而非「璧流離」。本文不做進一步探討。 
16《魏略》，共 50 卷，魏郎中魚豢私撰，記載三國時代魏國的史書。此書久佚，現今僅存佚文。

其內容分別由《後漢書》、《三國志》、《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用。 
17 孟康（生卒年不詳），三國曹魏人。所著《漢書音義》常被各種古代典籍援引，惜原書已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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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𤦲、瑪瑙——合成為地，恢廓曠蕩不可限極。....」.... 

又其國土，七寶諸樹周滿世界——金樹、銀樹、琉璃樹、頗梨樹、珊瑚樹、瑪瑙樹、

車𤦲樹——或有二寶、三寶乃至七寶轉共合成。或有金樹，銀葉、華、果；或有銀

樹，金葉、華、果；或琉璃樹，頗梨為葉，華、果亦然；或水精樹，琉璃為葉，華、

果亦然；或珊瑚樹，瑪瑙為葉，華、果亦然；或瑪瑙樹，琉璃為葉，華、果亦然... 

或有寶樹，紫金為本、白銀為莖、琉璃為枝、水精為條、珊瑚為葉、瑪瑙為華、車

𤦲為實；... (CBETA T0360) 

    由上大約可瞥見現在所謂的「玻璃」，其名稱從「水精」（意譯）轉換成「頗梨」（音

譯）大約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表一、《無量壽經》五種漢譯本的七寶 

經名 漢譯者 大約西元年代 七寶 a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

覺經》(T0361) b   

後漢  

支婁迦讖 

147-189  白銀、黃金、水精、琉璃、珊瑚、虎珀、

車𤦲、(馬瑙、白玉) c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

樓佛檀過度人道經》18 

(T0362) b   

孫吳  

支謙 

223-228 或

222-280 

白銀、黃金、水精、琉璃、珊瑚、琥珀、

車渠、(虎珀、車𤦲、馬瑙、白玉) c 

《佛說無量壽經》 

 (T0360) b   

曹魏  

康僧鎧 

252  金、銀、琉璃、珊瑚、琥珀/頗梨/水精、

車𤦲、瑪瑙 

《大寶積經無量壽如

來會》(T0310_017) b   

唐代  

菩提流志 

706-713 黃金、白銀、琉璃、頗梨、赤珠、馬瑙、

美玉、(玉、真珠) c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

嚴經》(T0363) b   

趙宋  

法賢 

980  黃金、白銀、瑠璃、頗梨、真珠、硨磲、

瑪瑙 
a 說明 1：本表最右欄七寶的文字，係採 CBETA 線上版本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  
b 說明 2：各經在 CBETA 的編號 
c 說明 3：括號內是前後不一致或多出的寶 

    一百多年後，三藏法師鳩摩羅什（344-413）譯《佛說阿彌陀經》，其七寶如下： 

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

琉璃、頗梨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頗梨、車𤦲、赤珠、馬瑙而嚴飾

之。 (CBETA T0366) 

    再二百多年後，三藏法師玄奘（602-664）以《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為經名重譯此經，

七寶名稱有四個採用音譯： 

言七寶者，一金、二銀、三吠琉璃、四頗胝迦、五赤真珠、六阿濕摩揭拉婆寶、七

牟娑落揭拉婆寶19。(CBETA T0367) 

（三）一切經音義 

    有鑑於漢譯佛經音義翻譯紛亂，玄奘弟子釋玄應編撰《一切經音義》，之後慧琳法

 
18 經名的理解可參見李周淵(2018)：《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經題考，《正觀》，

87 期，頁 47-87。 
19 阿濕摩揭拉婆寶，瑪瑙（梵文 aśmagarbha）之梵文音譯。牟娑落揭拉婆寶，車渠（梵文 musāragalva）

之梵文音譯。瑪瑙和車渠另有更多其它音譯，可見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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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增補編撰同名書，一般稱前者為《玄應音義》20，後者為《慧琳音義》21︰  

頗梨，力私切。又作黎，力奚切。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

玉22，或云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冰化為頗梨珠23。此或有也，案

西域暑熱無冰，仍多饒此寶，非冰所化，但石之類耳。(《玄應音義》卷二, CBETA 

C1163_002) 

頗胝迦寶，古譯或云頗黎，或云頗胝，皆訛轉也。正梵音云颯破㮹迦，形如水精，

光瑩精妙於水精，有黃碧紫白四色差別。(《慧琳音義》卷四十一, CBETA T2128_041) 

琉璃，吠琉璃也，亦云毘琉璃，又言鞞頭梨。從山為名，謂遠山寶也，遠山即須彌

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熖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

物。(《玄應音義》卷二十三, CBETA C1163_023) 

    佛經七寶的「琉璃/吠琉璃」和「玻黎/頗梨/頗胝迦」都是梵文的音譯，均指天然寶

石。前者是一種青色寶石（梵文 vaidūrya），後者是水晶（梵文 sphāṭika）。除了上述的音

義外，還有各種注疏、佛學大辭典等，試圖釐清這些譯詞之歧異。 

 

圖三、《佛說大阿彌陀經》書影24 

《無量壽經》，亦稱《大阿彌陀經》，會集本有好幾個版本，最早的會集本《佛說大

阿彌陀經》，南宋王日休(1105-1173)較正，從書影截圖(圖三)可見，採用意譯的「水晶」，

 
20 玄應《一切經音義》是現存最早一部訓釋佛經的著作，二十五卷。原名《大唐眾經音義》，

略稱《玄應音義》。成書時代約 655~663 年。 
21 慧琳（733-817）師從不空（705-744），所著《一切經音義》是玄應所著《一切經音義》的增

補本，100 卷。 
22 《山海經》有多處提及水玉，見本文之問題與討論。 
23 大論指《大智度論》，為註釋《大品般若經》之作。龍樹菩薩撰，鳩摩羅什（344-413）譯，共

100 卷。此段原文︰...餘琉璃、頗梨等皆出山窟中。...譬如過千歲氷，化為頗梨珠。(T1509_010) 
2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2284&page=9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掃描者:谷歌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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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音譯「玻黎/頗梨/頗胝迦」，第十五分和十七分則各是「琉璃」和「瑠璃」。 

    根據前文所述，中國在先秦時代已經有人造琉璃的技術及產品，並稱之為陸離、流

離等與琉璃同音之詞，西漢時已有琉璃之名。這些中國古代的琉璃，主要是人造物，而

佛經裡的琉璃寶則是自然物，一種青色寶石的音譯。大約到魏晉南北朝，隨著佛經傳入

及與絲路的貿易往來逐漸蓬勃，西域各國的物產，有「琉璃」，也有「水精/水晶/頗梨/頗

黎」，兩者是不同的寶石，不見得是純天然物產，也與佛經所述有差異。唐代與西域的交

流更是密切，上述名詞與概念的混亂更是有增無減。 

四、宋元明清：多元交織 

（一）碧琉璃瓦殿玲瓏 

    唐代琉璃瓦屋頂已經很普遍，建築極為發達的宋代，琉璃瓦需求甚多。由北宋建築

學家李誡（c.1060-1110）編修，於崇寧二年（西元 1103 年）刊行的《營造法式》，集當

時建築設計及施工經驗之大成。以「琉璃瓦」為例，包括施工程序、窯作制度、用料細

節等等均非常詳細。《營造法式》卷十五〈窯作制度〉中，對於琉璃釉料配製和用法的規

定如下： 

凡造瑠璃瓦等之制藥，以黃丹、洛河石和銅末25，用水調勻（冬月以湯）。㼧瓦於背

面，鴟獸之類，於安卓露明處，並遍澆刷。瓪瓦於仰面內中心。凡合瑠璃藥所用黃

丹闕炒造之制：以黑錫、盆硝等入鑊煎一日為麤渣，出候冷，擣羅作末；次日再炒

煿，磚蓋罨，第三日炒成。26 

    現今琉璃這個名稱，除了與玻璃類似概念之外，特別另用於「琉璃瓦」。本文討論與

玻璃概念類似的部分，「琉璃瓦」只簡單述及如上。 

（二）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 

    蘇軾(1037-1101)在〈藥玉滑盞〉27詩作的前四句，道出「藥玉滑盞」係熔鉛煮白石

所製，堪比定州的瓷器： 

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杯，規摹定州瓷。 

    北宋蔡絛（1096-1162）的《鐵圍山叢談》28記載當時大食進貢「琉璃缶」29與「玻瓈

母」，說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渣，可用火煅而模寫之： 

 
25 三者成分的比例，見《營造法式》卷二十七〈諸作料例〉：每黃丹三斤，用銅末三兩，洛河

石末一斤。 
26 本段文字含「瑠璃」係根據《欽定四庫全書》本校對。㼧ㄊㄨㄥˊ、瓪ㄅㄢˇ、麤ㄘㄨ同「粗」。 
27 該詩全名為：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28《鐵圍山叢談》是宋朝蔡絛(1096-1162) (絛ㄊㄠ)流放白州時所作筆記。白州境內有山名鐵圍山，

位於今廣西玉林西，古稱鐵城。絛嘗遊息於此。(百度百科) 
29 缶ㄈㄡˇ，是一種有蓋、腹大口小的容器。蔡絛在該書介紹薔薇水的時候還順便解釋了琉璃缶

的用途：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

十數日不歇也。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62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西元 1114 年) ...。時於奉宸中得到龍涎香二，

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方，

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30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

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31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

必也。32 

    南宋杜綰《雲林石譜》33 記載了當時製作琉璃或假玉的配方，選用洛河石中最白的，

加入鉛和其他藥物一起燒煉而成： 

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頗多青白，間有五色斑斕，其最白者，入鉛和諸藥，可燒變

假玉或琉璃用之。34 

    南宋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卷三35中比較中國所鑄之琉璃與西洋傳入之番琉

璃的差別： 

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

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

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36 

 

圖四、《諸蕃志》書影，欽定四庫全書版 

 
30 周世宗柴榮（921－959），又名郭榮，五代時期後周皇帝，在位 6 年(954-959)。顯德年間為 954

年到 960 年正月。 
31 珂子：可能是指「玉石」裝飾品。《說文解字·玉部》：珂，玉也。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九

下·釋地》：「珂，石之次玉。」 
32 本段文字含「琉璃缶、玻瓈母」係根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校對。 
33 杜綰（ㄨㄢˇ），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南宋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雲林石譜》大約成

書於公元 1132 年，是我國古代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一部石譜，全書約 14000 餘字，涉及名石

共 116 種。（維基文庫有此書全文） 
34 本段文字含「琉璃」係根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校對。 
35《演繁露》十六卷，續編六卷。此書依據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推演而成，全書以格物致知

為宗旨，記載了三代至宋朝的雜事 488 項。 
36 本段文字根據《欽定四庫全書》本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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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趙汝适37(1170-1231) 所著《諸蕃志》分上下卷，卷上志國（58 國），卷下志物

（54 物）。卷上敘述的很多國家都提及琉璃，有的還有水晶或玻瓈，以大秦國和大食國

為例，請見圖四書影。 

    《諸蕃志》卷下並無「玻瓈」條目，其「琉璃」條目全文如下，記述了大食與中國

燒煉添加原料的區別： 

琉璃出大食諸國，燒煉之法與中國同。其法用鈆硝石膏燒成，大食則添入南鵬砂，

故滋潤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壞，以此貴重於中國。38  

（三）其瑩如水，其堅如玉 

    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卷八，有玻瓈、琉璃、水精等條目。「玻瓈」條

目，釋名頗黎、水玉。時珍曰∶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39。其瑩如水，其堅如玉，故

名水玉，與水精同名。「琉璃」條目，釋名火齊。時珍曰∶《漢書》作「流離」，...火齊

與火珠同名40。「水精」條目，釋名水晶、水玉、石英。三個條目的內容，閱讀起來相

當紛亂，本文不深入討論。概念的混亂在於自古以來的文獻太多，相關概念分分合合，

實不容易釐清。 

 

圖五、玻瓈與琉璃:《本草綱目》書影，欽定四庫全書版 

 
37 适：ㄎㄨㄛˋ(並非「適」的簡體字)。趙汝适(1170-1231)為宋太宗趙光義八世孫，趙汝适出

任福建泉州市舶司提舉時，曾詢問來自阿拉伯地區的商人關於他們國家的地理、風土、物產，

收羅材料，撰寫成為《諸蕃志》，于寶慶元年（1225 年）著成。(維基百科「趙汝适」詞條) 
38 本段文字根據《欽定四庫全書》本校對。鈆: ㄧㄢˊ，古同「鉛」。  
39 頗黎應該是山名，而非國名。《新唐書‧吐火羅傳》：吐火羅，...，北有頗黎山。 
40 把琉璃釋名為火齊，與火珠同名。值得深入討論，將另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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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水精、火齊、琉璃 

（四）硝欲引鉛還空，鉛欲留硝住世 

    宋應星(1587-1666)《天工開物》卷十八（1637 年刊行），其敘述燒製琉璃時，硝與

鉛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精彩（圖六 b）。描述製作琉璃最生動的，莫過於孫廷銓(1613-1674)

《顏山雜記》41，詳細寫下製造琉璃所需要的原料、火候的掌握以及生產不同顏色琉璃

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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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

星星，紫石也；稜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

之，凌子倍紫，得水晶；...；法如水晶，鉤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

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銅焉，得綠；法如

綠，退其銅，加少磧焉，得鵝黃，凡皆以焰硝之數為之程。.....凡製琉璃，先以

琉璃為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在冶，渙然流離，猶金在鎔。....。 

（五）遠鏡西來 

    1609 年，伽利略自己動手磨鏡，組裝望遠鏡，隔年三月《星際信使》出版，名滿歐

洲，其觀天的消息及望遠鏡的實物很快就隨著傳教士傳入中國。1622 年湯若望等傳教士

帶著望遠鏡抵華。1626 年出版《遠鏡說》，在第四部分〈造法用法〉裡介紹望遠鏡的製

作和使用方法。「玻璃」之名，可能就是隨著望遠鏡與各種玻璃製的西洋奇器的傳入，而

 
41 明清時期，玻璃生產中心在山東淄川縣顏神鎮（今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廣州和北京。《顏山

雜記》作者孫廷銓，字枚先，號沚亭，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是博山最早的地方誌，孫廷

銓纂修。康熙三年（1664）《顏山雜記》四卷著成，五年（1666）刊行，十七年再版。《顏山雜記》

舉凡顏神鎮的地理沿革、政區設置、武備兵防、物產田賦、山川形勝、民情風俗等，作了較為詳

盡的載錄，成為研究與瞭解博山歷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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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普及： 

用玻璃製一似平非平之圓鏡，曰筒口鏡，即前所謂中高鏡，所謂前鏡也。製一窪鏡，

曰靠眼鏡，即前所謂中窪鏡，所謂後鏡也。 

（六）玻璃作坊與眼鏡作坊 

    康熙皇帝於 1696 年下旨成立「皇家玻璃作坊」，主要生產皇家御用玻璃工藝品，調

動博山的工匠來京製作。1732 年，患有近視的雍正帝更成立「眼鏡作坊」，大量製作包

括眼鏡等光學透鏡，但主要也是為皇室所用。到了乾隆晚年，宮廷玻璃作坊已逐漸走下

坡而致荒廢。民間普遍能製作眼鏡以及望遠鏡等西洋奇器，都已經是晚清。 

    愛好詩文與西方科學的乾隆皇帝寫過好幾首眼鏡詩，但自己從不戴眼鏡。乾隆 46 年

（1781 年）寫的詩（圖六 d）清楚說明「玻瓈者過燥，水晶溫其性」，係因「玻瓈」是經

過烈火煅燒而成，而「水晶」是天然物。〈千里鏡〉一詩（圖六 a）的「頗黎」是指從西

方傳來高品質的光學玻璃。這四首乾隆皇帝的詩，有頗黎、水晶、玻瓈、玻璃（圖六），

都是現代意義的光學玻璃。 

 

圖六、乾隆皇帝御製詩之書影，欽定四庫全書版 

五、問題與討論 

    本文對玻璃與琉璃之名詞溯源與概念演變之探討，一來古籍浩瀚，個人涉獵極為有

限。二來透過網路的數位文字版，固然查詢方便，但文字與書影不符的情況，比比皆是。

據此，筆者僅能以手邊能搜尋到的資料42作推論，不免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之處，還請

專家前輩指正。 

 
42 盡量採一致的資料，因此佛經以 CBETA 為主，古籍以《欽定四庫全書》為主。本文探討玻

璃和琉璃，至於瑪瑙、硨磲等其他珍寶，恕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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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玻璃質︰無序的非結晶 

    目前玻璃與琉璃的名稱是混用的，兩者的主要成分都是石頭（二氧化矽），經高溫

燒煉成無序的非結晶「玻璃質」，而天然水晶及各種天然玉石，是有序的結晶礦物。玻璃

和水晶，結構上雖有無序和有序之別，但從外觀卻不易透過肉眼辨識。 

    一般所謂「玻璃質」器物，幾乎都是人工消爍五石高溫燒製，但也有天然的，例如

火山噴發的玻璃質產物或者來自外太空的隕石撞擊。2022 年 2 月新聞報導43，玉兔 2 號

月球車在月球背面發現了釐米級直徑的透明玻璃球，肖智勇博士領銜的研究團隊發表論

文44表示，這是貧鐵的斜長岩月殼在高速撞擊作用下，熔融物快速冷凝所形成的。 

（二）「琉璃」與「玻黎/頗梨」概念之分與合 

    在 1696 年康熙皇帝成立「皇家玻璃作坊」之前，中國所製造的「玻璃質」器物及

西國傳入之類似的產品，大都稱為「琉璃」或其同音異字，做為寶石首飾等用途為多，

少數是瓶罐杯等器皿。 

    中國早已有採石鑄器的技術，道士也能爍石鑄五色玉，其名稱從璆琳、流離、瑠璃，

演變到琉璃。從春秋時代的隨侯之珠及西漢琉璃葬具的記載，「流離/琉璃/瑠璃」幾乎都

是人造仿玉，本文所提的只有兩例例外，屬天然物：一是「璆琳琅玕」，東漢王充認為是

土地所生真玉珠；二是佛經裡的「瑠璃/吠琉璃/毘琉璃」，是指天然的青色寶石。 

    「琉璃」名稱在先秦及西漢時期有些紛亂，之後包括絲路各國的物產及國人自製都

很一致使用「琉璃/瑠璃」這個名稱，但與佛經裡的「琉璃」卻又意義不同
45
。隋唐之後，

用石冶煉的人造玉，另有藥玉、瓘玉、硝子等名稱，不少典籍詳述「琉璃」的製造及相

關配料，國內及西域輸入產品的差異，《顏山雜記》所描述的也是「琉璃廠」。此外，屋

頂建築的「琉璃瓦」更是專用「琉璃」之名，但與作為飾品或容器的「琉璃」有很大的

不同。 

原指水精的玻瓈（李時珍稱是「西國之寶」），以「頗梨」之音譯名可能最初出現在

佛經，逐漸以「玻瓈/玻黎/頗梨」出現在史書的西域傳，且常與「琉璃」並列46，但大多

沒有詳述兩者之用途，難判斷兩者差別。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當時大食進貢「琉

璃缶」與「玻瓈母」，正好展現「琉璃」與「玻瓈」用詞的用法。在西方光學奇器傳入後，

「玻璃」逐漸普及，其概念與原來的「琉璃」逐漸趨於一致。 

 

 
43 玉兔 2 號月球發現厘米級透明玻璃球，記錄重要撞擊過程，世界日報 2022/2/20。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110746 
44 Xiao Zhiyong, Yan Pan, Wu Bo, et al. Translucent glass globules on the Moon. Science Bulletin, 

2022, 67(4): 355-358 
45 李時珍《本草綱目》之「琉璃」詞條也有特別指出 (圖六 b)，特別注意這裡是用「玻璃」。 
46 大多沒有詳述兩者之用途，難判斷兩者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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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經七寶之意譯與音轉 

    佛經七寶中的「琉璃」是指天然的青色寶石，是梵文的音譯，正好與西漢即已出現

的「琉璃」同音。究竟是漢譯佛經借中國「琉璃」之音使用，還是只是巧合，不得而知。

唐代顏師古注《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 》之物產時，引用三國時孟康的「流離，青色如

玉」，認為「孟言青色，不博通也」，筆者認為，顏師古講的可能是人造琉璃，而孟康有

可能是指佛經裡的天然琉璃。玄奘重譯《阿彌陀佛經》47時，特別將之前「琉璃」改譯

為「吠琉璃」，「頗梨」改譯為「頗胝迦」，筆者推測一來如此更符合梵文原音，二來或許

是要改正天然與人造物的差別。 

    「頗梨」這個名稱，可能最早出現在佛經（參見表 1），大約在西元三世紀，從意譯

的「水精」，改換為音譯的「玻黎/頗梨」；唐代玄奘採更接近的梵音改譯為「頗胝迦」，

但這個音譯名似乎沒有普及，最後還是被「玻璃」取代了。 

    翻譯該採意譯或音譯，取捨常是為難的。例如「阿彌陀佛」是音譯，「無量壽佛」則

為意譯；「水精/水晶」是意譯，「玻黎/頗梨/頗胝迦/玻璃」為音譯。自東漢以來，佛經「一

詞多譯」的情況頗為普遍，除了意譯、音譯之別外，音譯還因胡音梵音之不同而有很大

差異（例如恆河、浮屠、桑門等），許多學者對此做了很多論述48。相較於佛經裡的其他

詞彙，玻璃和琉璃的問題其實算是相對簡單的。僧祐（445-518）在《出三藏記集》就指

出許多翻譯的問題，許多高僧不遠千里西行求經，也是繫於原典之尋求︰ 

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

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言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49 

（四）水晶與玻璃 

    水晶是天然礦物石英的結晶，主要化學成份是二氧化矽，純淨時是無色透明的晶體，

若含微量元素(如鋁、鐵等)，則呈紫色、黃色、茶色等不同顏色。古文獻上的水晶，幾

乎都寫成「水精」，其古稱是「水玉」，《山海經》有多處50提及水玉51，例如： 

《山海經·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 

 郭璞注：水玉，今水精也。 

    東漢之後，隨著佛經傳入及與絲路各國的交流愈發密切，天然的「水玉」之名稱逐

漸演變為「水精」。佛經七寶的「水精」，到了西元三世紀時，改以音譯寫成「頗黎/頗梨」，

甚至還有「千歲冰所化」52之說。東晉葛洪在《抱朴子》說當時人認為「水精」本自然

之物，玉石之類。然而，國外傳入的「水精椀」實為人造，交廣地區也能自製。在葛洪

 
47 所譯之經名為《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48 例如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福嚴佛學研究》，第 11 期，

頁 75-116。廖湘美(2018):從《維摩詰經》異譯管窺音譯詞歧異的成因，《佛光學報》，新四卷第一

期，頁 237-304 
49 出三藏記集卷一 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 T55n2145_001 
50 除南山經外，西山經、東山經、中山經也有多處提及水玉。 
51 《山海經》提及的玉非常多，除了玉之外，還有白玉、蒼玉、碧玉、水碧、㻬琈之玉等等。 
52 目前筆者查到最早「千歲冰所化」出自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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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的魏晉南北朝這個階段，天然水精與人造仿水精（玻璃），因同樣「其瑩如水，其堅

如玉」，在名稱和概念上的確是混淆。本文所提及之西域各國物產，彙整如表二，大約在

宋代，才開始逐漸把「水精」改寫為「水晶」53。表二中大到可為柱為瓦的「水精/水晶」

應該是人造的玻璃質柱瓦。 

表二、西域各國物產(彙整本文之圖一、二、四) 

史籍 國家 居舍 物產 

西漢《漢書》 罽賓國  璧流離/流離  

東漢《後漢書》 大秦國 以水精為柱 琉璃 

北魏《北史》 波斯國  頗梨、瑠璃、水精 

北魏《北史》 大月氏國  鑄石為五色瑠璃 

南宋《諸蕃志》 大秦國 以水精為柱 琉璃 

南宋《諸蕃志》 大食國 以水晶為瓦 琉璃、玻瓈 

    明確使用「玻璃」這個名稱，筆者查到的最早資料是明末傳教士傳入遠鏡所撰寫的

《遠鏡說》，係指製作眼鏡及望遠鏡等光學器材之玻璃。在〈清朝的玻璃製造與耶穌會

士：在蠶池口的作坊〉54文章中，譯者米辰峰提醒讀者關於玻璃與琉璃名稱的混淆： 

注意：有的清朝文獻把水晶 Crystal 譯作“玻璃,讀作 poli”，而把玻璃 glass 譯作“琉

璃” —譯者注 

（五）古籍電子化 

古籍電子化，文字版雖大有利於搜尋，但是也有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例如簡繁體

字經轉換後產生訛誤、古字、還有古今的取代（例如「頗梨/玻瓈」被置換成「玻璃」）

等等。本文盡量根據能查得的書影做校對，以期能探討原本的用字。所幸《欽定四庫全

書》、《二十四史》等官方編纂大書，書寫文字大致是遵循古本，一般查到的網路文章或

相關電子文字版，用字則不見得遵古。 

 
圖七、中華電子佛典資料庫（CBETA）查詢 

 
53 本文圖三、四、五、六書影均出現「水晶」。 
54 [美]E.B.庫爾提斯，米辰峰譯，〈清朝的玻璃製造與耶穌會士：在蠶池口的作坊〉，《故宮博物

院院刊》，2003 年，第 1 期，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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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經相關的電子版非常多，與「水精/玻黎/頗梨/頗胝迦/玻璃」相關文字尤其紛亂。

筆者手上有一本《阿彌陀經》隨身本，七寶之一就是「玻璃」，也是因為此，讓筆者追溯

其他版本的用詞。筆者認為，在佛經七寶裡用「玻璃」這個寫法，是會造成誤導的。 

中華電子佛典資料庫（CBETA）的舊版已不再更新，目前的新版查詢功能很強，可

在首頁查到某名詞的異體字及近義詞(圖七)，以及其出現在哪一部佛經，進入閱讀經文，

在文字上有標註不同時代版本的用字，的確值得大大讚賞與感恩。 

六、結論 

    隨著時代演進，在中國歷史上，琉璃與玻璃的名稱經過各種概念的演變，在閱讀古

籍時，常會因名詞的不同而誤解其義。現在一般都把琉璃和玻璃視為同類，都是無序非

結晶的「玻璃質」，有別於天然結晶的礦物。在工藝上，稱之琉璃者多，在其它生活產

品，大多稱之玻璃。 

    數千年前，先民採集玉石磨製為工具，進而製成飾品或精美器具，並逐漸發展出製

造「人造玉」的技術，這些人造仿玉，逐漸能晶瑩剔透，都稱為「琉璃」。特別一提的是，

西周曾侯乙墓的「蜻蜓眼玻璃珠」，根據其成分檢測，有些與埃及的玻璃珠成分相近，最

近在陝西挖掘到的秦墓55，也出土了玻璃珠。也就是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中國已經有

與西方的交流。  

   「玻璃」之前身「頗梨」的名稱來自佛經。「琉璃」和「頗梨」同屬佛經七寶，都是

指天然的寶石。佛經漢譯把七寶之一的天然青色寶石，音譯為「琉璃/吠琉璃」，而原來

意譯的「水精」則改音譯為「頗梨/玻黎/頗梨/頗胝迦/玻璃」。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西域的交流愈發蓬勃，除了人造琉璃等寶石物產的交流，還有

製造的方法及佛經的漢傳，琉璃和玻璃迎來了多元的面貌及概念。到了明代，各種名稱

並存，傳教士帶來「西洋奇器」後，「玻璃」這個名稱也悄然登上台面。現在有些佛經七

寶的資料，其七寶之一採用「玻璃」，會想成是現代觀念的玻璃，而反倒產生誤解。 

    本文因筆者背景知識不足及查詢資料有限，僅為初探文，若有訛誤或以偏概全之處，

還請專家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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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考古前沿】陝西：咸陽發掘秦墓 75 座 發現中西交流特色琉璃珠(2022/11/1) 

https://mp.weixin.qq.com/s/Bh1flKfyzZlbPpIwwkR7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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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 and Liuli: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minologies and Concepts 

Yun-Ju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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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Boli (玻璃) and Liuli (琉璃) both signify glass now,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ames is intricate and confusing as time evolves. By investigating the two terms in 

ancient books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this research traces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 two words, hoping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names and concepts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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