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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鈕創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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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碩士班碩士 

 

摘要  

自西元前十四世紀以來，印鈕與書畫、生活均息息相關，將其整理、

分類並予以探討與創作，此為本研究的動機。  

 

    此篇主要是就石雕中的靜態鈕、圓雕及浮雕，從歷史的沿革進行分

類作為依據進行創作；在師承及書篆師友的鼓勵指導下，就整個學習歷

程中作一創作論述之整理  

 

欣賞前賢各類精緻的篆印，常能感受到「雕優成道、道精而藝」的

人文精神寓含其中；印鈕也不例外，或靈秀、或樸拙、或古雅、均富含

藝術性。因此如何將印鈕藝術融入學理依據、書畫元素，使創作內容更

加豐富、內在意涵更充實，並將印鈕藝術融入生活、反映時代風格，期

能達到「文人鈕」的意境，是筆者創作的方向。  

 

 

 

 

 

 

 

 

【關鍵詞】印鈕、圓雕、浮雕、寫生、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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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歷史悠久，藝術文化源遠流長，各類藝術品都有精美之處，如

篆刻由實用工藝融入文字學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非物質文化遺

產。透過書畫藝術，也可看到自古以來印鈕的演變，因此筆者有幸接觸

印鈕而希望深入研究。  

 

 

二、創作媒材 

我們所創作的石材是一種含水鉛硅酸鹽礦物的葉臘石，化學成份

為：Al2O3>28%, SiO2>66%,其化學式：Al2[Si4O10](OH)2。單斜晶系，

呈片狀或放射性集合體，白色帶淡黃或淡綠色，具有滑膩感，玻璃光

澤。硬度為摩氏 2.5-3 度，比重：2.66-2.90。  

 

此次印鈕創作所用印石，以中國四大印石為主，以五方青田石、二

方昌化石、六方巴林石、一方泰來石、二方印度紅石及九方壽山石來作

印鈕之創作，另加多一陶印。  

 

(一)、壽山石  

有美稱「壽山三寶」為田黃、芙蓉及杜陵，又有田黃、雞血、封門

青稱為「印石三寶」；晚近壽山礦脈趨於枯竭，業者相繼推出新石材，

近三十年來薛平南教授以他收藏的經驗，認為荔枝凍、新芙蓉、文洋、

水坑可稱「新壽山四寶」，如附錄一的訪談記錄：  

 

因為早期壽山三寶有田黃、芙蓉、杜陵，因為杜陵的質地跟田黃比

較接近，黃杜陵有時候甚至可以冒充田黃，但是杜陵和田黃太稀有

了，所以我們近三十年來所發現的石材當中，杜陵比較沒有新品出

現。所以我強調一個時代有它流通流行的石頭，那我不講新三寶我

講四寶，壽山新四寶就是文洋、芙蓉、荔枝凍、水坑，因為這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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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大，有普遍性，所以在我們所看到的新壽山當中的四品，這四

者是可以達到收藏級的要求，因為要進入收藏級的要求才能變成

寶。 

 

可知優石價昂不可及，石材有時代性，薛教授之經驗讓後進的學生

有所依歸。再於訪談中薛教授也指出：  

 

書法家有一句話：紙墨相發，毛筆沾了墨在紙張上，這三者的配合

能夠恰到好處，濃度、彈性、紙張吸墨度，如果能夠搭配得好，才

會產生好的書法作品。那刻印也是如此，自己使用的刀與石頭，如

果能搭配適切， 才能夠指揮如意，你刻出來的線條才是你想表現

的，才能反映你的風格、性情。 

 

正因如此，自古書畫家之所好，不僅畫雅，書法也雅，篆刻藝術更

雅，此「三雅」，筆者就學三年中，看到書畫名跡及老師們的作品而深

有所感。正如薛教授訪談中指出：  

 

有這麼好的印材加上很好的鈕工，對篆刻藝術就相得益彰，他的附

加價值就呈現出來了。 

 

因研究前看到名篆刻家所刻石材如此美、鈕工要求雅致以及篆刻之

精緻，入學後所習，再再增強筆者信心對印章「三雅」的追求─「石

雅、鈕雅、篆刻更雅」；以上書畫及篆刻金石「三雅」均有共同點，即

加一文句雅的文化領域。  

 

此些石材為筆者自 2008~2012 年於中國上海、杭州所收集，以作為

此次論文創作，除最右邊為尼姑樓外，其他皆為芙蓉石，如圖表 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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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壽山石 -筆者自 2008-2012 年所收集以備創作。  

 

 

(二)、昌化石  

此些石材為筆者自 2008~2012 年於中國上海、杭州所收集，以作為

此次論文創作，均為彩凍昌化石，如圖表 1-2 所示：  

 

圖表 1-2、彩凍昌化石 -筆者自 2008-2012 年於杭州所收集以備創作。  

 

 

 

(三) 、青田石  

此圖之石材為筆者自 2008~2012 年於中國上海、杭州所收集，以作為此

次論文創作，均為青田石，如圖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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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桃花、藍丁青田石 -筆者自 2008-2012 年於杭州所收集以備創作。  

 

 

(四) 、巴林石  

此圖之石材為筆者在臺灣的筆墨莊即可收到，如圖表 1-4 所示：  

 

圖表 1-4、巴林石 -筆者自 2008-2012 年在台所收集以備創作。  

   

 

因印鈕使用印石甚為講究，所以此三、四年深入數次中國福州壽

山、昌化及浙江青田進行探討研究並收集資料，瞭解其六德之差異；遺

憾之處是未能造訪內蒙古巴林石。也因市面上巴林石及昌化石之價位尚

可接受，而青田石尤其是壽山石的價位甚高，印鈕創作上也付出一些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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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鈕之創作論述  

在印鈕雕刻上有圓雕、浮雕、透雕、印鈕、鑲嵌、薄意及微雕等七

大類雕刻表現手法，而我們也極少見到傳承下來鑲嵌、透雕及微雕的手

法，在此 (一 )靜態鈕中即談印鈕手法，筆者之所歸此為靜態鈕，主要是

其立體但卻靜止而渾穆； (二 )所提動態鈕是七大雕刻手法中的圓雕，有

轉動的腳、頭頸而成動勢，故筆者稱之動態鈕； (三 )即是談浮雕及薄

意，至於透雕、鑲嵌及微雕均在台少見，並未在此深入研究，可參閱圖

表圖表 1-5、6 所示：  

  

圖表 1-5、透雕~獅戲鏤球，球為鏤空，

荔枝石。2.4x3.5x2.8(x5.6)cm，筆者藏。  

圖表 1-6、鑲嵌~商周青銅器之製作時，

見有金錯銀或砍綠松石之表現手法；此

鈕用鑲嵌法製成1。  

 

(一)、靜態鈕  

在印鈕創作形制上，一般印鈕即筆者稱為靜態鈕，黃嘗銘先生稱為

鈕頭雕之一，依序將鼻鈕、瓦鈕、竹節鈕、如意雲鈕、繩鈕、包袱鈕 ..

等，找出各印鈕之圖錄為創作依據，  作一圖像分析及創作論述。  

                                                 
1
 圖引自《黃嘗銘印鈕選輯》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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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鼻鈕  

作品一：鼻鈕 (如圖表 1-7 所示 )  

 

(1) 創作依據  

鼻鈕是最早發現的印鈕，形式也因實用性而有不同，此鼻鈕創作參

考明萬曆四十年（1612 年）玉印甘暘印文 :「東海喬拱璧穀侯父印」，

加上四面紋飾，而能拙中取雅。依此印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7-1 所

示。  

 

(2) 石質  

此壽山高嶺石刀感較堅而不勻。  

 

(3) 造型  

創作依據之材質為玉石，硬度較大可鑿鼻洞較大，依此作造型，創

作時於此石上打小洞，並於正、反兩面作內縮的鼻鈕。於細修時將鼻洞

下的空間，將中國淵遠流長的書法文字帶入，此如篆刻中的朱文邊款，

筆者此作品以甲骨文「萬福金安」來呈現。   

 

(4) 心得  

印鈕除立體造型外，再加上文字學，使印鈕更具文化性，路線也更

寬廣豐富。  

 

(5) 印文  

「委曲」─刻金文並作界格，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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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1、鼻鈕一創作依據與過程  

 

 
 

明、玉印 -鼻鈕《中國歷代印章管》上海博物

館，31 頁。  
作品原石胚 -壽山老嶺石  

 

 

作品  篆刻印面 :「委曲」 -刻金文並作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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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1 鼻鈕  2.1x2.1x3(x7)cm, 壽山老嶺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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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鈕  

作品二：瓦鈕 (如圖表 1-8 所示 )  

 

(1) 創作依據  

早在西漢銅鑄印 [日南慰丞 ]即有雷同瓦鈕；而此石章較扁而作為瓦

鈕。依明朝「臣愛睡」印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8-1。  

 

(2) 石質  

此石溫潤、凝結，有些許蛀蝕，刀感極佳。  

 

(3) 造型  

因此石上有不勻蛀蝕情況，以三角銼刀稍作磨除，留下中間以作瓦

鈕。在印臺旁以漢金文落邊款似邊紋，交代諸葛亮誡子書，此套印 17

句 18 方印。  

 

(4) 心得  

此瓦鈕因石材巧色而形成殘瓦風味，極其古趣，這正是依色賦形的

呈現。也因石扁而不易拿，作個瓦鈕便於鈐印，而邊紋漢金文之橫平豎

直落款，可勻整地佈於鈕旁，有其拙趣。  

 

(5) 印文  

「諸葛亮誡子書」─皖派白文，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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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1、瓦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臣愛睡，明 4.04x4.15x0.91(x2.67)cm, 150.8g

《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78 頁，印

299。  

 

作品  
篆刻印面：「諸葛亮誡子書」  

─皖派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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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2 瓦鈕  4x4x1(x3.2)cm 芙蓉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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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意鈕  

如意鈕是取自古鼻鈕實用性質，加以變化而讓印鈕更為雅致。  

 

作品三：如意鈕（如圖表 1-9 所示）  

 

(1) 創作依據  

龍鳳呈祥如意鈕 -壽山高山石；72x22x23.5cm；三鑲式如意，通體

用深浮雕，刻出雙龍、一鳳、一麒麟及朵朵祥雲，器物外觀雖粗碩，工

法卻細緻；此摘自網路~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國立台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2。另 2006 年陳達制壽山文洋石之如意鈕3，依二作品為創

作依據如圖表 1-9-1 

 

(2) 石質  

此石材顏色黃、白色凍透，朱砂色秀氣。  

 

(3) 造型  

因朱砂色處斜而不整且較低，便以黃及透明凍作為主體，而朱砂色

放低以省石材，中間玉雕為方型，筆者改為圓型，有如君子配玉之感；

如意鈕不宜太高，以免兩洞太大而不秀雅，而於細修時將兩如意面以大

指甲刀刮出影子，需注意鈕與印身比例，如太高可於臺旁加博古圖案。

如圖表 1-9-1 中之創作過程。  

 

(4) 心得  

如意鈕可以複雜細工的靈秀，而筆者以拙中取雅作趣味呈現。  

 

(5) 印文  

                                                 
2
 龍鳳呈祥如意-壽山高山石；72x22x23.5cm~20140415 摘自網路(行政院雲嘉南區聯

合服務中心-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www.yctc.ey.gov.tw/photo 

content.aspx?n=11739d4212ae012C&s=FCC220F41EEE0856” 
3
 如意鈕 -陳達制，為 2014 年 3 月 30 日摘自網路”auction.artron.net/paimai-

art52431731/ 

http://www.yctc.ey.gov.tw/photo%20content.aspx?n=11739d4212ae012C&s=FCC220F41EEE0856
http://www.yctc.ey.gov.tw/photo%20content.aspx?n=11739d4212ae012C&s=FCC220F41EEE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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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豁情志暢」 -語出王蘊之「蘭亭詩」，皖派朱文，筆者刻。  

 

圖表 1-9-1、如意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龍鳳呈祥如意─壽山高山石，

72x22x23.5cm，摘自網路。  

如意鈕 -壽山文洋石，2006 年陳達制，

為 2014 年 3 月 30 日，摘自網路。  

  

作品之原石胚 - 作品之小粗胚  

  

作品  
篆刻印面 :「散豁情志暢」─皖派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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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9：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3 如意鈕  2.1x4x1.3(x5.8)cm 壽山高山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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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繩鈕  

作品四：繩鈕 (如圖表 1-10 所示 ) 

 

(1) 創作依據  

在短而胖的石材上，可作繩子打結狀，並可活用寫生或寫實法以作

岀細膩的表現，也是廖一刀老師教導時，結繩子要我們仔細觀察學習的

依據；因有寫生法要注意其浮凸，相對困難度也就提高；其亦提供繩鈕

圖  作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10-1 

 

(2) 石質  

此石細膩凝結，刀感極佳，是優質巴林石。  

 

(3) 造型  

先將印臺內縮，再勒線中心點畫出繩子打結盤錯，以刀將餘石一一

剔除，中心要緊密，以免繩子鬆垮狀。  

 

(4) 心得  

此類鈕會感動，務必細修出靈動的線條，如繩線能細而立體自然留

出空隙，筆者將往此方向努力，仍有進步的空間。  

(5) 印文  

「沈著」 -朱文鳥蟲篆，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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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0-1、繩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繩鈕寫生─

2.8x2.8x0.8(x3.5)cm，  

圖、石由廖德良工作室提供。  

一刀繩鈕─水坑；1.8x1.8x1.3(x5)cm，  

圖、石由廖德良工作室提供。  

  

 

一刀繩鈕，吳金洋先生藏  作品側視及上視圖  

 

 

作品  篆刻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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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0：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4 繩鈕  2x2x0.5(x5)cm 巴林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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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鈕  

圓雕手法之表現，最為困難也最精彩值得把玩，其題材甚多，最常

見的為瑞獸鈕、動物鈕。各創作一方瑞獸鈕及二方動物鈕，並加以圖像

分析及創作論述。  

 

1、瑞獸鈕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祥獸、龍之九子，因頭與腳的轉動而造成動勢，

在圓雕的比例及態勢上極為困難，練習時近百方無法成功。如成功的鈕

其靈動、開臉、神韻均能讓人感動。  

 

作品五：雲丘之螭 (如圖表 1-11 所示 )  

 

(1)創作依據  

一刀螭吻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11-1 所示。  

 

(2) 石質  

 帶有黃花及凝結白地，極難得的好石，刀感極優，真是石中君

子。  

 

(3)造型  

石頭太扁且一邊斜，為保留多一點黃地並未降低，也省些許石材，

頭頸轉動帶斜，四腳各有不同轉勢。如圖表 1-11-1 中之創作過程。  

  

(4)心得  

為避免於腳處穿洞破壞石頭太多，於山丘上作些雲紋，此鈕筆者

稱：「雲丘之螭」。其四腳不同的動勢、尾巴及肌理的處理，以及臉部

開臉圓潤之神韻，再再學習一刀師之藝術創作，十分敬佩。  

 

(5)印文  

「虛懷若谷」 -繆篆朱文並作中間凸起的視覺立體效果，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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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1-1、雲丘之螭創作依據與過程  

 
 

螭吻鈕 -水坑石。  1.6 x 5.6 x4.5(x7.8)cm，

2011 年，李建昇藏。  

螭吻鈕 -天藍凍水坑石。2011 年，筆

者藏。  

  

作品之原石胚  作品之小粗胚  

 
 

作品  篆刻印面 :「虛懷若谷」 -繆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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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1：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5 雲丘之螭  1.8x4.5x4(x9)cm 月洋山黃花芙蓉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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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物鈕  

諸凡各類動物應可入鈕，如龜、羊、豹、馬等鈕。  

 

作品六：龜鈕 (如圖表 1-12 所示 ) 

 

(1)創作依據  

鎏金龜鈕 -張惲之印；頭取左向如鎏金龜鈕 -王楫，依此為創作依

據，如圖表 5-18-1。  

 

(2)石質  

橘色桃花遍佈於綠青田上，具有臘狀光澤，刀感聲脆爽利。  

 

(3)造型  

用銼刀作出烏龜形狀，以平口刀刻出龜紋，再以指甲刀刮出龜紋凹

凸立體狀，腳趾往內較為穩重有力，而細修時要將開臉的眼、口、頸及

龜殼的紋路細膩刻出。如圖表 1-12-1 中之創作過程。   

 

(4)心得  

龜鈕腳趾、腳紋，頭部開臉眼睛要傳神，頸部紋路曲線疏密均要注

意，大部分龜殼如技法所言較有立體感。  

 

(5)印文  

「非學無以廣才」 -金文加界格之白文印，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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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18-1、龜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駙馬都尉 -龜鈕  漢《故宮歷

代銅印特展圖錄》，273

頁，印 195。  

王楫 -鎏金龜鈕，《故宮

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78

頁，印 111。  

作品之原石胚  

 

  

作品之小粗胚  作品  篆刻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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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2: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6 龜鈕  3.1x3.1x2.4(x8.5)cm 桃花青田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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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馬鈕 (如圖表 1-13 所示 ) 

  

(1)創作依據  

依筆者藏之一刀馬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13-1。  

 

(2)石質  

暗黃色遍佈於石上，具古意，刀感優質，此尼姑樓是極少見的壽山

石。  

 

(3)造型  

用三角銼刀作出身體轉曲的靈動，再以鑿刀於前腳站立處挖且穿

洞，讓四肢與身體作比例的擺置；以圓刀及指甲刀開臉成有炯炯有神，

並以指甲刀刮嘴巴有層次，且作出圓潤的肌理。如圖表 1-13-1 中之小初

胚。   

 

(4)心得  

馬鈕的身體於如此小的空間作出流動曲線，其四隻腳不同的擺置能

否動態傳神，也是筆者感興趣的一部分；經查一刀馬鈕是否取自仿漢古

龍腳的配置？我們從一刀仿漢古鈕可看出端倪，在兩方馬鈕創作上，有

作臥馬鈕、翹腳馬鈕、雙腳欲起的蓄勢馬鈕及有圖錄的馬作為寫生的依

據；但練習數十方自感圓雕鈕的困難及其迷人之處，也是學而後知不足

而更應努力不懈。  

 

(5)以量化作統計分析馬鈕比例  

研究鈕身佔印石比例為視覺藝術最佳所得之比例建構，以得知造形

風格的特徵，以印證廖德良老師的經驗。  

例如此方：鈕身 :2. 5 公分  x 2.7 公分 x 3.5 公分=23.625 立方公分；

印身 : 2. 5 公分  x 2.7 公分 x 8 公分=54 立方公分，23.625/54=43%。約 2

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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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師創作依據中，如圖表 5-21-1 分別為壽山石鈕身 :2. 4 公分  x 

2.4 公分 x 3 公分=17.28 立方公分；印身 : 2. 4 公分  x 2.4 公分 x9 公分

=51.84 立方公分，17.28/51.84=33.33%。約 1:2。另一方青田石鈕身 :3 公

分  x 3 公分 x 3 公分=27 立方公分；印身 :3 公分  x 3 公分 x 8 公分=72 立

方公分，27/72=37.5%。約 1 比 2。   

 

一刀馬鈕鈕身佔全印石的 1/3，正如一刀師所教導；所以此方鈕往

後有機會刻，應注意此比例。  

 

(6)印文  

    「夫君子之行」 -秦鈢，筆者刻。  

 

 

 

圖表 1-13-1、馬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一刀馬鈕－壽山石，

2.4X2.4 x3(x9)cm，圖、印

石由筆者提供  

一刀馬鈕－青田石 -竹葉

青，約 2010 年 -

3X3x3.5(x8)cm，圖、石由

廖德良工作室提供。  

漢古龍鈕 -芙蓉石。

2.4x3.0x7.1cm，1986 年

一刀作品，鄭錦章先生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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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原石胚  作品小粗胚  

 

 

作品  篆刻印面  

 

 



2014 造形藝術學刊 

 

 158 

圖表 1-13: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7 馬鈕  2.5x2.7x3.5(x8)cm 尼姑樓壽山石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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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雕   

壽山石中田黃、芙蓉、荔枝、凍石等稀有且貴重，有以材基計價，

尤有甚者以重量計，盡可能保持石頭原貌，不做過多切割刻挖，以免損

石材之價值，但有砂釘、裂痕等雜質，一般施以此類浮雕以減少挖損。  

 

因依創作手法分類，筆者認為浮雕手法中可細分淺浮雕、博古、薄

意及深浮雕；以下就分類原由說明如下：  

 

有淺浮雕視為薄意者，筆者以歷史演變言之，明朝後期出現的「陰

刻」技法是薄意技法的源頭，到清朝從立體圓雕發展出淺、深浮雕技

法。清康熙、乾隆年間，楊玉璇、周尚均兩人於石章印台四周淺刻錦褥

紋、邊紋或圖案，即現所說博古圖案，這是薄意的前身，以至清同治、

光緒年間潘玉茂繼承周彬遺法，鑽研淺浮雕以避石疵，刻層愈薄而向薄

意過渡。早期的薄意技法未成熟，章法、布局及意境也缺變化，直至清

末林清卿於二十歲左右印鈕名揚時，棄刀習畫，幾年後重拾刻刀再度鑽

硏薄意技法，使繪畫文化與薄意技法結合而趨成熟，使薄意能達繪畫藝

術中的深淺層次、章法聚散、古幽意境之表現手法。由此筆者將博古及

雲幅均視為淺浮雕；而能墨拓出書畫意境的淺浮雕歸為薄意；深浮雕則

為刻層較深而立體之書畫意境者，更有把玩之情趣，此深浮雕尤有能

者，廖德良先生為善雕家之一。  

   

1、淺浮雕  

博古鈕 - 又稱頂鈕，以表現於印身頂端，平頂或斜頂石章，適合刻

製博古圖案鈕；博古紋飾多取自鐘鼎彝器、古玩、瓦當、銅鏡紋樣。博

古鈕就是仿古代器物或古代器物上的紋飾雕刻出來的鈕式，博古鈕的紋

飾以夔龍紋為最普遍，此外尚有鐘鼎玉器、古錢、古書、瓦當、斗台、

壽字及亭台樓閣等各種鈕式。因此博古鈕常在印台上配有壇台，寬的壇

台又在其四周刻上配襯的紋飾，有時因為印材過高或印鈕過短，為了調

節二者比例，會在印台下面加刻邊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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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桌型博古鈕 (如圖表 1-14 所示 ) 

 

(1)創作依據  

於石材上作桌子，是廖德良老師早期買了一桌子，而無意間的創

意，但找不到桌子，找類似桌作實物拍攝；以及吳金洋老師所藏之一刀

博古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14-1。  

 

(2)石質  

白色微透，刀感均勻。  

 

(3)造型  

而用銼刀作出桌型並微凸狀，四個桌角以曲線展現，於桌面畫上圖

案。  

 

在微凸的桌面畫上（或反拓）後以細平口刀淺刻如篆刻般細朱文，

並作「清底」，而拋磨要極細膩，既留有刀趣又需磨去底面刀痕。  

 

(4)心得  

自清朝周彬博古鈕名揚一時後，學習一刀博古鈕發覺其迷人之處，

究其迷人原由，不僅淺刻中的細膩刀趣外，其與其他博古鈕更有圓潤之

別；請益一刀師秘訣，他謙虛的說：  

 

練基本刀工在博古鈕，一般徒弟可刻出好的博古鈕，但精細外更需

要求圓潤。 

 

筆者仿刻後發現除平頂博古鈕、博古瓦鈕外，其加入如桌面般的寫

生鈕再作博古，使博古鈕未來路廣而生意盎然；筆者刻了近十方後，將

此方列為此期代表，主要是寫生桌的想像空間及其圓潤之感，有其未來

性，也深覺在刻鈕的第一階段靜態鈕練初胚基本工後，第二階段細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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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練習，可於博古鈕精進。上課時拿篆刻作業給老師指導時，偶而

老師鼓勵說你拿刻鈕工來篆刻，可嘗試走乾淨一路。  

 

(5)印文  

「洗鍊」 -皖派白文，筆者刻。  

圖表 1-14-1、桌型博古鈕創作依據與過程  

 
  

一刀博古鈕，圖、石由吳金洋老師提供。  實物桌拍攝  

  

 

清、周彬─福壽博古對章─芙蓉

石，陳哲《壽山石薄意》20 頁  
作品  

篆刻印面：「洗鍊」─皖

派白文。  

  

作品墨拓博古面  作品博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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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4：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8 桌型博古鈕  2.5x2.5x1.8(x7.4)cm 泰來石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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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竹意瓦博古鈕 (如圖表 1-15 所示 ) 

 

(1)創作依據  

一般瓦鈕均在其瓦上作博古圖案成為瓦鈕博古，而於研究所二年級

上了蘇峰男老師的國畫，學習畫竹，嘗試以竹畫刻於瓦鈕上。  而此創

意是家中紅木桌作鑲嵌花瓶而得，即藉習畫刻於瓦鈕上。依此為創作依

據，如圖表 1-15-1、2。  

 

(2)石質  

此石帶有黃石紋，受刀勻稱。  

 

(3)造型  

作瓦鈕後畫上疏密、前後及聚散的竹子；刻法參考筆者於 2013 送

北京嘉德春季拍賣的王逸帆竹鈕田黃，以聚散、前後層次，似有似無的

薄意刻法，可於墨拓中看出非立體表現，而是淺刻層次之表現。如圖表

1-15-1 中之創作過程。  

 

(4)心得  

創作時家中有鑲嵌桌子，在印鈕雕刻上有圓雕、浮雕、透雕、印

鈕、鑲嵌、薄意及微雕等七大類雕刻表現手法，而我們也極少見到及傳

承下來鑲嵌、透雕及微雕的手法，因此筆者在瓦鈕上寫意刻畫，把中國

深遠的文化帶入鈕中，題材更為豐富；完成此鈕後再研究薄意，發現其

程序與一般圓雕有所不同，薄意程序：1＞選材整石，2＞相石墨繪，3

＞勒線，4＞剔地分層，5＞開紋雕飾，6＞墨拓，7＞磨光。圓雕在 6

＞、7＞卻相反。而磨光技術要小心而精巧，否則線條會模糊，正是往

後需加強之處。  

 

(5)印文  

「儉以養德  」─朱文帛書入印，筆者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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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5-1、竹意瓦鈕博古創作依據與過程  

 
 

2014 年家中紅木桌面實物拍攝  2012 年蘇峰男老師畫稿  

 
 

中國嘉德 2013 年春拍「可石怡情」，

NO.4974 

2012 年臨蘇峰男老師稿之期末作業，筆

者習畫。  

 

 

瓦鈕面  2014 年墨拓瓦鈕竹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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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5-2、竹意瓦鈕博古創作依據與過程  

 
 

瓦鈕博古 -芙蓉石。  博古雕刻面  

  

作品之大粗胚  作品小粗胚  

 

 

作品  
篆刻印面：「儉以養德  」─朱文帛書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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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5：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09 竹意博古瓦鈕  3x3x1.5(x7)cm 巴林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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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浮雕  

作品十：荷鈕 (如圖表 1-16 所示 ) 

 

(1)創作依據  

兩方一刀荷鈕。依此鈕為創作依據，如圖表 1-16-1。  

 

(2)石質  

壽山芙蓉石，紅白相間潤透的質地，刀感極佳，是優質壽山石。  

 

(3)造型  

於整石後，依裂及巧色墨勒出荷葉、荷苞及鴨、石頭的配置，一一

鑿刀刻出雛形；再以尖刀及平口刀依墨勒線作出深淺層次。如圖表 5-

28-1 中之創作過程。   

 

(4)心得  

荷鈕要作出荷葉、荷苞與捲葉盤根錯節，但又不糾結模糊，在其間

鑿洞分其層次為佳。早期因正材印石才刻鈕，所以一刀師為保石材極少

鑿洞，而後期石貴又優質非正材者，刻後好鈕與佳石之交相輝映，所以

在盤錯處鑿洞常有所見，而能作出有畫意之文化創作。這是筆者追求的

目標，也是就學鈕習畫深有所獲之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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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6-1、荷鈕一創作依據與過程  

 
  

一刀荷鈕 -芙蓉石，

1.4x4.5x4(x6.7) ，  -2012 年。  

圖、印石由筆者提供。  

一刀荷鈕 -白水晶水坑石

1x3.9x5(x8.3)-1991 年作。

圖、印石由筆者提供。  

作品之原石胚  

 

 

作品  篆刻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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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6: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10 荷鈕  2.3x4x3.5(x7)cm 芙蓉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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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薄意  

能墨拓出書畫意境的淺浮雕稱之為薄意；雕刻層淺而富有詩情畫

意，因而得名，它是石章裝飾中的一種獨特表現技法。薄意雕刻，刀法

流利，刻畫細膩，影影綽綽，具有遠觀形色，近看雕技的特殊藝術效

果，備受金石書畫家所欣賞與推崇。  

 

薄意之創新者可說是林清卿 (1876-1948)，  福州市鳳尾鄉人；當

「西門派」鼎盛時期，其鼻祖潘玉茂三兄弟傳藝授徒，潘玉茂的弟弟潘

玉進傳藝給陳可應，他擅于將大竹節刻成圓雕，在竹節外圍以浮雕手法

刻上栩栩如生的竹葉與嫩枝，是刻竹節聞名之石雕家，他也在圖章邊上

施以山水、花鳥之薄意，而有緣將此技藝傳給其親戚─林清卿。  

 

林清卿自幼在此藝術氛圍得到薰陶，對雕刻藝術刻苦鑽研，不到二

十歲頗有名氣，收入可觀；但早期西門派薄意不甚講究畫理，相互模仿

而缺文化內涵與創新意識。這使林清卿毅然放下雕刀去「藝外求藝」，

到福州畫師臨《芥子園畫傳》、《晚笑堂畫集》習中國畫的運筆、基本

構圖的法則，同時還致力於石刻、畫像磚等藝術的研習，將中國書畫藝

術和古代雕刻精華，融匯於壽山石薄意之中，豐富和發展了薄意藝術。  

 

 

作品十一：荷塘清趣薄意鈕 (如圖表 1-17 所示 ) 

 

(1) 創作依據  

筆者於 2012 年 11 月去上海博物館<翰墨薈萃＞研討會學習時，館

內有方荷塘清趣薄意鈕深深吸引我。  依此鈕及林清卿圖稿作為創作依

據，如圖表 1-17-1、2。  

 

(2) 石質  

巴林石：此石顏色豐富，刀感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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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型  

發現黃色可當荷葉，白色捲葉，而於凍透處加些花及水草，並於裂

格處加兩蝴蝶，於整石後依裂痕及巧色墨勒出雛形，再以鑿刀依此刻出

形狀；並用尖刀及平口刀依墨勒線作出深淺層次，拋磨時要極小心。。

如圖表 1-17-1、2 中之創作過程。   

 

(4)心得  

薄意鈕重要是需有畫意，如圖表 1-17-1、薄意荷鈕創作與依據之比較，

此鈕經歐豪年老師指導前後層次及佈局，加入蘇峰男老師上課時指導畫

荷，並加入水草；仿林清卿蝴蝶刻法，與巧色作一運用，只是感覺未先

墨拓再拋磨，有遺憾之處，刻後深感有機會習畫時要認真學習，以免

「藝到用時方恨少」之憾。  

 

圖表 1-17-1、薄意荷鈕荷花面創作與依據之比較  

 

 

芥子園畫譜 (三 )花卉翎毛 -華正書局 60 頁  2013 年蘇峰男老師上課畫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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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園畫譜 (三 )花卉翎毛 -華正書局 86 頁  小粗胚之荷花面  

 
 

蝴蝶取自夏荷，《薄意大師林清卿  》81 頁  作品荷花面的墨拓  

 

圖表 1-17-2、薄意荷鈕荷葉面創作與依據之比較  

  

薄意荷塘清趣 -壽山 (田黃 )石《中國歷代印

章館》上海博物館，2012 年 11 月照相。  
作品之原石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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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粗胚之荷葉面  作品之荷葉面  

 
 

作品荷葉面的墨拓  連接荷花面與荷葉面的作品墨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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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7：  

 

編號  名稱  尺寸  石材  年代  

11 荷塘清趣薄意鈕  2.3x5.5x4.5cm 巴林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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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一、觀石、賞石之探討  

各類印石石質各有其特質，依前所探討的「印石六德」來看石質之

優劣，或精彩、或嬌艷、或樸穆 ....，但也有一些劣質遺憾；還好我們仍

可賦予印石生命，就是求印面之宏觀，我們可看到在拍賣市場名家印

（吳昌碩、齊白石、吳讓之 ...等）之石質也非全佳，但仍有其文物生

氣。觀賞印石時，有些優質印石甚佳，但也並非完美無瑕，還是會有些

許砂釘、裂痕，因此鈕雕藝術便是最可發揮之處，甚者或深浮雕、或薄

意；輕者或瑞獸鈕、或動物鈕以避之；優質石材以平鈕（素鈕）及博古

鈕最優。無論石質優劣，想其方法賦予印石生命，讓印石活靈活現起

來。  

 

觀看石質後，欣賞石之韻是人生很美好的事，也因此而產生好奇心

想探討此優質印石的出處，如能依石系、刀感、紋路去探討之，不難了

解石之出處，這也是研究精神之所在。不過最近也出現一些外省石（新

疆石、青海石、彰州石、遼東石、廣西石 ...等）極像壽山石、巴林石，

探討之下不可不慎！一些鑑賞家也感嘆大地造物主的神奇說：「真是考

倒老師傅！」筆者也認為只要具備印石六德，不管商業行為，均有賞玩

可觀之處。  

 

二、習鈕、鑑鈕之研究   

在觀賞石材、決定先天石質後，鈕雕藝術是後天決定藝術高低的要

素，好的鈕雕能有加分作用而成為藝術品，反之則破壞石材。學習印鈕

更是很重要的過程，不僅可相石，尤其是一方巧色石材，如能依彩賦形

運用巧色再刻出神韻極致的印鈕，常讓人拍案叫絕。  

 

學習印鈕在找資料、仿古期間。可看到前人感動的作品，可從而研

究何人風格，鑑賞印鈕，學過才知道其難度。更何況大部分印鈕均很難

找到款識，判定年份極為困難，所以鑑賞印鈕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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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筆者在與廖德良老師到福州印石市場上，因無款識，但從其風格上

求證能得知是＂一刀鈕＂，所以如書畫一般均需把眼界養高，再求手到

藝到，除創作外更應在艦賞上要下功夫。  

 

三、仿古、創新之省思  

模仿是學習藝術最直接的途徑，不管是書法、篆刻及水墨畫均一

樣，印鈕也不例外，中、西均同。約瀚 •亞奧希姆 •溫克爾曼（Johnn 

Joachim winckelmann)潘襎譯《希臘美術模仿論》 : 

 

溫克爾曼思想的理解者歌德說道：『藝術的真實與自然的真實，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藝術並不應該致力於使自己作品看起來像自然作

品一般，並且也不允許他這樣。』費爾德尼斯以一種積極的觀點來

詮釋柏拉圖的模仿論，他說：『因此，藝術並沒有被可視性模特兒

的界線所限。真正的藝術並沒有墮落到枯燥的寫實主義，而是想要

超越物質世界。真正的藝術，在貧乏的模像上，致力於喚醒即使透

過現存的實在卻在冥冥之中可感受到的更高次元的存在領域中的某

種東西。』。4 

 

上所提的寫實主義只是模仿 (臨摹 )出的形式，但藝術內層的最高意

境卻是神韻，也是「  更高次元的存在領域中的某種東西」；沒有基礎

層次的臨摹，不管得到基本的刀功、或是形式，能從中得到些許東西，

但重要是能領悟內在精髓；雖是很難，但也隨個人資質稟賦而異，能不

斷模仿找出精神所在，一定可體悟模仿的深層意境。  

 

在臨摹一定時間後，經由良師指點加上自己不斷努力學習，下一個

辛苦而快樂的階段就是創新，不管是由玉器、青銅器、太極圖騰 ...等，

甚至西方雕塑來挪用為印鈕，加上自己創意，成就一件感動的藝術品，

                                                 
4
潘僠譯，約翰。亞奧希姆。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希臘美

術模仿論》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 11 月 44-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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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未來努力的一項長期工作，也是筆者尋找挪用資料並作為創作、省

思的工程，如何創作非複製工藝而成就一件藝術品？更值得我們深思！  

     

這數年來經相石、拍賣、雕鈕、鑒賞及學術研究，尋找鈕雕及作者

之根源，未落款及時間的交代均如五代、唐宋的書畫，有極困難之處，

因優良作品於當時代，偶有文人和收藏者的記載或圖錄，可看出些端倪

外，並不易研究。往後刻優而入其道者，筆者認為應予以落款交代，如

中古楊玉璇、周彬，近代林清卿及現代廖德良老師、黃嘗銘、劉愛珠、

王逸帆、林文舉 ..等，其負責清楚交代，能讓後學有機會研究而進入此

領域。  

 

    未來在雕鈕上更應勤加練習刀工，多看並臨摹雕刻古鈕，吸取古人

留下的藝術元素，才不易把鈕雕絕學失傳；在臨刻時反覆練習到熟練，

避免複製性的作品，拋開名利享受創作的快樂，正如一刀師所說 :「老

天爺會還給我們公道」。除此之外找到優石能依彩賦形，創作依據可找

其他書畫或雕塑品，不管是中國或西方作品，有意義地或賞欣地佳作，

能妙用或以寫生雕法，創作出自己合意之作；如印鈕題材加以印面文句

與之對話，例如竹鈕配合印面「師竹」或「高風勁節」等與鈕相關印

文，這才是人生未來祈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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