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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3-1文創工作室菁英募集計畫 成果績效表 

一、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墨非墨工作坊 主持人 林錦濤 

所屬院系 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開發標的 墨錠 
執行時間 104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0日 

開發標的屬性 ■文創產品/工藝品  □平面視覺作品 □影視類產品 □音樂類產品 □劇本/媒材 □數位典藏 

□其他：＿＿＿＿＿＿＿＿ 

二、組織成員 

學生參與人數 7   人 老師參與人數 2 人(含助教 1人) 業師參與人數 1人 

※註：上述人員名單請詳填於附件一。 

三、績效指標 KPI 

指標項目 數 量 備 註 

公開講座場次        2   場 ※註：講座成果請詳填於附件二。 

工作室諮詢次數      6   次 ※註：諮詢成果請詳填於附件二。 

墨碇 十款合計 65 件 ※註：標的成果請詳填於附件三，單件作品須各別填寫。 

成品展示 1   場  

四、學生參與心得 

學生心得 7篇 ※註：心得請詳填於附件四，至少三篇。 

 

五、工作室執行之具體成效說明 

    1.學員端： 

    從 10 月 3 日開始到 12 月 15 日這短短的兩個半月內製作出六款 30 個造型墨錠，對於七

名學員來說，這將是最深入最深刻的一次去瞭解自己使用在書畫創作用的墨條。礙於計畫執

行截止日即將結束，對於墨的成份尚無法進行精準的試驗調整，但是渴望將來還能持續在各

個部分上進行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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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除了創作書畫作品外，對於將來投入職場或開創新業，本工作坊計畫提供了實質的

參考。 

 

    2.業師端： 

    業師曾子雲老師原本在書畫藝術學系擔任兼任書法篆刻教學教師，課餘時間對於墨的蒐

集與製作研究多有深入的實際操作與史料收集。本次能邀請曾子雲師擔任本計畫工作坊的業

師指導學員製作非常適恰。除了依照計畫中規定六次技術諮詢輔導之外，曾老師隨時在

facebook墨非墨工作坊社群網頁中回覆學員所提出的問題。在兩次公開講座(〈煙料的墨色

與效果〉、〈墨團搗練的步驟與方法〉)中也提供自己長期蒐集的珍貴墨錠(例如，有民國 45

年臺灣所產的墨錠，中國、日本、韓國所產的墨錠)、自製墨錠，提供研磨比較墨色。藉由

業師對於墨市場的瞭解，將推廣本工作坊所製墨錠在市場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此次計畫期

程僅短短兩個半月，所製墨錠雖還不可真正拿來研磨使用，但是其成份試驗與創意造型是足

以能夠提高市場對墨錠認識的新鮮程度) 

 

    3.計畫主持人端： 

    本計畫主持人林錦濤老師，長期關心書畫家所使用之顏料、墨、紙張、毛筆等用品對於

創作作品的影響。首先，就以墨錠作為最先探討的項目，故成立墨非墨工作坊申請本計畫經

費。在設備、物料、製作經驗等一切從零開始，不斷地與業師商討用最節省經費的方式、僅

量使用生活中可替代的物料器具，和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製墨程序。並向學校爭取一間回收

校舍做為製墨工坊，讓學員盡情大膽地在工作坊裡實驗、測試、製作，並時時關心學生製作

進度。 

   

    4.書畫藝術學系端： 

            作為墨非墨工作坊的行政支援端，書畫系辦公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除了協助計畫

主持人進行計畫執行所需要的行政服務(例如，公文撰寫、工作坊空間規劃、採購核銷作業、

經費執行管控、展示空間規劃安排等等)。工作坊的實際操作在其他本系課程中可提供實質

性的墨條成份研究，對於書畫教學經常使用的「墨」的顏料更有了深度的理解，並回饋給使

用者(書畫創作者)參考價值。工作坊的開發，開啟了本系獨特的教學發展與更具書畫專業的

開創，並留下珍貴的資料。 

 

    5.學校端： 

            墨錠的產出在學校的課程中或文創商品中並無前例，這是第一次由本校自製生產製作

的墨錠。雖然尚未達到上市的成熟度，但是將來如果能夠穩定成份與量產，一定能成為本校

獨特的文創商品之一，或作為致贈外賓的禮物。同時也是學校提升學生就業(創業)的之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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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老師 

姓名 系所名稱 職稱 專長 重要成就(或曾參與計畫經驗) 

林錦濤  書畫藝術學系 專任副教授 
書畫創作、 
中國美術史論 

1.104 年藝海綴珠海峽文化藝術公

司策展主持人。 
2.103 年 60 週年校慶紀念商品開發

專案教學卓越計畫學程召集人。 
3.102 年文創商品工作坊臺藝大文

化教學卓越計畫學程召集人。 

林淑芬 書畫藝術學系 
行政專員、 

兼任講師 

活動專案企劃、 

書畫創作與史論 

1.96 年~100 年撰寫申請教學卓越

計畫：「鄉土水墨畫寫生-林園之

美、西門町之美、艋舺大稻埕之

美」、「彩繪陶瓷活動」、「彩繪服飾

活動」、「國際書畫研習活動」。活動

執行、課程規劃、編輯成果專輯印

刷。 

2.100 年~104 年海外研修計畫(日

本-上海-天津-敦煌)行程規劃承辦

執行成果展覽。 

學生 

姓名 單位 年級 專長 重要成就(或曾參與計畫經驗) 

凃雨芯 書畫藝術學系 日碩二 水墨創作 

1.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102學年

度暑期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2.新北市 102年度國中人權教育議

題課堂教學研究優良實踐案例甄選

榮獲特優、優等及佳作。 

陳昱廷 書畫藝術學系 日碩三 水墨創作  

張閔超 書畫藝術學系 日碩三 書法創作  

林育正 書畫藝術學系 日碩三 史論 單任中國美術史課程教學(TA)助理 

趙基任 書畫藝術學系 日四 水墨創作 單任 102 學年度系學會會長 

簡喬琳 書畫藝術學系 日四 水墨創作  

温彥翔 書畫藝術學系 日二 水墨創作  

業師 姓名 公司名稱 職稱 專長 重要成就(或曾參與計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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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雲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 
兼任講師 

書法史、篆刻

史、書法篆刻創

作、書畫材料研

究 

1.52屆省展篆刻金牌書法銀牌

(省政府) 

2.54屆省展篆刻銅牌(省政府) 

省展免審查(省政府) 

3.第二屆、第五屆大墩獎(臺中市

政府) 

4.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5.全省美展首獎 

6.大墩美展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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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講座成果(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 講座名稱 煙料的墨色與效果--講座(1) 

墨團搗練的步驟與方法--講座(2) 

2. 講座地點 墨非墨工作坊(書

畫園區) 

時間 (1)104年 11月 7日(六)12:00~13:15 

(2)104年 12月 5日(六)12:00~13:10 

3. 講座內容介紹 講座 1煙料的墨色與效果 

一、 煙料大致分兩種： 

(1)油料取煙：不完全燃燒才可以留下黑煙，如果完全燃燒就煙

就跑掉了(變二氧化碳)一般說油煙墨，就是一般的油所燒出來的

煙。目前便宜的油煙墨就使用石油燃燒，另外坊間也有再加入煤

的那質地就會刮傷硯台。液體的東西讓它燒，所留下的煙就會必

較細，書畫使用上就能滲入紙張纖維陳色就會必較細膩。 

(2)木材取煙：古代製作墨大部分都以木材取煙。其實任何材料

都可取煙，如松煙(最常聽到的)、桐油煙、油菜煙。(曾老師帶

自己蒐藏的各種類墨錠讓聽講學生觀察、嗅味、觸摸、研磨)。

松煙的顆粒較粗，因為松脂(松油)的影響，當取得的煙，顆粒大

的時候，就要靠捶打來讓顆粒變小(因為不斷的摩擦讓分子變

小)。示範將油菜子煙研磨：油菜子煙墨錠外表包一層純黃金，

磨製出來的墨汁，會呈現油亮光澤，如此在商業上的賣相會很好。 

二、 如何辨識好壞墨條：目前市售的墨條成分大致上都是化學成分

(煤渣)調成的不過大致都會刮硯台，也就是說製墨時內容物加入

了其他的物料顆粒不均勻。目前工作坊的收煙是以油煙為主(因

為收松煙需要很大的場地)，只要使用大瓷碗來承接燃燒出來的

煙，所以場地不需要很大。另外調和墨煙的膠也是關鍵，例如骨

所熬出來的膠較不具黏性，黏性最好的還是魚膠。如果以前買到

不好的墨條(但是要先確認成分是單純是煙料及動物膠)可以加

熱蒸(加熱時膠會褪去)使其變軟後，再加以槌搗讓分子變小後陰

乾再研磨使用。 

三、 煙料的顏色：一般認為煙燒出來的都是黑色，其實並不然。像燒

松木所產的煙料就偏青色，也就是所謂的青墨(有一些會加花青

顏料)。其實所有的油都可以拿來試驗燒煙，像是汰換下來的機

油回收油也可以。重點是書畫家所需要在畫面上呈現甚麼樣的色

調的墨色，我們可以來試驗，包括燒煙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墨的

濃淡顏色。 

四、 給工作坊的建議：量化紀錄、訂一個測試法(例如，墨製出來後

在紙上的滲透力效果)、花時間收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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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2墨團搗練的步驟與方法 

一、 針對學員所製做的墨錠介紹 

    學員們之前有做一個墨，呈現銀色的墨條，我認為是成功的，

失敗的是在材料。同學所做的墨條在觸感上感覺冰涼，而不像真

正單純墨元素的感覺，至於呈現銀白的顏色，是因為金屬氧化之

後的顏色，所以這並非我們所要的墨。目前的墨條內容還有其他

元素，現在市售的墨條為了加強對紙的附著，甚至加了樹酯、錳(為

了讓它比較黑)、鐵、鉛。所以希望同學能大量收煙(燃油收煙)。

煙囪的煙粉介紹，(林淑芬助教提供)這是燃燒木材的煙囪所刮下

來的煙粉，其中一包顏色較偏褐色，這是因為碳元素被燒掉所呈

現的顏色。 

二、 墨團搗練影片觀賞解說 

日本製墨方法與中國製墨方法比較。我認為日本製墨的方式比較

接近古代在製墨的方式。(業師一邊解說影片不同製墨場的收煙過

程、揉輾方式(影片中工人以雙腳在熱的金屬板上揉踏墨團)、陰

乾的方式說明)。 

三、 同學提問：(1)香料問題(業師回覆重點：麝香、乳香、冰片)、(2)

臺灣製墨的方式(業師回覆重點：臺灣最早有一墨廠-中國統一墨

廠(民 40多年)、(3)工序與材料(業師回覆重點：方法沒有問題重

點是材料)、(4)墨條中有沙丁(業師回覆重點：工廠在製墨時過篩

不足或其他因素)、(5)乾燥問題(業師回覆重點：在臺灣氣候是應

該要抑制黴菌生長劑(中藥)的，煮膠時可加入)。 

  

煙料的墨色與效果--講座(1) 煙料的墨色與效果--講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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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團搗練的步驟與方法--講座(2) 墨團搗練的步驟與方法--講座(2) 

二、諮詢成果(1) 

1. 諮詢學生名單 温彥翔、凃雨芯、簡喬琳、張閔超、陳昱廷、趙基任、林育正 

2. 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 

3. 諮詢地點 美術大樓 4004教室 時間 104年 9月 22日(二)12:00~13:40 

4. 諮詢內容 1. 古代製墨過程概述：以大家認識的油煙墨和松煙墨分別說明。 

2. 製墨所需料品取得說明：例如，煙的形成、膠的種類及成分、墨條加

熱塑形。 

3. 燒煙所需器具設備與過程說明：如，集煙器具、集煙架的架設擺放、

油的種類說明。 

  

計畫主持人介紹業師給學員 學員仔細觀察業師提供的墨條 

  

業師說明古代製墨過程 業師講解製墨過程所需器具物料 

 

諮詢成果(2) 

1.諮詢學生名單 温彥翔、凃雨芯、張閔超、簡喬琳、陳昱廷、趙基任、林育正 

2.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助教)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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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諮詢地點 書畫園區製墨工作坊 時間 104年 10月 17日(六)12:00~13:20 

4.諮詢內容 1.和墨：先以實驗性(較便宜的炭素)粉末作為兌膠和墨的實驗。 

2.兌膠比例：學員先自訂粉末與膠的比例進行和墨，再進行比例調整，直 

  到能夠成為麵糰狀的「墨團」。(溶膠粒的方式與一般繪畫程序相同，故 

  此步驟業師不需要再做指導) 

3.實驗性墨錠(條狀、塊狀)陰乾方式指導。 

  

學員實際操作：實驗用炭素粉兌膠 林淑芬助教也和學員一起參與和墨實驗 

  

業師與學員討論墨錠陰乾方式 學員第一次製作失敗無法成形的墨錠 

 

諮詢成果(3) 

1.諮詢學生名單 林育正、趙基任、簡喬琳、温彥翔、凃雨芯、陳昱廷、其他有興趣的學生

簡廷宇 

2.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助教)林淑芬 

3.諮詢地點 書畫園區製墨工作坊 時間 104年 11月 14日(六)12:00~13:10 

4.諮詢內容 1.揉輾與捶打：繼上週已經成功掌握實驗用炭素與膠的比例後，形成的墨

團需要經過不斷的揉輾，濃膠變硬後較不易揉。捶打的目的除將粉末中的

分子再變得更小更細，粉末與膠充分附著在一起也是重要的，這也會關係

到製好的墨條是否會刮傷硯石。 

2.原本學員僅捶打 800杵就以為足夠，但經業師建議需槌打千杵或萬杵才

能有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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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墨團揉輾捶打 陰乾中的墨錠，因環境尚未改良前有些墨塊已經

長了霉菌，有請業師指導如何鋪置除濕 

  

業師針對每次製墨過程記錄進行指導 業師親自示範墨團塑型 

 

諮詢成果(4) 

1.諮詢學生名單 簡喬琳、凃雨芯、温彥翔、張閔超、陳昱廷、趙基任、林育正 

2.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助教)林淑芬 

3.諮詢地點 書畫系辦公室 

書畫園區製墨工作坊 

時間 104年 11月 21日(六)12:10~13:15 

4.諮詢內容 1.針對墨錠陰乾方式提供改善：因工作坊空間位處一樓，雖放置高處架

上，但該空間濕氣較重，陰乾環境較差。改善方式將以製好墨條置於宣

紙上，宣紙下鋪以大量碎紙片，在墨錠上再蓋一張宣紙，在上層的宣紙

又再鋪一層碎紙片(業師建議如可以收集到香爐灰燼替代碎紙片最好，再

可用紙箱當作乾燥箱使用)。 

2.墨錠造型討論：以好脫模及方便研磨使用為考量方向。其他可愛造形

或奇形怪狀由學生自由發揮。 

  

陰乾中的墨條，旁貼有內容製作日期與成份

紀錄 

業師與學生討論各式墨所研磨出來的墨色與顆

粒，以及接下來要想要塑造的造形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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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收集的各種墨條，作為自製墨錠外形參

考 

與業師討論成品墨錠尺寸與將來要包裝墨錠的盒

子大小 

 

諮詢成果(5) 

1.諮詢學生名單 林育正、趙基任、凃雨芯、張閔超、簡喬琳 

2.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助教)林淑芬 

3.諮詢地點 書畫園區製墨工作坊 時間 104年 11月 28日(六)12:10~13:15 

4.諮詢內容 1.墨的滲透：業師指導學生將這五個星期所製作出來的墨錠進行研磨，觀

察墨色在宣紙上的反應。對於學生提出原碳粉是黑色的，但是經兌膠、槌

打、塑型、陰乾後，反而變成像鉛筆芯的鐵灰色問題給與回應，業師回應

成份中含有金屬成份，而且越槌金屬的顏色越顯著。 

2.收煙：(計畫案時間有限，業師建議以燒製油料收煙為主)測試結果以廢

回收機油收煙效果最好、煙最黑、量最多。建議多組幾組收煙架及大瓷碗

收煙。 

(這幾週所製墨錠的陰乾程度不足還不能拿來正式創作使用) 

  

業師試驗學生做出墨錠的墨色，觀察滲透效

果與速度 

業師試驗學生做出墨錠的墨色，說明粉末如摻有

金屬成份，其墨錠將會出現色變(金屬氧化光澤) 

  

指導學員收煙 指導學員收煙 

 

諮詢成果(6) 

1.諮詢學生名單 温彥翔、凃雨芯、簡喬琳、張閔超、陳昱廷、趙基任、林育正 

2.業師 曾子雲 老師 林錦濤、(助教)林淑芬 

3.諮詢地點 書畫園區製墨工坊 時間 104年 12月 12日(六)12:1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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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諮詢內容 業師的建議還是收煙和槌打次數。 

收煙需要燃油，目前油料(建議先不要使用廢棄回收機油，因為這種煙

雖黑又多，但是燃油會產生有毒氣體對人體有害還是不用為宜)已經買

進生桐油，只要花時間去燃油收煙，這樣才能真正兼顧墨錠的成分品

質。 

另外，同學作出來的墨錠陰乾時容易產生裂紋，這是槌打次數不足，

膠與煙無法充分附著在一起所致，還有溫度也有關係。所以這也需要

花時間和體力去到搗練。 

  

計畫主持人林錦濤老師與業師曾子雲老師一

起視訪學員收煙狀況 

燃油收煙實況 

  

燃油收煙狀況 收煙成果，約燒製一晚的成果(量極少不足製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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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三、開發標的說明 

1. 標的名稱 墨錠 

 

產出件數 十款，合計共 65錠。 

1.長條形墨條(圓柱形、方形)  

2.手感 Q版墨錠 

2. 標的說明與介紹 本次目標需製作六款造形墨錠，經計算統計共有十三款合計 65錠： 

    一般常見的長條方形和長條圓柱形，其中長條方形於平整處壓印

書法字體(書法字句由工作坊學員發想票選，字體由老師或學員書寫後

送製模廠進行雕刻)，或壓印有其他花紋紋飾。並由其文字或花紋樣式

命名，例如墨錠上有七玄字樣者稱為「七玄墨」、壓有花朵紋樣的即稱

「花之物語」…等。另外有仿台北市地標 101大樓造型之墨碇。 

    另外為手感 Q版墨錠，多不使用模具，直接捏抓成形，例如球形

墨、仿石墨、卡通仙貝墨…等。 

  

仿石墨錠 長條七玄墨錠(搭配書法線條裝飾) 

    

銀(色)墨 手擀形(左圖上)、鬼頭形(左圖下)、丸形墨(右圖) 

  

薄片墨碇 仿北市地標 101大樓墨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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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物語墨錠 卡通仙貝墨  

四、執行過程說明(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 學生實際執行內

容說明 

    自 9月 9日由計畫主持人林錦濤老師集合各學員說明本計畫工作坊

主要執行標的與模式後，立即進行製墨任務分組(表一)以及排定實作時

間(表二)，規劃安排業師諮詢指導時間。 

(表一) 

職稱 姓名 職務內容說明 

計畫主持

人 
林錦濤 

統整本計畫所有資源項目協助學員與產業界聯

結。 

業師 曾子雲 
業師提供理論(技術)專題講座*2場、技術性指

導(諮詢)*6場。 

助教 林淑芬 
計畫書撰寫、執行管理、成果報告書撰寫、經

費核銷。 

學員 
凃雨芯

(日碩) 

1.製墨原物料採買---與業師聯繫並向廠商採

購，經費控款。 

2.製墨過程攝影(拍照)記錄、文字記錄。 

3.實驗操作。 

4.訊息發布：講座資訊、階段成果。 

5.成果展示布置。 

學員 
林育正

(日碩) 

學員 
陳昱廷

(日碩) 

學員 
張閔超

(日碩) 

學員 
趙基任

(日四) 

學員 
簡喬琳

(日四) 

工讀生 
温彥翔

(日二) 
工作坊清理、聯繫業師講座及技術諮詢時間。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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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製墨實作排班表：實施時間 10月 19日起至 12月 20日。 

 

這七名來自不同年級的學生，除了自己的課業需要修習之外，犧牲假期

與課餘休息的時間共同在製作墨錠的這件事情上面不斷與業師(曾子雲

老師)請益。從油料燒煙的試驗開始，舉凡能產生煙霧的物品皆是學生試

驗的對象(例如，煤油、酒精、針車油、蠟燭、蚊香、回收機油、亞麻仁

油、桐油…等)，收煙效果最佳的則是回收機油、亞麻仁油及桐油。由於

大家都沒有製作墨條的經驗，膠與粉末的比例一直無法讓墨錠成形，搥

打的次數不足百千次…。經過第三次業師技術指導後，逐漸能夠做出固

體狀且能研磨出墨色的墨錠。 

    學生在不斷的嘗試失敗與再製的過程中，學習到古人製作顏料的嚴

謹與毅力。燒油時在瓷碗所產生的薄薄一層黑煙灰，不斷地燒油、刷掃、

累積，才能積累少許的煙黑粉末。漆黑的雙手是製墨過程的視覺痕跡，

烏亮光澤的墨錠是甘苦點滴的積累。 

 

2. 業師及指導老師

協助內容說明 

1.業師所指導內容說明整理如下(詳細內容請見各次技術諮詢成果記

錄)：古代製墨過程概述；製墨所需料品取得說明；燒煙所需器具設備與

過程說明；兌膠與和墨；墨團的揉輾與捶打；墨錠陰乾方式指導與改善；

建議墨錠造型以好脫模及方便研磨使用為考量方向；收煙技術指導。 

2.業師同時也學員成立的網路社群臉書(FaceBook)隨時回覆學員的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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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校外資源投入、執行成效……) 

 

 

計畫主持人林錦濤老師與學員討論工作進度 工作實況 

 

改良前             改良後 
 

燒油收煙過程：(左圖)第一次自製簡陋的燒

煙裝置；(右圖)精進改良後的燒煙架 

業師(曾子雲老師)提供自己蒐藏的墨錠給來聽講

的學生觀嗅(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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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紙箱陰乾中的墨碇(上下各鋪宣紙與灶

灰) 

學生自製的墨碇陰乾箱 

  

 

林錦濤老師試墨 林錦濤老師試墨作品展出 

 
 

書畫系李宗仁主任試墨 書畫系李宗仁主任試墨作品展出 

  

成果展示於書畫系系館一樓大廳實況 成果展示於書畫系系館一樓大廳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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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五、學生心得(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 學生姓名 林育正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碩士班三年級 

2. 參與工作室心得 古法今用，台藝書畫系－墨非墨製墨工作坊 

    我們嘗試著，用科學的方法，做出墨條。從頭土法煉墨是一個異常

辛苦的過程，從一開始的百廢待興，到墨條真的慢慢被製作出來中間經

歷過各種失敗與挫折。從點燈開始，點甚麼油？燒得好不好？ 燒出來

的煙效果如何？冉冉青煙升起，化作濃得化不開黑煙，百般嘗試之後才

確立了現在使用亞麻仁油跟古法使用桐油的雙軌並立。一筆一筆數據的

建立是最大的滿足與收穫，或許我們還沒走到成功的那一步，但是至少

我們知道了 那些路不能再走。製墨看似有趣，事實上則是各種辛苦與

艱難，感謝錦濤老師與子雲老師的指導，讓我們製作上可以少碰幾次失

敗路，謝謝淑芬助教的各種協助，讓我們可以無後顧之憂。也感謝台藝

教卓，讓我們有這個機會把古人的路再走一遭。經驗難得可貴，最是該

萬分感謝。 

    明燈點起，青煙冉冉，化作吸去所有光線的黑煙，毛刷清掃，盡收

於瓶內，從此黑煙成了珍寶，點滴收集，分毫不棄。搓揉、摔打、重捶，

黑煙與清膠的見面是磨難的開始，打從一開始的誰是正宮誰是偏房就多

有嫌隙，重捶、重捶、重捶，很重要所以說三次，敲得兩者從此無法分

離。古法有云：敲三萬杵，敲的黑煙滿臉透亮，全身酥軟，好友冰片麝

香的探視讓黑煙脫胎而立，身有異香。入模之後黑煙卻依然沒機會喘

息，額頭被蓋上了通天印，從此黑煙有了自己的名字。黑煙開始與離開

身體的水分拉鋸，深怕速度過快就土崩樓塌，皺紋滿佈。度過此劫以後

的黑煙，繼續歷經整形，點色，上箔的美姿美儀訓練之後，方有自己的

豪宅，一個量身訂做的桐木盒，得以棲身。 

  

林育正和墨實況 林育正製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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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姓名 凃雨芯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碩士二年級 

2. 參與工作室心得     很開心能參與這樣的計畫，覺得非常有意義，雖然剛開始幾乎什麼

都不懂，但是經過老師與學徒們一步步的研究與討論，慢慢開始從零到

一。工作坊一開始空空如也，連置物架都要自己搭建與佈置，幾乎都要

自己動手做，很欣慰的是助教與老師們都能一起幫忙，書畫系真的是很

棒的大家庭。 

 此工作坊成員，是由不同學年度的學生組成，由於我算是擔任聯繫

人的角色，因此要找到大家的共同時間，可說是難上加難，常常需要一

個一個問何時有空，後來決定把不固定的時間轉為固定，讓大家清楚的

知道開會與製作的時間，也方便大家把事情排開。除了安排時間以外，

詢問大家意見或訂購便當時也有難度，因為有幾個成員比較忙碌，因此

常常聯繫不到或者早上留言要到晚上才回覆，雖然如此，但很感謝每個

成員都很樂於發表意見且參與其中。 

 製墨過程從燒煙、集煙、和墨到成品，每樣都必須實驗，用什麼油

燒出來的碳粉、用了多少比例的膠與碳粉、中間捶打幾下、是否加熱、

是否能成形...等等，每一個步驟都必須不斷的實驗與討論，雖然此次的

成品不見得是完美，但是重要的是延續研究與實驗的精神，讓臺灣有好

的墨能產出，把中國傳統的製墨再往前推進。 

  

凃雨芯出席會議討論 凃雨芯製墨實況 

  

1.學生姓名 張閔超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碩士三年級 

2.參與工作室心得     經過此次的墨非墨計劃後，使我獲益匪淺，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

其一，在理論方面，由於老師們的製作及用墨經驗並提供我們相關的製

墨原理與化學知識，讓我們在選用油料的過程中，能更清楚地知道油料

成分將是能否燒製成煙料的關鍵因素，因此也少走了許多冤枉路，並在

蒐集相關資料時，能迅速地了解其媒材特性，而能夠擷取從煙料到製作

成墨條這中間過程的要領。其二，在實務方面，透過了基礎理論的加深

印象後，無論在尋找原料抑或是相關製墨工具，舉凡︰膠料、煙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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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墨模、加熱工具、攪拌和碾壓器具等相關物品，都較能夠找尋最

適合的原料與機具。雖有理論基礎，但在製作做的過程中仍歷經不少次

的失敗經驗，但從失敗經驗中汲取經驗值，也不失為一項好處。其實，

隨著每一次實驗中，都能發現每次都有些許的進展，對於煙料與膠料的

比例分配及攪拌搥打的次數也更能掌握，因此較能夠製作出既可塑型又

能易於發墨的墨條原型。 

   

 

張閔超揉墨團實況 張閔超自製墨條 

  

1.學生姓名 陳昱廷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碩士三年級 

2.參與工作室心得     我是一位從小就磨墨的孩子，常有人問我墨汁很方便，為什麼還要

磨墨?我知道其實很不一樣，但卻又說不上來，加入製墨工作坊後，我

們開始充實墨的相關知識，並結合實務經驗操作，才知道原來墨條有這

麼多的學問和深度；好墨的條件有：「煙細」、「膠輕」、「色黑」、「味

香」。一開始我們什麼也不懂，從選材備料就實驗，從失敗中學

習，「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我的老師送給我的座右銘，

所以我們還親自燒油，點燈集煙，同伴們彼此協助，經過千錘

百鍊，才能磨無聲，硬如鐵，成為理想的墨條，還好有子雲老師

指導我們，錦濤老師和淑芬學姊的全心付出，更使我們能克服重重困

難，讓我們做出來的墨每條都意義非凡! 

    

 

陳昱廷與同學合作收煙 陳昱廷槌練墨團 

  

1.學生姓名 簡喬琳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部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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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工作室心得     起初因為對墨條的產生和製作過程很感興趣，所以就報名了這次墨

非墨工作坊的學員。在第一次講座聽過子雲老師的講解之後，其實墨條

的製作就是煙和膠的調配，這是簡單之處，但也是最難之處；如何拿捏

煙和膠的比例是製作墨條幾個月以來收穫最多也是花最多時間的，從完

全不知道比例，到參考古法，甚至最後已經是靠手感和觀察拿捏比例，

這些都是無法言傳的親身體會。一切的起步都是從零開始，包括煙和膠

的收集和採買，搥打的器具和木檯，集煙的鐵架搭起，一步一步都是學

員和師長親手累積起來的成果，最後收穫了或許不是完美但卻是扎實的

墨條，幾個月的時間非常充實，是一次非常寶貴的經驗。 

 

 

 

簡喬琳製墨實況 簡喬琳自製墨碇 

  

1.學生姓名 趙基任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部四年級 

2.參與工作室心得     剛開始聽到墨非墨計劃時，莫名的燃起一股想參加的慾望。 

    在工作坊裡，年紀屬於較小的我，受到學長姊的照顧特別多，讓我

有了特別像家的溫暖。也剛好在暑假期間接觸了澎湖生活博物館文物清

洗的歸檔工作，讓我在記錄工作能更佳勝任，墨非墨是一個形式多元的

工作坊，包含製墨的實際運作和講座課程，都帶有墨文化的蘊含。一開

始覺得墨條就只是筆墨莊的產品；但在實際接觸後，從器材及材料採購

到包裝設計，一一的運作量產後，讓人覺得從零到有的成就感；儘管我

們也曾失敗過，但每一次的檢討及改善，都成為了我們的動力，希望未

來還能有這樣的計劃案，能讓更多的學生接觸到不一樣的大學生活，也

由衷的真心說墨非墨工坊值得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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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基任收煙實驗紀錄 趙基任拍攝業師技術諮詢輔導 

  

1.學生姓名 溫彥翔 系所/年級 書畫系日間部二年級 

2.參與工作室心得     感謝錦濤老師的提拔讓我能夠有機會進入工作室，才二年級的我對

於書畫材料一直不是很了解，經由這一學期子雲老師以及學長姐的指

導，才對於書畫原料有了深厚的認識。 

    看似簡單平凡的製墨過程以及步驟並不簡單，在一次與一次的試驗

中失敗，有時知道原因有時卻毫無頭緒，碳料與膠料的結合並非想像中

容易，往往捏塑不出墨條該有的樣貌，如灘不受控制的爛泥。 

    但那不成型的醜陋墨塊乾燥後研磨，顯現各式不同墨色時依然有著

強烈的成就感。例如我試驗的比例及搥打出的墨實驗過後有讓人驚豔的

墨韻層次時大家都雀躍不已，不過下次在用同樣比例時卻不若原先第一

塊的品質優，大家也不知道原因何在。 

    每個人的個性也會在製墨時顯現在每人的製作過程以及成品上，一

起互相琢磨、討論，精進技術，紀錄下所有數據，希望這些紀錄能夠繼

續傳承下去，用慣墨汁的我也開始愛上墨條，看出墨色之間的差距，這

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讓我受益良多。 

  

 

溫彥翔與學長姐們製墨實況 溫彥翔協助教卓總辦《墨錠》短片協助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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