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藏漆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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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 語出 老子 ： 和光同塵 ，原來是指為人處事光芒溫和，不標新立異，與塵俗相融。這裏借
用來指漆器內斂的光澤。 剔采 的 剔 特別強調以刀雕刻的技法， 采 則是指風度、形貌，也就是
運用雕刻的手法呈現漆器的氣質。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以下簡稱本院 收藏的漆器以明、清的雕漆器為
主，因此以 和光剔采 作為特展的展覽主標題。
」

（

雍正皇帝偏好洋漆，因
此宮中多用洋漆製品。洋漆是
指黑地金漆日本蒔繪風格的
漆器。清宮有時稱﹁日本﹂為
﹁東洋﹂，故稱日本漆器為
﹁洋漆﹂。康熙時宮廷中已使
用洋漆，地方上亦進呈洋漆。
︹註三︺
雍正七年︵一三二九︶，
宮廷特別在造辦處附近設蓋地
窨，以製作洋漆。雍正九年
︵一七三一︶皇帝因為十分滿
意宮中洋漆製作，曾賞銀給洋
漆活計。不過，相較於洋漆的
興盛，雕漆製品則少之又少，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三月

「 ）

方漆器到北方會有裂紋，不
能久用，因此不要再進。﹂
︹註一︺
句中所謂﹁南方漆器﹂
可能指雕漆類。康熙時期確有
雕漆送進宮廷，如康熙五十六
年︵一七一七︶皇帝六十大壽
時，親王、大臣進呈各式珍
品，其中包含前代漆器，有些
是永樂、嘉靖款，有雕漆也有
填漆。 ︹ 註 二 ︺乾隆時期地方進呈
的漆器更多，院藏一件剔紅如
意雲紋菱花式盤，附清宮墨書
黃籤：﹁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
初三日收﹂。可見許多明代漆
器是在清代時進入宮廷收藏。

」

院藏漆器來源
本院收藏的漆器約七百
件，包含多種漆工藝類別，如
雕漆、填漆、螺鈿、蒔繪等，
以雕漆的數量最多，其中剔
紅、剔彩為大宗。除了數件元
代作品，大多是明、清時期製
作為主，尤其集中在清代。而
這些漆器的來源主要有二：一
為地方進呈，一為清宮製作 ─
大多由清宮發樣，在江南的蘇
州或揚州製作。
根據檔案和現存實物可
知，康熙時期，宮中似乎沒有
製作漆器，康熙曾說：﹁南

16

2008 年 6 月

專輯

和光剔采－故宮藏漆特展

乾隆款︵圖一︶和嘉靖款︵圖
二︶的樣式幾乎一模一樣，只
是乾隆款者色彩較鮮豔，雕工
更規整，又因工序嚴謹，因此
漆層與胎結合堅實緊密，說明
乾隆在刻意模仿嘉靖製漆的同
時，更有意表現乾隆時期本身
雕漆工藝的高水平。
除了模仿前朝製漆，乾隆
時期又加入改變，例如，乾隆
皇帝曾宣旨，照宣德款紅雕漆
碗大小樣款製漆碗，但在四面

明

嘉靖

剔彩春壽寶盒

徑35.7公分

高12.7公分

圖二

清

乾隆

剔彩春壽寶盒

徑35.4公分

高12.6公分

十三日員外郎海望奉旨令漆作
仿製雕漆荔枝盒，最後沒有下
文，可能並沒有成功。 ︹註四︺
清代漆器製作的高峰期無
疑是在乾隆時期︵一七三六 —
一七九五︶，乾隆皇帝對工藝
常採取積極主導的態度，漆器
也不例外。這時期的宮廷常模
仿明代製品，如將大明嘉靖款
的紅雕漆福字盤，交蘇州織造
照樣做四件，刻大清乾隆年製
款 。 ︹ 註 五 ︺院 藏 剔 彩 春 壽 寶 盒

留圓光畫樣，圓光內由梁國治
寫﹁萬歲長春﹂篆字 ︹ 註 六 ︺︵圖
三︶。乾隆皇帝一方面熱衷於
仿製前朝樣式，另一方面又令
江南的織造承作大量創新風格
的漆器，如馴獅寶盒、雲龍寶
盒等等，數量甚夥，因此故宮
收藏的雕漆大部份是乾隆時期
的製作。
楊伯達分析清內務府檔案
推測，清代宮廷雕漆製作始於
乾隆三年，最初由造辦處牙雕
工匠擔任刀工，乾隆四年之後
往往發至蘇州製作，送回宮中
刻 款 。 ︹ 註 七 ︺除 了 蘇 州 之 外 ，
揚州也是雕漆的重要產地。揚
州擅長仿古風格，多以山水人
物為題材。咸豐十年︵一八六
︶，太平軍攻陷蘇州，蘇州
○
織造所屬的雕漆作坊停產，兩
淮鹽政所屬的漆器作坊 ─
揚州
一枝獨秀，十八世紀晚期以後
成為雕漆重要生產地。
本院典藏的漆器約二分
之一原存熱河、遼寧行宮，
另一半原存北京紫禁城，前
者的﹁文物統一編號﹂為﹁中
博﹂，後者為﹁故博﹂。這批
﹁故博﹂的漆器，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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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的﹁原始典藏編號﹂， ︹ 註 八 ︺為
呂、闕、藏及金字號，代表這
些漆器是存放在養心殿、壽安
宮、景仁宮和永壽宮等宮殿，
也就是皇帝、皇太后、太妃、
嬪等人的居所，多作為朝珠、
書冊、飾物等的收藏盒。
本院收藏﹁故博﹂漆器
當中，還有約一半的原始典藏
編號為雲字號，代表是存放

在如意館中。如意館是清代
內務府造辦處的作坊之一，
原是圓明園的房舍之一，咸豐
十年︵一八六 ○
︶英法聯軍
時，圓明園被毀，同治年間
︵一八六二 —
一八七四︶清宮
在紫禁城的北五所重建如意
館。 ︹ 註 九 ︺江南製作的漆器常送
到如意館刻款，這些存放如意
館的漆器很可能是備用品。

坂本五郎先生捐贈
徑15.5公分
圖四

南宋

黑漆瓣式盤

高6.7公分
徑12.7公分
剔紅萬歲長春番蓮紋碗
清

乾隆
圖三

雕漆是皇室日用收藏盒，
也常當作禮物，送給外國來
使，作為皇帝賞賜的佳禮。乾
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與
五十一年︵一七八六︶乾隆皇
帝分別賜朝鮮國王雕漆四件，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 ○
︶
賜琉球暹羅國王雕漆盤四件，
︹註十︺
最多的一次是五十八年
︵一七九三︶英國使者馬 爾
尼來訪，擬賞國王的物件中，
除了玉器、瓷器等外，雕漆和
填漆有二十組之多。 ︹註十一︺
乾隆皇帝之後，嘉慶時期
開始宮中就很少發樣到江南製
作雕漆，不過，每年仍然沿襲
乾隆皇帝的例子，賞賜朝貢的
朝 鮮 國 王 雕 漆 器 。 ︹ 註 十 二 ︺清 代
晚期江南不再製作雕漆，光緒
二十年︵一八九四︶為慈禧太
后六十歲慶典，發至蘇州的雕
漆活計，已無法覓得雕漆工匠
承 作 。 ︹ 註 十 三 ︺十 九 世 紀 以 後 ，
宮廷中製作及進奉的漆器數量
大減，院藏晚清漆器的類別多
為河北、福建、廣東等地方製
作的金漆、單色漆器或描漆、
彩漆類的漆器，例如院藏紅漆
描金南瓜式盒為河北製作，金

18

2008 年 6 月

專輯

和光剔采－故宮藏漆特展

漆彩繪山水長方盒為福州製
品。

展覽內容
本次展覽精選展品近一百
件，以雕漆為主，並包含填
漆、鑲嵌、素漆和戧金等類漆
器。展覽分為序曲和五個主題
單元，在﹁序曲：宋元漆器﹂
之後，接著為明清花卉紋、明

清山水人物紋和明清雲龍紋三
個主題單元，著重呈現相同紋
飾主題中，明清互相承繼與變
革的部份。第四單元是清乾隆
寶盒，強調乾隆時期宮廷主導
的漆器，有別於明代以來傳
統，所特有的創意。第五單元
清中後期的複麗，一方面指沿
襲乾隆時期的風格，另一方面
是清末民初地方性漆器。

序曲：宋元漆器
﹁序曲﹂單元中展出宋代
素漆和元代剔犀。單色漆器是
漆器最早出現的類別，早在新
石器時代就以漆飾木胎，漢代
以紅或黑為主，也是後來漆器
的主要色彩，黑色是漆在空氣
中氧化後自然呈現的顏色，紅
色則是添加朱砂調製而成。在
漆器的製作過程中，胎的成形
是髹漆前的重要步驟，院藏宋
代漆器︵圖四︶，漆色深褐，
漆質具透明感，器胎是圈木成
形，也就是以一片片的薄木片
接合、修整，然後敷泥，之後
才上漆，因此輕薄光滑。不論
是以瓣形或是方折為造型，輪
廓線條十分優雅，和宋代官窯

瓷器有相同的美感。器緣鑲有
金屬扣，兼具牢固與美觀的功
能。
雕漆是指多次髹疊的漆層
上雕飾紋樣的裝飾技法，剔犀
是其中較早出現的類型。剔犀
大多作如意紋，經由剔除紋飾
以外的部份，表現刀切側面顯
露出來的漆層，因為漆層層疊
的線條，流轉自然，猶如犀牛
皮磨損後的層次變化，因此稱
為剔犀。
現存出土的宋代剔犀，
多為南宋︵一一二七 —
一二七
九︶文物，包含碗、鏡盒、
奩、小圓盒等，地點集中在江
蘇及福建。漆色為紅、黑、黃
三色，漆層有些作二色或三色
更疊，有些在單色中夾著一、
二道紅、黑色線。紋飾作如意
雲紋或捲草紋，圓盒中央的圓
心部份，或作變形如意雲紋或
作 花 形 。 ︹ 註 十 四 ︺如 意 雲 紋 的 基
本型式變化不大，值得注意的
是，組合成紋飾後，宋代剔犀
如意雲紋紋飾之間，也就是紋
飾外圍部份造成的形狀，各各
相同，和元、明兩代剔犀的作
法，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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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8.4公分
剔犀如意雲紋圓盒
十四世紀
元
圖五

目前考古出土還沒有發現
元代︵一二七一 —
一三六八︶
剔犀，整理出土元代銀器上的
如意雲紋發現，十四世紀上半
時，如意雲紋的轉折趨方，紋
飾之間重疊的部份增加，紋飾
線條的粗細變化加大，使線條
富速度感。展出兩件剔犀圓盒
兩件，一件︵圖五︶刀切面

U

圍平均排列三個雲紋，雲紋兩
邊的捲曲形正位於盒蓋與盒身
的轉折處，有如兩個突出的大
眼，雲頭寬扁，彼此緊密相
接，造型活潑大方。兩件圓盒
的漆面均打磨圓潤，細膩溫
潤。宋、元雕漆的高度發展，
為明初剔紅漆器的高峰期奠定
了穩定的基礎。

徑27.2公分

剔黑孔雀牡丹八瓣盤

圖七

元末明初

斜、深而底圓，有如 字形，
另一件︵圖六︶刀切面直、深
而無底面，有如 字形，是
兩種不同的刀法。前者︵圖
五︶漆色黑中帶透明感，漆層
的側面露出兩條紅漆線，後者
︵圖六︶漆色深褐帶紅，漆層
側面露出八條線條流暢的紅色
漆線。前者︵圖五︶在圓盒周

元

十四世紀下半

徑9.1公分
剔犀如意雲紋圓盒
十四世紀
圖六

V

20

2008 年 6 月

專輯

和光剔采－故宮藏漆特展

明清花卉紋
明初永樂宣德的剔紅工
藝承襲浙江西塘剔紅工藝的風
格。元代末年西塘，也就是現

在的浙江嘉興，有著名的雕漆
名家 ─
張成和楊茂，以擅長剔
紅聞名。張成之子張德剛和同
屬西塘人的包亮，於明永樂、
宣德年間先後被召入宮，擔任
工部營繕所的副使，主持宮廷
的漆工藝製作。
這件剔黑牡丹孔雀圓盤
︵圖七︶，花葉姿態生動，漆
層薄，用刀藏鋒，漆面打磨起
伏圓滑，纖細精緻，是元末明
初雕漆的佳作。明永樂的剔紅
茶花圓盒︵圖八︶也具有相同
的特色，不過，剔紅圓盒的漆
層較厚，花葉較密，幾乎看不
見地漆，牡丹枝葉纏繞，花葉
的安排雖取自自然，卻更富設
計的意味，呈現出永樂朝雍容
華貴的審美觀。
明代晚期十六世紀的剔
紅花鳥盒︵圖九︶，構圖有如
繪畫，枝幹細勁流暢，轉折有
力，枝葉佈局疏朗，和明初
︵圖八︶的紋樣明顯不同。紋
飾底部刻錦地，漆色紅潤，刀
法純熟，用刀帶拙趣，打磨不
多，也和明初︵圖八︶著重表
達細膩起伏與圓潤的美感，大
相逕庭。

再將明代晚期︵圖九︶和
清代乾隆的錦荔寶盒︵圖十︶
比較，錦荔寶盒的構圖密實，
枝幹自下方同時伸入數枝，向
圓心或沿圓周伸展，在近圓心
處聚集三果實，近邊緣處亦各
一果實，葉片繁茂，或翻折或
背或側，幾不見漆地。用刀深
峻，物象邊緣銳利，將果殼描
繪地清晰仔細，追求複雜精巧
的美感。由此可見，明初、明
晚期和清乾隆，三個不同時期
追求不同的美感。

明清山水人物紋

明初永樂、宣德剔紅人物
盒和花卉盒在漆質、用刀等方
面，均有相同的風格。較特別
之處在於錦地的作法，分別以
斜格、波浪和回折紋，代表地
面、中景和天空。這些規律重
覆的幾何形刻線，在光影中閃
爍著光芒，豐富了畫面的視覺
效果，同時地面和水波的斜線
還製造出空間深度的錯覺，而
遠景的回折紋則有如天空中點
綴著的流雲和星光，這三種錦
地的作法一直沿續到清代，成
為剔紅漆器山水紋的典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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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13.3公分
剔紅茶花圓盒
永樂
明
圖八

地，欄杆外代表中景的水紋和
代表遠景天空的回折紋，中景
和遠景僅一線之隔。山石或雲
紋的層次變化婉約，刀痕不
顯，氣氛圓潤沈靜。相對的，
乾隆漆盒︵圖十二︶的近景、
中景和遠景分隔清楚，三種錦
地排列整齊，猶如以尺規量繪

高2.9公分
徑5.9公分
錦荔寶盒

徑7.2公分
十六世紀

圖十

清

乾隆

方式。
比較明初永樂剔紅山水
人物圓盒和清乾隆剔紅仙山寶
盒，可以清楚看出明、清雕漆
的差別。永樂漆盒︵圖十一︶
盒面作庭園人物圖樣，以欄杆
分隔出近景和遠景，近景的主
角置畫面中央，地面作斜格錦

明

剔紅花鳥圓盒
圖九

而成。漆層層疊的層次，自底
而上為錦地、山、樹，每一山
石、雲朵、樹叢又各自再剔刻
出前後關係。再配合銳利清晰
的刀痕，呈現精巧與華麗的美
感。
明代晚期由於商業興盛，
市場活絡，文人參與工藝製
作等因素，使得民間漆工藝欣
欣向榮，吉祥人物、嬰戲、仕
女題材普遍，除了沿續明初以
來的器形外，小漆盒的數量大
大增加，多作為香具或女性用
盒，同時方匣、套盒等也不
少，適宜作為文房、古玩的
收藏盒。仕女嬰戲小圓盒︵圖
十三︶盒蓋在回折底紋上刻一
仕女微步，回首逗弄一童子，
前有一盆假山，後有太湖石與
樹枝圍繞出一完整空間。用刀
熟練，線條流暢，打磨精緻，
人物優雅，氣氛鮮活。八仙獻
壽筆筒︵圖十四︶以八仙為西
王母獻桃祝壽為題材，空間分
為三層，近景小丘有鶴鹿，中
景八仙成列，最上層為騎鳳的
西王母、侍者和雲彩，畫面熱
鬧。漆色暗紅，漆層厚，錦地
之上再疊刻叢樹、雲朵，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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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人物，層次多，用刀直陡，
刀痕清晰，和明初、清初的作
品，明顯區別。

明清雲龍春壽紋

奕。行龍四週，眾雲環繞，雲
朵作如意形，兩側各有雲尾，
除圓心外，沿圓周分佈，佈局
滿，微露黃漆。漆色紅，漆層
堅實，刀法直切，邊緣磨圓，
雲紋漆面略斜作淺浮雕，打磨
顯露出漆層，溫潤靈動。龍身
鱗片、龍鰭及龍角作陰刻線，
龍爪棘處、嘴旁細毛以更淺的
陰刻點線表示，工藝精緻細
膩。
明代晚期流行剔彩的作

法，剔彩雲龍紋幾乎成為皇家
典型的風格之一。嘉靖剔彩雲
龍紋盤︵圖十六︶作圈足，足
內髹紅漆，盤內、外剔彩，漆
層自底而上的漆色為黃、紅、
黃、紅、黃、紅相間，然後
綠、黃，綠、紅。盤沿紋飾刻
雲龍紋，左右對稱，中間以如
意雲紋分界，左側一回首的綠
身紅鰭行龍，緊接一同形黃身
紅鰭行龍，底露紅漆。盤心圓
形空間底露黃漆，一紅身綠鰭

徑6.7公分

剔紅仕女戲童圓盒

雲龍紋是皇室常見的裝
飾母題，明初宣德剔紅龍紋盒
︵圖十五︶盒面刻雲龍紋，五
爪行龍，踩雲而行，側身回
首，龍形壯碩，翻騰矯健，四
足足爪伸展，鬃毛似鼓風而
起，兩眼以黑彩點睛，神采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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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9.2公分
明

永樂

剔紅山水人物圓盒

圖十二

清

乾隆

剔紅仙山寶盒

圖十三

明

十六世紀

徑13.8公分
圖十一

的行龍，轉身面向圓心，瞪眼
張口，四爪張揚，龍鬚飛舞，
姿態威武。行龍外，間飾如意
雲紋，黃、紅、綠漆色交織，
莊嚴中不失富麗。刀法熟練俐
落，斜刀中露出漆層的顏色，
使物象增加立體效果，漆層
薄，漆色潤，是明代晚期官方
雕漆的典型。
春壽寶盒是晚明開始的新
風格，嘉靖剔彩春壽寶盒︵圖
一、圖十七︶和乾隆剔彩春壽
寶盒︵圖二、圖十八︶，樣式
一模一樣。乾隆款的圓盒，盒
外剔彩，漆層自下而上的漆色
為黃、紅相間三組，然後綠、
黃，綠、紅。盒面以帶狀唐草
文分隔內、外，圓內下方一個

徑7.7公分

剔紅八仙慶壽筆筒

十七世紀

明

圖十四

24

2008 年 6 月

專輯

和光剔采－故宮藏漆特展

內。春字兩側雲龍飛舞，處處
充滿吉祥象徵符號。大圓之外
的盒緣作方格錦地，四開光，
內為人物山水，開光之間飾八

宣德

剔紅雲龍紋圓盒

徑23.4公分

圖十六

明

嘉靖

剔彩雲龍紋圓盤

徑19.5公分

大聚寶盆，放滿各式珊瑚、犀
角等珍寶，並放射出光芒，聚
寶盆正上方一大型楷書﹁春﹂
字，春字中央有壽星坐在圓框

明

寶之四寶，口沿為如意雲紋
帶。構圖層次分明，壽、春、
寶主題突顯，佈局緊湊。同樣
的裝飾題材在乾隆時期被運用
在填漆春壽長形盤和六瓣式盒
︵圖十九︶，黃地上以紅、深
褐、白和深綠等描繪，線條流
暢，規整精緻。

清乾隆寶盒

乾隆皇帝積極主導宮廷
漆器的製作，早在乾隆三年就
傳旨織造處製作雕漆，並刻乾
隆 年 製 款 ， ︹ 註 十 五 ︺乾 隆 三 十 六
年至四十年左右，密集製作各
式雕漆寶盒，並為各式漆盒命
名 、 刻 名 ︹ 註 十 六 ︺。 除 了 刻 意 模
仿明代永、宣和嘉、萬的風格
之外，乾隆時期更開發出新
的器形，如花形盒、輦形套盒
等。並嘗試以不同的胎質製作
漆器，展出的宜興胎剔紅茶壺
就是一個例子。在風格上，乾
隆時期用刀較晚明更為鋒利，
邊緣打磨少，雕刻層次多，細
巧工整，作工嚴謹，開創出華
麗精巧的典型風格。
表現在紋飾方面的創意，
乾隆時期不僅大量運用不同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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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水與梅花組合在一起，以跳脫
自然寫實的手法，傳遞一種文
學意象，有如﹁流水落花春去
也﹂的情境，然而飛花紋飾之
上，又以連續的回紋勾勒出如
意紋，另增添了一份古意。再
如團香寶盒︵圖二三︶，一簇
簇的繡球花在葉片的陪襯下，
爭相湧現，再加上畫龍點睛地
刻出盒樣名稱，提示這不只是
花團錦簇，而且是花香滿室。

剔彩春壽寶盒

局部

圖十八

清

乾隆

剔彩春壽寶盒

局部

圖十九

清

乾隆

填漆春壽龍紋六瓣式盒

方面豐富盒面的空間變化，另
一方面則增強畫面的動勢。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意
涵的大量運用。乾隆時期往往
直接取用文學題材作為裝飾母
題，如羲之換鵝筆筒、尋詩寶
盒、洗桐寶盒等，借用古代典
故，傳達文雅的趣味。另一類
作法則是將紋飾重新詮釋，和
聯環寶盒︵圖二一︶相同地紋
的飛花寶盒︵圖二二︶，將流

嘉靖

何形的錦地，製造華麗的質
感，同時創發出具立體感的
浮雕地紋。如蟠雲寶盒︵圖
二十︶，盒蓋中央一股股隆起
旋轉纏繞的線狀雲團，充滿動
感；雲龍寶盒上，不斷揚起迴
旋的雲氣，營造出龍紋飛騰
的氣勢；而在聯環寶盒︵圖
二一︶中，起伏的水波上飄浮
著朵朵梅花，透過無數細密平
行波浪狀弧線的錯縱交疊，一

明

局部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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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後期的複麗
此單元包含清代中後期的
宮廷雕漆以及清末民初的地方
漆器。清代宮廷在嘉慶朝及其
後的雕漆，仍沿襲乾隆時期的
特點，然漆層薄，用刀收斂，
紋飾趨於規律與幾何化，器形
卻另有新意。嵌玉剔黑卷書式
几︵圖二四︶，造型優雅，搭
配單純斜格紋，另有一份落落
大方的美感。

生產帶有洋味的作品，以供外
銷，漆器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下半
興起的世界萬國博覽會，刺激
了商品的國際交流。一八五五
年福州脫胎漆器在第二屆
世博會中得到頭等金牌獎，
一九一五年山東濰坊的嵌銀漆
器得到最優等獎、揚州梁福盛
號漆作也得到一等銀質金色獎
章，各作坊的產品大量外銷至

清

乾隆

剔紅蟠雲寶盒

徑12.8公分

圖二一

清

乾隆

剔紅聯環寶盒

長12.8公分

寬8.2公分

圖二二

清

乾隆

剔紅飛花寶盒

長12.3公分

寬9.9公分

乾隆朝之後，雕漆製作
數量銳減，其他漆類依然興
盛，如揚州的鑲嵌和螺鈿漆
器、寧波的嵌骨漆器、福州的
脫胎漆器等等。這些地方上的
漆工藝，失去皇室贊助，轉而
以外銷為主。由於道光二十一
年︵一八四一︶鴉片戰爭後，
清朝陸續開放沿海城市福州、
寧波、廈門等為通商口岸，部
份中國手工業因應洋人需求，

故宮文物月刊‧第303期

27

圖二十

日、美、歐洲等地。
山東濰坊的嵌銀絲漆器
是受到青銅器上錯金銀工藝的
啟發，將金、銀細絲依圖樣嵌
入胎上，再上漆、推光、打磨
製成，最初起於道光年間，經
過各作坊的不斷改進，漸趨
成熟，一九二 ○—
一九三五
年間是嵌銀絲漆器的鼎盛期。

高8.6公分
寬20.7公分
長40.8公分

乾隆

圖二四

清

十八～十九世紀

嵌金銀絲褐漆福壽如意︵圖
二五︶，背面有﹁桐陰山館監
製﹂款，桐陰山館是民國初年
山東濰縣劉東侯、劉仲魯二人
所設立，由畫家賀念初設計圖
稿，後來在濟南、北京設立分
館。這件如意分別以壽桃、蝙
蝠，松、鶴和菊、鳥為飾，構
圖疏朗，漆色深沈厚重，嵌絲

清

嵌玉剔黑卷書式几

高6.2公分
徑15.2公分
剔紅團香寶盒
圖二三

細緻清晰，沈穩而不失典雅。
福州的脫胎漆器也獨樹
一幟。清乾隆年間，福建閩
侯縣人沈紹安︵一七六七 —
一八三五︶鑽研失傳的夾紵技
法，以細薄的夏布為胎，做出
流暢俐落的細部線條，又將金
銀箔碾成的金銀泥加入色料，
使色澤亮麗奪目。其子孫仍不
斷開發，屢創精品，在世博會
中多次得獎，商品成為出口大
宗。而且光緒三十一年︵一九
五︶慈禧太后賜沈紹安的第
○
五代孫沈正鎬、沈正恂四品商
勛、五品頂戴。沈氏二兄弟不
因科舉而得到官職，卻因製
作漆器而受到國內與國外的
肯定，掀起一片漆器生產的熱
潮。本院收藏的金漆夾紵觀音
立像︵圖二六︶有﹁中華福州
沈紹安蘭記﹂的中英文商標，
蘭記是沈紹安五代孫沈幼蘭
︵ 一 八 九 ○—
一九六四︶所自
創的漆店，作工嚴謹，作品輕
薄巧麗。這件觀音造型輕盈不
失莊重，衣褶線條流暢，精緻
亮麗而不俗，實為福州夾紵金
漆器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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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五

清末民初

二十世紀

嵌金銀絲褐漆福壽如意

長49.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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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

二十世紀

夾紵金漆觀音立像

高73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