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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中國的印章有著三千年左右的歷史，由出土的文物可以知道商代已有類似印

章的印陶和印模，可說是印章的雛形和前身，但真正被獨立使用，拿來作為憑信

徵驗的信物，則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廣泛地運用。到了漢朝才是印章發展的黃金盛

期，官印的形式、質地和大小，依照地位尊卑而有不同的嚴格限制和規定，因此，

成為歷代因龔效法的基準。在今天，流傳下來的漢代印章數量較多，也成了習印

的楷模典範。

在宋朝之前，印章是一種實用為主的徵信器物，作為憑信的工其。印就代表

信用，用來取信於人，信用是無形的，印是有形的，印章就是信用的憑證，因為

印章是一種信物，所以叉稱為印信。到了今天，私人印章仍是中國人行於紙上的

信用代表。

到了宋元時期，少數的書畫家開始涉及，在創作上與印工合作，由文人筆寫

印文，然後讓刻工代製，雖然將印章的作用擴展到了書畫藝術領域和欣賞領域，

但因為印材多為金屬，質地堅硬，文人不容易自己處理，仍然給印章設置了許多

障礙，成了發展上的一個侷限性。

直到元末明初時，因為印材的轉變，大量改採石材刻印，石質較軟，文人可

以自己刻印，直接刻出自己喜愛的印章內容和形式，不再需要假手於工匠。於是

明代中葉以後，文人治印的風氣漸漸興盛，大量格言、詩詞成為印語，治印的藝

術個性也反映在作品之中。印派萌芽以後，逐漸形成了流派，於是蒙刻與書法、

繪畫一樣，成了一門獨立的藝術。所以，大量用石材治印是印章發展史上的一大

突破，這時期可稱得上是印章發展的重要轉變關鍵。從此之後，印章也由實用為

主的價值，擴充到了藝術和欣賞價值，為印章的藝術發展開闢了無限寬闊的前

景。

到了清代，蒙刻家在繼承古璽印和前人成就的基礎上，一方面繼承傳統，一

方面銳意求新，不斷突破和進取，於是有重要影響的蒙刻家接腫產生，形成了各

種不同的藝術風格面貌和流派，將蒙刻創作推向了前所未有 、蓬勃發展的新階

段。

明清兩朝 ，大量的人才投入黨刻創作的領域中，各種印學理論及文字學因應

產生而逐漸完備，是蒙刻學的產生時期，也是真正蒙刻藝術的發揚階段，奠定了

日後蒙刻藝術發展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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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璽印探源

蒙刻藝術和中國書畫相結合，大約不會晚於宋代，後來經元明茲衍發展，至

清代而大盛，但是往前推溯’璽印的濫觴卻很早。

印章大約起源於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代，到目前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印

章形式是在安陽殷墟發掘到的商代印陶，類似於印章的形式，是我國目前最早的

用印之跡。

所謂印陶是一種印模。在陶器時代，為使陶器上的花紋整齊、相等、連續，

便必須先行製造一個土睬，刻上花紋，把它乾固，讓它能在溫軟的陶呸上印上花

紋，印出花紋和原印模的花紋凹凸正好相反，後來進入銅器時代，這種印模自然

被銅質取代（註 I ）。本來是雕花的印模，後來發展成雕字印模。將雕字的印

模，壓印在陶器上，這種雕字的印模就是印章的前身，後來也用來表明製陶者或

器物主人的氏名等。所以我們可以說，用以拍打、壓印陶器上紋飾的印文陶是印

章的本源。

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三方商代印璽，雖然在文字上，我們尚不能完全辨識，但

是形式上已具備了後來璽印的面貌，這三方璽印都是印身薄、印面有文字，最主

要是具有簡單的紐式，便於繫佩之用。

而印章的普遍使用，並且作為一種憑倍的工具，則大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

根據〈周禮﹒地官﹒掌節〉記載：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

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重節...... 0 J 

鄭玄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註 2 ）。」

當時，凡是執以取信的信物就叫做「節」。印章在周代就叫做璽節。

另外，〈說文﹒節部〉：

「 ，瑞信也。」又：「印，執政所持信也。從爪 0 」段注：「凡有

官守者皆曰，執政其所持之信曰印。古上下通曰重（註 4 ）口」

由此可知，在周朝時印章的作用是一種徵信、辨識、表明的信物 。

春秋戰國古璽之所以普遍使用、廣泛傳布，其原因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璽印

的用途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重要的因素和用途，說明如下 ：

一、從政治方面來說，第一個用途是作為聯繫憑證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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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期，西周的宗法制度瓦解了，新

興的貴族諸侯抬頭，原有的封建制度廢行，起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權制度，一切政

治、軍事、經濟權力都掌握在國君手中，於是產生了以有才能或有戰功而任職的

官僚制度。其不同於宗法制度下，周天子是依氏族血緣的關係而將天下分封給同

姓親屬，和有功績而關係交比較親密的異姓諸侯，作為他們的世襲領地，諸侯封

土內的關係亦是如此層層分封下去，都是以血緣關係作為國君和臣下之間政治聯

繫的基礎。而宗法制度崩潰瓦解之後，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下有官吏制度，自

然廢止了西周的世卿和世祿制度。因此，在規定國君與臣下的政治從屬關係上，

自然需要一個憑據，做為這種授與權力的憑證’於是以「璽印」做為任命官吏的

信物制度就產生了。國君任命官吏時，便授予璽印作為憑證’罷免官吏或官吏辭

職時，也必須將璽印收回。

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巨大的變化，印章因應政治權力憑證而產生，官

璽也成為國家機構上的必需的物件。清桂穆〈續三十五舉﹒跋〉亦云：

「官印始于周（註 5 ）口」

根據〈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謂然嘆曰：『且使我有誰陽負郭田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註 6 ) 

《史記﹒平原君！寞卿列傳〉

「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0 j （註 7 ) 

〈准南子﹒說林訓〉

「龜紐之重，賢者以為佩。」注：龜紐之重，衣印也。（註 8 ) 
由上述資料，可知當時官印是佩繫於身側，作為 4個憑證，用以表明身份和地位。

二、從行政組織的需要來說，第三個用途是作為書贖封檢的工具

除了政治上的憑證之外，公務信函文書也需要璽印。但是當時尚未有紙的發

明，書函信件的往來是寫在竹簡或木贖上面，目前在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出土的

兩封我國現存最早的信件 ， 是寫在贖上的（註 9 ）。在公文傳送過程中，為避

免文書傳遞途中洩密，故在簡贖書函封發之前，在竹簡或木贖外 ，再加上一片挖

有槽孔的木塊（即檢木）一起用繩姻札，將繩結放入糟內，然後加一團紫泥（或

圓或方）並在紫泥上加蓋印章作為信驗，以防私拆，此、泥塊稱為「封泥」（註 10 ）。

把璽印按壓在封泥上 ， 使文書的傳遞在中途不會被人拆看 ， 就叫 「封檢J 。准南

子亦曰：「若璽之抑植」注：植，泥也（註 11 ）。

根據〈周禮﹒地官﹒司市〉鄭玄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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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法斗檢封其刑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註 12 ) 

鄧散木在〈蒙刻學〉一書中，亦提及「斗檢封即封書所用之印。」（註 13 ) 

另外，〈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

「季武子取下，使公治間，璽書追而與之。」 （註 14 ) 
此處的璽書是指用璽印檢封的書贖。由此可知，春秋戰國時代以將璽印用於公

文，當時卿大夫公函的往來是用璽書的。

三、從經濟方面來說，第三個用途是作為貨物通行收受賦稅的憑證

春秋戰國時，印章因應政治憑證的需要而出現後，隨著社會經濟的日益發

展，生產技術的進步，商業更加發達，富豪出現，商業城市也因而興起，所以商

業貨物的流通必然更加頻繁，印章的作用便逐漸推展到商業往來、貨物流通和稅

收方面的普遍使用。

〈周禮﹒地官﹒掌節〉曰：

「貨賄用璽節。」（註 15 ) 
〈周禮﹒地官﹒司市〉曰：

「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註 16 ) 
可見得，貨物的運輸是以璽節做為出入關市的證明。

另外，〈周禮〉還有一段記載和璽印用途有關﹔〈周禮﹒秋官﹒職金〉曰：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及 數

量，揭而璽之。」鄭玄注：「揭而璽之者，褐書其數量，以著其物。璽者印也。

既褐書摘其數量，叉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藥。 J 賈公彥疏：「謂

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別故也。 J （註 17 ) 

說明「職金」此職務是掌管有關金、玉、錫、石、丹砂和空青的戒令，接收

做為賦稅的上述物資，辨別品質的優劣和數量，用蓋有璽印的標簽加以封存。

所以，社會經濟的發達和貿易的需要以及收受賦稅上的使用，也造成了璽印

普遍而廣泛的運用。

綜合以上敘述 ， 我們可以說 ， 古璽印的盛行和政治需求 、 行政組織職能的完

善、關11管理賦ffi:t徵收，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三、璽印的名稱演變和發展

今人習慣以印章連稱，但事實上在漢代時，「印」和「章」各有不同的涵義

和使用對象。因為印章的歷史悠久，所以名稱也隨著時代轉移因印章形式、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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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有所更替。以下則分期介紹其演進和發展：

1.秦代以前的古璽

在春秋戰國時，已經有印的使用並且運用範圍很廣泛。當時，無論官方或民

間用的印都一律稱作璽，不管天子或者庶民百姓的印章也都稱為「璽」。所以，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蔡皂曰：「璽者，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註 18 ）可知，「璽」印是當時印章的通稱，不分尊卑貴賤，都可使用。而〈左

傳》「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註 19 ）季武子是諸侯大夫，其書信稱為「璽書」’

也可以知道當時並非只有國君的印才能稱「璽」。所以，潘伯寅序齊魯古印摺言

曰：「自三代至秦皆曰璽’於是古璽之名始定。」（註 20 ）因為當時不分上下

官私印通稱為璽，所以這時期的印就稱為「古璽J 0 即是古璽字。

古璽印的印材、紐式、尺寸大小、印章形式，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尋，也沒有

嚴格的印制限制。加上當時諸國分別獨立，並沒有共通的定制，所以要追尋古璽

的制度是相當困難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魏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 （註 21 ) 
〈後漢書﹒輿服志〉注引〈漢舊儀〉曰：

「秦以前民皆佩授，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重，各服所好。」

（註 22 ) 
由此可見，古璽印的限制很少，沒有規則可尋，形體、材質和紐式都很自由，加

上邊欄的有無、界格的方式也都很自由，所以是印章最富於變化的時代。

以發現的實物來說，大體上官璽較大，多在一寸上下，私璽較小，多在五分

以下（註鈞、 24 ），而且朱白文的比例相當，說明了當時封泥並不普遍，因

為朱文璽按壓在封泥上的字跡不顯著，白丈璽經按壓之後成為陽文比較清楚。秦

以後，大部份的印變為白文，這和封泥盛行的程度有關。（註 25 ) 

2.秦印

秦始皇兼併六國統一了天下，建立了一整套的中央集權制度，完成了都縣制

的國家集權組織，有相當多的制度沿革都是依循秦代而來。 其中幾項，秦代「符

節令丞」的設置，開了後世的監印官制度﹔秦始皇所制的蠣虎 「六璽」’開了後

世帝王的玉璽制度（註 26 ）﹔文將天子之印獨尊為「璽J ，從此以後，只有帝

王的印才能稱為璽，巨子和百姓的印，都只能稱為印，「印」字用於印章也開始



於此時。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魏宏曰：

「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重，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

〈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崔浩曰：

「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重』 D 」 （註 28 ) 
〈晉書﹒輿服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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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輿六璽秦制也 D 曰皇帝行重、皇帝之重、皇帝信重、天子行重、天

子之璽、天子信重、﹔美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蜻獸鈕在六璽

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 r傳國重』口」

（註 29 ) 

所以，周代時候，從天子到庶人的印章都可以稱為璽，到了秦統一中國，才開始

分尊卑，印式、稱謂和印材都成為區分官階的標準，不像在秦以前那樣地「唯其

所好」不受任何限制 。

古璽至秦統一後，官印大小有定制，為漢制一寸，不像戰國時代官璽大小，

相差太懸殊，但官印雖應為方寸，但也有作長方形的，稱作「半通印」’剛好是

方印的一半。〈後漢書﹒仲長統傳〉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哥︱《十三志〉

曰：「有秩、青夫，得假半章印。」（註 30 ）因為其職位卑微，所以不得用方

寸印，這應是後世以印材大小來區別官秩尊卑高低的濫觴。（註 31 ) 

而秦印的文字因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將小蒙做為標準字體，再將小擎的筆畫略

取方勢，以適合於方形的印面，所以印章的風格，由戰國白文官印的雄健奔逸漸

漸趨向整齊規矩的方向。

3 漢印

璽印發展到了漢朝，真正成了－ －個承先啟後的黃金盛期，在官印方面，印的

大小、質地、字數和印綴，都有了嚴格的規定，尊卑有別，不能互相逾越，形成

了相當嚴謹的官印制度，也成了歷代承襲仿效的對象 。 而且漢印的風絡獨特，結

構謹嚴，大多平正質樸、端莊渾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於是成為後世習印的楷

模準則。

漢初印章是承襲著秦印風貌、印式、鈕製和文字的排列田字形和日字形界

欄，是完全相同的。到了漢武帝元持四年以後，印的大小、材質、字數、印鈕和

印綴，才有了嚴謹明確的規定（註 32 ) ' ｛漢官儀〉記載了這種規定：

「皇帝，玉靈，虎鈕﹔皇后，金重，虎鈕﹔諸侯王，黃金重，彙駝鈕﹔

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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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銅印，鼻

鈕 o 諸侯王得稱璽，列侯、卿亭侯、將軍部屬、郡色令長皆稱印，列將

軍稱章。」 （註 33 ) 
所以，由此可見漢官印有璽、印、章三種不同的名稱 。

而根據〈史記﹒孝武本紀〉曰：

「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

初元年。」集解引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

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

（吉主 34 ) 
所以便有「印章」二字連言而湊成五字的官印。

除了名稱有等級上的區分外，在材質、鈕式和印緩上也有不同的規定：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曰：

「尺，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綾（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

曰某官之章也）光祿大夫無（師古曰，無印綾）秩比六百石以上，皆

銅印里縫，大夫博士御史詩者郎，無，（師古曰：大夫以下，亦無印綾）

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授。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縫 。 （師

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 o 文曰印、

謂鈕但作鼻，不為蟲獸之形，而要1 文云，某官之印）。 」 （註 35 ) 
〈後漢書﹒輿服志〉哥︱《東觀書〉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緩緩，公侯金印紫縫。 」 （註 36 ) 
這些官印都是方形，約為漢尺的方寸。只有喬夫等職位低微、不列品秩的鄉

宮，才用方寸之半的所謂「半通印」 。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哥︱〈十三卅志〉曰：「喬夫，得假半章印。」（註

37) 

綜合而言，印的尺寸大小、材質、印鈕和印綴，都有嚴格的規定，而且等級

品秩不同也有分別的稱呼，所以，漢朝的官印制度相當嚴謹完備，歷代制度都依

此做為準則。

漢印的製作方式，可分為礦、鑄、鑿三種。

漢印材質中的玉，必須碟製，因為硬度很高，只能用一些比它們硬度高的砂

石來啄磨，所以較為精美。（註 38 ) 

鑄印是熔煉金屬製作的印章。明朝文彭在〈印章集說〉中云：

「鑄印有二：曰翻沙。曰撥蠟。翻沙以木為印，覆于沙中，如鑄錢之法。

撥蠟以蠟為印，要1j 文製鈕于土，以焦泥塗之，外加熟泥，留一孔令乾’

去其蠟，以銅鎔化入之，其文法鈕形制俱精妙，避邪、 1師獸等鈕多用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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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註 39 ) 

一個以木為模，在沙中取得范母，再用熔化的金屬澆鑄成印﹔一個以蠟為模，用

泥作范母，再將熔化後的金屬注入泥范之中而成印。

鑿印則不用翻沙、撥蠟法鑄就印文，而是直接在印材上鑿刻而成，後世稱為

「急就章」。

元代吾丘衍在《三十五舉》中云：

「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丈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

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于行令，不可緩者也 O J （註 40 ) 
明朝文彭在《印章集說》中云：

「鑿印以鎚鑿成文，亦名曰銷 D 成之甚遠，其文簡易有神，不加修飾，

意到筆不到，名曰急就章。軍中急于封拜，故多鑿之以利于便。」（註

41 ) 
鑿印在官印中都是屬於急于使用的武職，所以這類鑿印叉稱「將軍章」。「官

重則兩鑿成文，官卑則一鑿」（註 42)

鑿印是為了急用，所以不求工。以普通情形而言，印是一種標誌，也是一種

權威的信物，官私雙方均不肯忽略，所以仍以鑄印為正宗。（註 43 ) 

當時仍屬於印章的「封泥時期J ’所以仍以銅印為主，方便壓製封泥。而白

文經按壓之後成為陽文，字跡較清楚，所以漢印中白文占主要地位，和封泥盛行
有密切關聯。

至於印緩的使用，本是用以繫印的，它的顏色，也與官秩有闕，大致是皇帝

用黃赤綴，諸侯玉用赤綴，相國綠綴，公侯將軍紫緩，二千石以下青綴，千六百

石黑緩，二百石以下黃緩等。及至惰唐以後，因為官印加大，不能佩於身側，雖

然皇帝也有賜金銀紫青等頭銜，其中金與銀是指印的質，紫與青是印緩的顏色，

既然已無印可佩，只有把紫青更為服式，金銀更為魚、符，所謂紫金光祿大夫等職

即服紫衣而佩金魚，乃可上朝事君，也是治襲秦漢佩印的制度而來的。（註 44)

漢印因為隸書之通行，所以在筆劃的轉折處，方的意味增多，當然也就更適

於印葷的製作。漢印根據六書而作增滅，使蒙書在方寸之內，發揮了屈伸增減方

圓平正的效果 ，而最能代表漢印風格的是平正、均衡、質樸、莊重、沈著的風貌，

其有莊重之態 ，無怪僻之形，而且古樸渾厚也是別朝代的印章所不及的。

漢印雖然以平穩茂密、莊穆凝重為主要特色，還有很多面目 ，例如圓渾娟秀、

蒼渾樸厚、雄快奇肆等，所以，漢印是學習蒙刻者的主梟準則 。

4 魏晉六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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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六朝的印章，基本上是治襲了漢印的風絡。由於官職制度的改變，官職

名稱有所更動，使得印面的字數量比漢印有所增加。

魏晉六朝， 一般關內侯以上為金印紫綴，關外侯為銅印龜鈕，印文大都為四

字，將軍印加章字，而蠻夷印則不拘字數。（註 45 ) 

漢印的文字渾厚，魏晉以後的印文則日趨薄弱，這是因為魏晉以後楷書和

行、草書的時興，使得蒙、隸書走向衰落。而印章藝術的靈魂所在正是蒙書，筆

書水準的普遍下降，使得這時期的印章在藝術上沒有漢代的古厚醇正。

秦漢印以白文為主，數量較多，是因為白文印按蓋在封泥上顯示的文字是朱

文，文字較清晰，容易辨識。而東晉時期紙吊開始普遍使用，封泥便逐漸被印色

所取代了。因為紙鼎盛行以後，印章直接鈴在紙吊上，白文印則不易清晰，所以

南北朝以後，朱文印便逐漸多了起來。因此，南齊以後官印就開使用朱文鑄造。

魏晉時，印面的文字採用「懸針蒙」。所謂「懸針蒙」’就是將字的重心上

升，字的下部拉長腳，而且筆劃末端尖細，如同針懸著的樣子。

這時候的印章已較少用於佩戴，並且廢簡續以後為了鈴蓋印章需要，所以印

面加大。陌唐以後仍治續此制，官印均很大。

另外，南北朝印面文字草率訛謬，實在不足為法。

5 惰唐印

階官印印文的小蒙具有圓轉彎曲流動之特性，漸趨於巧麗風貌，不再有兩漠

的古樸風韻。另外，隔代廢除了官職印，只存官署印。（註 46)

到了唐代， 一般使用的仍然稱為「印」’皇帝所用的印稱為「璽」’到了武

則天時，因忌諱「璽」音近「死」’所以將諸「璽」改稱為「寶」。〈新唐書〉

曰：「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註 47 ) ｛宋史﹒輿服志〉記載：

「寶。秦制天子有六重，又有傳國璽，歷代因之。唐改為寶，其制有八。 」

（註 48 ) 
而唐官印皆用銅印。〈宋史﹒輿服志》曰：

「唐制諸司皆用銅印。 」 （註 49 ) 

官印自陌唐以來，就以印的方、長、厚、薄及分寸大小，來區別官職的尊卑、

品級的高下， 不像漢朝只以印緩的顏色來作區分。而且印背開始有官方的製作年

月，也是官印刻上邊款的開始。

唐代印文流行九疊文，將蒙文作屈曲摺疊的形狀 ， 印風也漸趨向纖巧，宋代

以後均治用。

孔雲白〈蒙刻入門〉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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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疊文始於唐，亦曰土方大笨，多盤旋摺疊之狀，意不甚古。蓋自漢

以降，民性競尚奢麗，印文亦然，多不合六法，愈晚愈纖，亦愈勻整，

純乎匠氣，自此江河日下，不可救矣。其稱九疊者，以九為數之終，語

其多也，其盤曲之數自有多寡。惟九疊文入印，實不相宜，不足為法 D 」

（註 50 ) 

此時印章已不同於秦漢時期的作用，需將印章佩帶在身上，加上紙張的發明使

用，簡贖廢用，自然封泥制度也就廢止了。所以印章為鈴蓋需要，印面就加大了。

印章鈴蓋在紙上時，以朱文較為清晰，所以官印多用朱文。而在民間也開始

用水調味砂，鈴蓋在紙上 ，稱為「濤朱」，在潔白的紙面上鈴蓋朱紅的印章，非

常醒眼悅目，於是稱為朱記 ，簡稱為「記」。而這類朱記多為長方，有用隸書入

印的，開蒙體以外書體入印的先河，也有別於朝廷頒定的官印，所以這類朱記多

為私印。

唐印有朱記的稱法，是因為唐代印色還沒統一，有多種顏色，稱朱記才可以

和別的顏色區別開來 。

另外，唐太宗的「貞觀」印，是紀年印的開始 。 而李泌的「端居室」印也開

啟了齋館印的先河。在民國六十一年出土的二面印石 ，刻著「襟掩春風」「氣含

秋水」（註 51 ），也可見出詩詞印的濫觴。

由此可見，無論是紀年印、齋館印或是詩詞印全都開始於唐朝，為後來蒙刻

時期的發展，建立各種可循的方向 。

6 宋印

宋代印章的發展文比唐代更進一步。唐代的朱記原是私印，到了宋代，官方

的印也有稱朱記的。

〈宋史﹒輿服志〉曰：

「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 又曰：「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外及外

處職司及諸軍將校等 。 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士庶及寺觀亦有

私記。 」

叉曰：

「監司 、卅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又下無記者，土令木道給木朱

記、文大方寸。」 （註 52 ) 
由此可知，唐朝的 「記」 是私印 ， 而宋朝是 「記 」 「朱記」 并用 ，官方頒的印也

稱「朱記」或「記」 。

官印印文仍用盤疊迂迴、布滿印面的九疊文，印背也都刻有年款，甚至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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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印在印文中也有加年號的。

宋朝時已有「押」字印的使用，例如傳世的書畫作品上常見鈴蓋有宋徽宗的

押字印，但因盛行於元朝，故稱為「元押」。

而以別號入印也開始於宋朝，於事後來文人常將別號印用於書畫作品中。

唐代已有齋館印的流行，到了宋代，許多人更有將自己收藏的書籍與書畫

上，加蓋自己印章的習慣，因為鈴蓋的對象是「圖」和「書」’所以印章叉稱為

「圖書」。後來人們叉把印，稱為「圖章J ’就是由此蛻變出來的。

我們可以看出，到了宋代印章以開始應用在書畫上，甚至有印譜的產生，《蒙

刻入門〉曰：

「宋宣和間，更輯宣和印譜，以列於藝事。而文人復多喜自制印章，於

是印章舍徵信而外，且入鑑賞。此後世印學之所日昌也 D 」 （註 53 ) 
印章不再只有實用的憑信作用，也漸與書畫結合，走向藝術’但直到明代印章文

化勃興以後，才發展成為獨立的蒙刻藝術。

7 元印

元代統一天下後，以蒙古文入印，所以當時官印有二種，一是以九疊畫畫入印

的漢豪，一是蒙古文筆書。因為武官以蒙古人較多，所以武官印都用蒙古文，

而文官印則使用漢文和漢蒙並行兩種。而且印背都用漢文刻製年款。當時印章的

邊框加粗，影響了後世官印寬邊的形式。

當時漢族知識分子，仍然採用漢文豪書，而且多為細朱文，其文字圓潤流暢、

線條清新秀麗、筆致婉轉圓秀，所以稱為「元朱文」’叉稱「圓朱文」或是「圓

朱體」’趙孟穎的用印「松雪齋」就是採取這種元朱文。相傳這種文字就是出自

趙孟穎的手筆。由於元朱文優雅秀美，所以，後代的許多書畫家、收藏鑑賞家的

印章，常常採用元朱文的形式刻成。

另外，流行最廣、最普遍的是「花押」’形狀有方、圓、長甚至葫蘆、琵琶、

鼎等種種形狀，一般都是長方，上刻楷書姓氏，下刻蒙古文或花押。押是將自己

的姓氏用一種非文字非肯形的圖案或者符號代替，因為無規律可循，不容易仿

製’所以可做為憑證的信物。宋代已有押印，但大多僅一押， 元代則多作長方，

上有楷書之姓 ，下刻花押。而花押之所以在元代流行，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作基

礎，元代是蒙族統治中國，那時蒙古人多不通漢豪，因此必須出現一種彼此都能

夠作為憑證的識別工具 ， 這就是花押流行普遍的原因 。 也因為盛行於元代，所以

叉稱「元押」。但等到花押的意義一旦消失，就成為我國印章史上的曇花一現。

但是花押形式多樣、千姿百態、圖形獨特、別具一格，相當富有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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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印

明代官印~G襲宋朝而來，仍然是方形的九疊文印，印面加大，印框加粗。只

是內官等增用了長方形的「關防」印和沒有品級的「條記」印。

〈明史﹒輿服志》曰：

「正從九品俱銅印，方一寸九分．．．．．．未入流者銅條記，閉一寸三方長二

寸五分﹒．．．．．以上俱直鈕九疊蒙文﹒．．．．．凡百官之印惟文淵閣﹒．．．．．玉奢華

文．．．．．．諸將軍．．．．．．柳葉蒙文．．．．．．監察御史．．．．．．八疊華文。」

叉曰：

「其他丈武大臣有領敕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嘉靖中顧鼎臣居守用

牙縷關防皆特賜也 。」 （註 54 ) 

所以，明代官印雖仍以屈曲平滿的九疊蒙文為主，但內閣印用玉著蒙文，將軍印

用柳葉蒙文，監察御史用八疊蒙文。添設的官不給印而給關防，呈長方形。不入

品級的小官吏則使用長方形成條狀的印章，稱為「條記」。

印章發展到了明代，官印因為採用曲折的九疊豪，日漸呆板僵化，藝術性非

常低微。相對的，真正具有蒙刻藝術價值的流派印也蓬勃發展於此時。

而蒙刻流派的產生，與書畫家將印章應用於書畫作品和書畫家親自捉刀入石

的實踐是分不開的。世稱「王冕首創花乳石治印」’開啟了蒙刻時期，這句話有

尚商榷，因為現今出土艾物中就發現了不少早於元未明初的石章，在〈中國蒙刻

學〉中提及：

「如汲縣山彪鎮第一號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枚戰國石印﹔五十年代以

后在俠卅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一方秦代石印﹔長沙出土的近百枚西漢官

私印中，有一半是石質印章﹔在南京出土的文物中，也發現有一枚晉代

石印。」（註 55 ) 
在俠西省楊家村也發現了唐代的石章（註 56 ）。以上說明了，從有印章創制以

來，歷代都有石質印材的印章 ， 王冕並不是第一個刻石章的人，他應是書畫家中

早期直接採用石質印材治印的代表。明初劉績〈霏雪〉 一書曰 ：
「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 D 山農用漢制刻圖書印，甚古 D 」

（註 5 7 ) 
〈論印絕句〉

「撥蠟銷金記漢章 ，象犀碟竭漸更張 ，後來好事山農吏 ， 破求休稜下

良 。」（註 58 ) 
都說明元末會稽煮石山農王冕用花乳石治印一事，因為其蒙刻取法漢印并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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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可稱為文人蒙刻的第一家。

從此之後，丈人替代了不通蒙學的印工，成了明代流派印章舞臺上的主角，

文人治印的風氣盛極一時，於是印譜的匯集和印學論著的闡述相繼產生，都有助

於其發展，於是人才輩出，從秦漢璽印中吸取藝術的養料，心手相應、意與古會，

挽救了自魏晉以後每況愈下的蒙刻藝術 。

重要的筆刻家有文彭、何震、蘇宣、朱簡、梁 、汪關、程還等人，其中文

彭被尊為蒙刻流派印始而且。因限於篇章，不再贅述他們的生平和重要貢獻及成

就。

9 清印

清代的宮印最大的特色是採用漢滿對照，在一方印的右半邊做漢文豪書，左

半邊作滿文楷書。乾隆十三年開始，用滿文九疊蒙代替滿文楷書。到了同治初年，

因為戰爭頻繁，官印遺失作偽的情形很多，於是便在滿、漢筆書中加一行滿文楷

書，以示區別。清朝末年太平天國興起，使用楷書製印，甚至玉璽也以楷書刻製，

邊上再飾以龍鳳花紋，這是歷代中以楷書入國璽的特例。

〈清史﹒輿服志〉曰：

「其文，自太宗文皇帝以前，專用國書，既乃兼用古笨，．．．．．．乾隆十三

年九月．．．．．．始用清蒙文，左為清華、右為漢象。」（註 59 ) 
官印中的漢蒙形體也略有不同，根據《清史﹒輿服志〉，有玉筋蒙、芝英蒙、

尚方大蒙、尚方小蒙、鐘鼎蒙、垂露蒙、柳葉蒙、受蒙、懸針蒙各體。（註 60)

而且印邊也比宋元時更寬。

到了清代，關防印的適用範圍更廣了，各省的總督、巡撫、欽差、學政、總

兵等，都用關防。而明朝時的「條記」’清朝叉稱為「鈴記」。

另一方面，明代流派印章的熱潮一直延續到清代，其發展過程由注意章法結

構開端，而後是刀法的運用、筆法書寫的韻味、以及書法的墨趣，蒙刻藝術漸漸

發出光彩，產生了許多傑出的蒙刻家，例如林舉、 丁敬、蔣仁 、黃易、奠岡、陳

豫鐘、陳鴻壽 、趙之臻、錢松、巴慰租、胡唐、董淘、鄧石如、 吳熙載、徐三庚、

趙之謙、黃牧甫、吳昌碩、胡知鄰、趙石、趙叔孺、齊白石、 丁二仲等。他們重

要的印學理論和成就，另文再述。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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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使用璽印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商代，隨著時代演變，印章的形式、

大小、作用、名稱等也都隨著更動。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二大系統，一是以實用

為主的實用印章系統，一是以藝術性為主的流派印系統。

實用印章系統中，又可以紙的發明使用作為分界點，在東晉紙張普遍使用之

前，印章為了封檢作用，所以是蓋在封泥上面，泥塊不會太大，所以印章的體積

也不大﹔為了使用方便，適合封泥作用，所以銅印最為普遍﹔而且為了使封泥上

的文字清晰易辨，因此多為白文，這樣蓋在封泥上文字變成了朱文，容易看清。

而東晉以後，官府文書改用紙吊，印章不再蓋在封泥上，而用j需朱方式蓋在紙吊

上，為了鈴蓋清楚，所以白文漸少，多用朱文。而且鈴蓋在紙吊上，為使顯目，

所以印章的體積漸漸增大。前一階段，可稱為「封泥時期」’後一階段可稱為「

朱印時期」

在藝術性的流派印系統上，唐代的齋館、收藏、別號、詩詞佳句等印文，是

藝術性印章的肇端﹔宋代更是將印章使用於書畫上，配合文人畫的發展，成為文

人賞玩的對象﹔直到文人親自治印，不再假手於工匠，能自由地表現個人的藝術

個性，印章成為文人寄寓情志的方所，印章文化於是蓬勃發展，達到蒙刻藝術的
境界，而成為獨立的藝彿玲頁域。明清兩朝可稱得上是蒙刻藝術的高峰期，這時期

發展出不同特色的流派印章，是「蒙刻時期」的重要成就和貢獻，現在我們要延

續蒙刻的藝術使命，除了繼承傳統，吸取秦漢印的養料和蒙刻先輩的長處之外，

個人的求新和創意也是必要的課題。

實用時期的印章，在古代當時雖然不被當作藝術品，但這些印章，卻客觀地

反映了當時刻工們高超的藝術構思和精湛的技藝，真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和藝術價

值，尤其是漢印，一直是蒙刻家和習印者的典範，也是蒙刻發展上的一個高峰時

期，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

印章發展史上創造了兩個高峰期，一是漢朝、一是明清兩代，顯示了蒙刻印

章的發展空間的寬廣，也期待日後蒙刻藝術再次遊現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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