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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漆器為中國古代傑出之工藝品，其裝飾技法繁多，雕漆為唐代時新創技

法，裝飾於器表之花鳥、山水、人物、雲紋與錦地紋飾，圖紋瑰麗生

動、優美典雅、纖細精緻，為工藝與美術結合之佳作。 藉由雕漆圖紋之

研究，瞭解雕漆藝匠對於圖紋主題之描繪，為設計研究之靈感來源，期

能藉此嘗試以傳統與創新之設計，展現於室內織品。 由於雕漆圖版為實

品之拍攝，因此本文以線繪方式整理為線繪圖以利於圖紋之分析與研

究，並探討其圖紋之特性與構圖方式。設計研究以雕漆中花鳥、雲紋與

錦地紋飾為主題作織品圖紋設計，並以圖紋變化、組織設計、系列設計



等方式，呈現織品多樣風貌。 雕漆源起於唐，興於宋，至元、明、清而

達雕漆之全盛時期。雕漆之風格隨時代之變遷而有所差異，元及明初永

宣時，以花卉翎毛為雕漆裝飾主題之作品，其剔刻風格為藏鋒清楚、隱

起圓滑、纖細精緻，裝飾圖紋風格為寫實而略微誇張、花葉疊覆而脈絡

分明；雲紋以剔犀技法裝飾於器表，為現存年代最早之雕漆品類，剔刻

風格或刀如仰瓦，或剔刻深峻，裝飾主題為如意雲首紋、心形如意紋、

捲雲紋、香草紋等，圖紋排列變化繁多、曲線規律均勻；錦地紋可分為

天紋、地紋、水紋與花心紋，除花心紋外多可連續鋪陳於面以作為裝

飾。本文以線繪方式整理其中以花卉、花鳥及雲紋為主題之雕漆圖紋，

並分析其圖紋特色及構圖方式，蒐集與補充錦地紋飾並依其結構歸類整

理，以作為創作之靈感來源。 本研究之設計創作，以雕漆中花卉、鳥

紋、雲紋與錦地紋為主題而完成之四方連續圖紋為經，以圖紋變化方式

為緯，作室內織品之圖紋設計；組織設計以能表現較多色彩之雙層組織

為主，組織類型有表現織品透光之假紗羅組織、使織品較為豐厚之凹凸

組織、裝飾織品圖紋之圖案組織與一般類型如平紋、緞紋、斜紋等組

織，依設計表現於作品。此外，以光線為織品圖紋改變之變因、參酌流

行之色彩應用於系列設計之企劃，皆為本研究著重之處，期能於傳統與

創新之設計呈現於織品設計上。  

摘要

(英) 

Lacquer is a kind of great craft in ancient Chinese. The various decorative 

schemes are included in carved lacquer, a kind of new technique was developed 

during Tang Dynasty. The decoration of carved lacquer wares with the motives, 

such as flowers, birds, landscape, people, clouds and embroidered grounds, is 

smooth, fine, delicate and exquisite. Craftsmen represented the designs of carved 

lacquer wares by combining craft and art. The reference to design research is to 

study how craftsmen represented the motives. It is a way for designing textiles 

that new ideas get from cultural relics. In the reference study, I traced traceries 

from the photos of carved lacquer wares for analyzing, studying and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s and domination of the motives. Then, I dominated the motives as 

square repeat patterns and gave varieties to those by making patterns different, 

designing structures and doing series of works. The beginning of carving lacquer 

was during Tang Dynasty. It was fairly advanced in Song Dynasty. The golden 

period of carved lacquer wares is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are 

different styles of carving lacquer ware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From Yuan to 

early Ming, the carved lacquer wares, which decorated with flowers and birds, are 

smooth, fine, delicate and exquisite. The motives are realistic but a little 

exaggerated the flowers and leaves are overlapped but clear. The tixi (剔犀), a 

technique to sculpture lacquer deeply or shallowly, was used to be represented 

clouds on the carved lacquer wares. It is the earliest craft of carved lacquer 

discovered so far. The decorative motives, such as pommel scrolls, clouds, 

“fragrant grass” scrolls and so on, were dominated on the carved lacquer wares 

variously, regularly and uniformly. All of the embroidered grounds, including sky 

patterns, ground patterns, water patterns and pistil patterns, can be decorated on 

the surface serially, except the pistil patterns. The reference study includes tracing 

the motives of flowers, birds and clouds,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 and outlines of 



those. It also includes collecting and supplying the embroidered grounds, 

classifying those according to their structures. The square repeats patterns 

dominated with the motives of flowers, birds, clouds and embroidered grounds on 

the carved lacquer wares are varied by different way as the pattern designs of 

home textiles. Structure design includes the imitation gauze for making textiles 

being pervious to light, the weft-wadded welt for making textiles being thicker, 

decorative structures, plain, stain, twill and so on. Most of above are double 

weaving structure for making textiles being more colorful. Besides that, it is 

considering in this design research that the textiles pattern various with the 

direction of light and the fashion colors apply to the series of works. Wish the 

spirit, getting new ideas from cultural relics, would be represented on the textile 

design.  

論文

目次 

論文摘要 英文摘要 誌謝內文目錄 圖版目錄─花卉紋飾(圖 A 與圖 a) 圖

版目錄─花鳥紋飾(圖 B) 圖版目錄─雲紋紋飾(圖 C 與圖 c) 圖版目錄─

錦地紋飾(圖 D) 圖版目錄─雕漆紋飾設計圖 圖版目錄─設計主題 圖版目

錄─單元圖紋 圖版目錄─圖紋變化 圖版目錄─圖紋設計 圖版目錄─靈

感來源 圖版目錄─參考彩圖 圖版目錄─色彩企 圖版目錄─作品 圖版目

錄─設計圖稿 圖版目錄─組織圖 內文目錄 第一章 序言 第一節 研究動

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五節 研究架構 

第六節 名詞釋義 第二章 雕漆中花鳥、雲紋與錦地紋飾之探討 第一節 唐

以前的漆器概述 第二節 雕漆的起源與發展 第三節 雕漆的品類與製作方

法 第四節 雕漆中的花鳥紋飾 第五節 雕漆中的雲紋紋飾 第六節 雕漆中

的錦地紋飾 第七節 雕漆中的花鳥紋飾之設計探討 第三章 雕漆中花鳥、

雲紋與錦地紋飾應用於室內織品設計 第一節 靈感來源與圖紋設計 第二

節 設計流程 第三節 織造規格與素材應用 第四章 作品說明 第一節 作品

一 第二節 作品二 第三節 作品三 第四節 作品四 第五節 作品五 第六節 

作品六 第七節 作品七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附錄─紗線 附錄─系列作

品規格與組織  

參考

文獻 

壹、中文書目 一、專書 大山正，《色彩心理學─追尋牛頓與哥德的腳

步》，台北，木村，一九九八年三月。 大智浩，《設計的色彩計劃》，

台北，大陸，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北京，文

物，一九八三年三月。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漆工藝研

究》，北京，文物，一九九八年，二刷。 王世襄，《中國古代漆器》，

北京，文物，一九八七年。 王林，《美術形態學》，台北，亞太，一九

九六年二月二刷。 中國美術全集編審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 8?工藝

美術篇》，台北，錦繡，一九八九。 瓦倫汀，《實驗審美心理學─繪畫

篇》，台北，商鼎及千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世界文明史、世界風物

誌聯合編譯小組，《世界文明史 9?絢爛的中國文化》，台北，地球，一

九七八年。 朱家溍、夏更起主編，《中國漆器全集 5?明》，福州，福

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 朱家溍、夏更起主編，《中國漆器全集 6 

清》，福州，福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朱仲岳，《文物鑑賞叢書─漆

器》，上海，上海古籍，一九九五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筆

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十五編第六冊。 沈福文，《中國漆藝美術



史》，北京，人民美術，一九九二年五月。 李調元，《南越筆記》，

《筆記小說大觀》二十編第十冊。 吳鳳培，《中國古代雕漆錦地藝術之

研究》，台北，故宮，一九八二年六月。 周功鑫，《清康熙前期款彩

〈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工藝之西傳》，台北，故宮，一九九五年九

月。 周成，《文物珍寶 9?中國古代漆器》，台北，藝術，一九九四年

四月。 何介鈞、馬維明編寫，《馬王堆漢墓》，北京，文物，一九八二

年一月。 范和鈞，《中華漆飾藝術》，台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八一年

五月。 武敏，《中華古文物鑑藏系列?織繡》，台北，幼獅，一九九二

八月。 徐珂，《清稗類鈔?工藝類》，台北，商務。 納蘭常安，《宦遊

筆記》，台北，廣文景印。 高濂，《遵生八牋》，萬曆十九年刊本。 

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台北，廣文，一九七二年八月。 (清)何誌

修、王庭纂，《嘉興府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本。 曹昭撰、王佐

補，《新增格古要論》，北京，中國書店景印，一九八七年四月。 張

榮，《漆器型制與裝飾鑑賞》，北京，中國致公，一九九四年。 陳晶主

編，《中國漆器全集 4?三國─元》，福州，福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

二月。 索予明，《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台北，故宮，一九九０年增

訂再版。 索予明，《蒹葭堂本髹飾錄解說》，台北，商務，一九七四

年。 索予明，《中華五千年集刊?漆器篇一》，台北，故宮，一九八四

年七月。 嵇若昕，《「豐原漆藝館」委託規劃報告書》，一九九七年。 

楊泓、李力，《華夏之美─中國藝術圖鑑》，台北，萬象，一九九三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漆器特展目錄》，台北，故宮，一九八一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漆器》，台北，故宮，

一九八七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選目》，台北，

故宮，一九七三年再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國之重寶》，

台北，故宮，一五八四年再版。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清代漆

藝文物特展─附展台灣早期漆藝》，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九七

年。 滕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兩木 ，一九九一年，頁九０。 

譚旦冏，《中華藝術史綱（下）─宋?元 明?清》，台北，光復，一九七

四年再版。 二、論文 王世襄，〈對犀皮漆器的再認識〉，《文物》一

九八六年第三期，頁二五至二七。 王世襄，〈記安徽省博物館所藏的元

張成造剔犀漆盒〉，《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頁三二。 古

兵，「漆繪黑陶罐」，《南京博物院藏實錄》，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一

０九。 石志廉，〈明江千里款嵌螺鈿黑漆執壺和明紫檀雕十八學士長方

盒〉，《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四期，頁七０至七三。 包文燦，〈江蘇沙

洲出土包銀竹胎漆碗〉，《文物》一九八一年八月，頁三九。 朱家溍，

〈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中國歷

史博物館館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頁一二三至一三八。 河姆渡遺址考

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一九八０

年五月，頁五。 河北省博物館，〈光化五座墳西漢墓〉，《考古學報》

一九七六年第二期，頁一六四與一六五。 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管處

臺西發掘小組，〈河北藁城縣臺西村商代遺址 1973 年的重要發現〉，

《文物》一九七四年八月，頁四七。 周亞莉，〈朝陽三燕、北魏遺存中

反映出的漢文化因素〉，《遼海文物學刊》一九九六年第一期，頁一

九、二０。 沈仲常，〈四川德陽出土的宋代銀器簡介〉，《文物》一九



六一年第十一期，頁四八至五二。 屈志仁，〈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元

初雕漆花鳥紋盤小記〉，《新亞學術集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中國藝術

專號)，頁一四九至頁一五一。 孫宗璟、姚世英，〈江蘇省江陰縣明墓

出土戧金漆盒等文物〉，《文物》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頁八八、八

九。 黃宣佩，〈上海宋墓〉，《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八期，頁四一八、

四一九。 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文物》一九

七九年第三期，頁四六至四八。 陳晶，〈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的漆

器〉，《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八期，頁七三０至七三二與七三六。 陳增

弼、張利華，〈介紹大同金代剔犀奩兼談宋金剔犀工藝〉，《文物》一

九八五年第十二期，頁七九至八一。 陳振裕，〈楚國漆器工藝〉，《故

宮文物月刊》第十三卷第十二期，頁八０至九五。 嵇若昕，〈周柱與周

製工藝〉，《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頁六五

七至六七九。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

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四卷

第一期，頁八七至一一六。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茶園山南宋許俊

墓〉，《文物》一九九五年十月，頁二一至三三。 楊伯達，〈明朱檀墓

出土漆器補記〉，《文物》一九八０年第六期，頁七０至七四。 楊伯

達，〈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中

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頁一二三至一二七與一三六。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文化館，〈揚州邗江縣胡場漢墓〉，《文物》一九

八零年第三期，頁四。 楊泓、〈三國考古的新發現─讀朱然墓簡報札

記〉，《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三期，頁五、六與一六至二四。 淄博市博

物館，〈山東臨淄商王村一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九七年

第六期，頁一四至二五。 湖北省博物館，〈1978 年雲夢秦漢墓發掘報

告〉，《考古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頁四七九至五二五。 蔡玫芬，

〈永樂漆盒〉，《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卷第十期，頁十九。 劉良佑，

〈寶相莊嚴的蓮花紋時代─六朝與隋瓷的裝飾花紋〉，《故宮文物月

刊》第五卷第二期，頁八二至八九。 潛齋，〈桼園偶摭〉，《故宮文物

月刊》第七卷十一期，頁五八至六０。 鎮江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

〈金壇南宋周瑀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一期，頁一０五至一

三一。 羅勳章，〈劉家店子春秋墓瑣考〉，《文物》一九八四年九月，

頁一一至一三。 蕭亢達，〈雲夢睡虎地秦墓漆器針刻銘技探析─兼談秦

代「亭」、「市」地方官營手工業〉，《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第二

期，頁六七至七二。 貳、外文 一、專書 Hu Shih-Chang , Yip Shing Yiu , 

Teo Kheng Chong ＆ Peter Y. K. Lam , 2000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 (Hong 

Kong : Or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Art Galler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 James C. Y. Watt,“Lacquer of China”, 

James C. Y. Watt and Barbara Brennan Ford, 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Tricia Guild, White Hot, (London: Quadrille Publishing Limited , 1999) 德

川美術館，《德川美術館名品集 2?唐物漆器─中國?朝鮮?琉球─》，名

古屋，德川美術館，一九九七年。 二、雜誌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autiful Bedrooms, Fall 2000, pp.37, 46, 53, 70, 

113 Giovannini, Joseph “Gold Standard”, House Beautiful, Aug.2000, (USA: 



Hearst Communications, Inc.), pp.38 Jean P.B., “C’est L’epoque Expos”,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autiful Bedrooms, Fall 

2000, pp.82 Kate C.F., “the Suds on Soap”,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droom & Bath, Fall 2000, (U.S.A.: Publishing Groop of 

Meredish Corp.), pp.39 Kurt, June “Rhapsodies in Blue & White”, House 

Beautiful, Aug.2000, (USA: Hearst Communications, Inc.), pp.80, 82 Lacey, 

Stephen “California Dreaming”, House Beautiful, Aug.2000, (USA: Hearst 

Communications, Inc.), pp.93 Lobdell, Heather “a Fine Fusion”,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Traditional Home , Nov. 2001, (U.S.A.: Copyright Meredith 

Corporation 2001), pp.183, 187, 190 Mark Mayfield,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

Traditional Home , Nov. 2001, (U.S.A.: Copyright Meredith Corporation 

2001),pp.7,97 Mathieu B., ”Les Dessous Chic -De Moulin Rouge”,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autiful Bedrooms, Fall 2000, 

pp.54 Nusbaum, Eliot “a House of Parts ”,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

Traditional Home , Nov. 2001 , (U.S.A.: Copyright Meredith Corporation 2001), 

pp.234 Par, Jean, ”Automne Au Chateau De Falconara”,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autiful Bedrooms, Fall 2000, (U.S.A.: 

Publishing Groop of Meredish Corp.), pp.25,28 Pittel, Christine “Two on the 

Isle”, House Beautiful, Aug.2000, (USA: Hearst Communications, Inc.), pp.59 

Realisation J.P., “Le Retour De La —Broderie”,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Special Interest Publication: Beautiful Bedrooms, Fall 2000, pp.162 Warner, 

Donna Metropolitan Home, Nov./Dec.2001, (USA: Hachette Filipacchi 

Magazines, Inc.), pp.17,97  

論文

頁數 
221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