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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篆刻之事是溯自戰國（或謂殷商）以來的傳統藝術，書、畫、印三者並為文

人論藝與創作之中樞。清朝中期以前的篆刻創作方法以「印中求印」為主，亦即

以戰國、秦、漢時期的古代璽印做為規仿研創之範本，在印式與印篆字法上亦以

之為宗，因此，整體印風大體上都不脫復古之風尚。所謂「印外求印」，就是吸

取印章以外的各類文字資料，以資用於刻印之研究與創作，這是影響近代篆刻創

作風尚的重要發展。 

 
    本文參考引用之資料，係以近代以來篆刻家之印譜及拓存作品、以及其相關

論述之原始資料為主，兼及各作品參引之書法與金石文字史料，結合作品表現與

創作情性思維，採用圖文並列方式進行比較分析。研究之主要內容，依金石文字

資料之類別，包括金文鑄銘及刻銘、刻石、幣文、陶文兼及甲骨文等各樣文字資

料，以趙之謙、徐三庚、黃士陵、吳昌碩等，數十位印人踐行創作的表現實例，

將篆刻作品與其參研之文字資料並列比對，藉以解明「印外求印」發展之源流與

變遷，闡發各自的表現手法與創作理念，提升篆刻作品賞析情思內涵，期能有助

於當代篆刻創作研究之借鏡與發展。 

 
【關鍵字】 

甲骨文、金文、幣文、陶文、籀文、石鼓文、石刻文字、創作賞析 

 
 

一、引言 
 
緣於清朝考證之學與金石學興起，伴隨浙派西泠八家碎切刀法古拙趣韻之興

起、衰退，「印外求印」的創作途徑亦逐漸展開，結合皖派鄧石如「以書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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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從書出」的研創理念，繼所謂的「圓朱文」之後，強化了篆刻與書法相互交

流、互資共生的密切關係，書法研究使用的全部金石文字資料，亦成為篆刻家寢

饋資用的重要內容，形成近代篆刻延續開展的主流動脈。 

 
所謂「印外求印」，就是吸取印章以外的各類文字資料，以資用於刻印之研

究與創作，這是影響近代篆刻創作風尚的重要發展。本研究之主要內容，係依金

石文字資料之類別，以近代以來印人踐行創作的表現實例，由時代背景、藝術思

潮及篆刻家各自的創作理念與情性等多角度探索，將篆刻作品與其參研之文字資

料並列比對，藉以解明「印外求印」發展之源流與變遷，闡發各自的表現手法與

創作理念，提升篆刻作品賞析情思內涵，期能有助於當代篆刻創作研究之借鏡與

發展。 

 
 

二、商周金石文字資料概述 
 
    在漢字形體的發展中，以文字表現的質材，有刻寫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刻或

鑄在青銅器上的金文，以毛筆書寫在簡牘、帛書、玉石等材質的筆寫墨跡。其中

以刀或筆直接刻寫在甲骨、陶器、玉石或青銅器的文字，屬於非筆寫墨跡的文字，

由於使用硬質的刀筆等工具單筆書寫，展現出刀筆刻痕的獨特線質，就書法史而

言，可稱為「硬筆書法」；以軟質的筆毫書寫在簡牘、帛書、玉石及其後的紙、

絹等材質上的稱為「毛筆書法」。這類書法墨跡成為自先秦至今構成中國書法最

重要的主體，此外，還有一種依照原有的筆寫漢字形體、線形墨跡，依形仔細鑄

造或鑿刻而成的「複製書跡」，以商周金文和歷代碑帖為代表；雖然這些經由碑

刻或依書帖鑿刻而成的書跡，展現的不是硬筆書寫的刀筆趣韻或軟筆書寫的線性

墨韻，在欠缺筆書墨跡實物的時代，也為現今研究書法提供了極具參考價值的史

料。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刻或寫在龜甲、獸骨上的文字，應用的年代主要是商代後期和周

代前期，距今大約有三千多年的歷史，自 1899 年（光緒二十五年）起出土於今

河南省安陽市小屯村，該地曾為商王朝晚期的故都遺址，故名「殷墟」。由於殷

商常利用龜甲、獸骨占卜吉凶，既卜之後，並在甲骨上刻寫卜辭吉語和占卜有關

的記事文字，因此有人稱為「卜辭」；材質使用龜甲或獸骨，也稱為「龜甲文字」、

「甲骨刻辭」；又因使用刀具（近年來學者們根據觀察、摹刻等實驗，認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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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錫 23%與銅 77%合鑄的青銅刀，其強度與韌性可適應契刻的需要）在甲

骨上契刻，也有「殷契」、「契文」、「殷墟書契」、「殷墟文字」等別稱。這種「刀

筆書法」在契刻時，不論線條粗細、輕重、疾徐、轉折，都細微地表露出從容自

如、遒勁有神的精熟技巧，呈現強烈的主體感，成為現代篆刻家以刀筆鐫刻的師

法典範。 

 
殷商一期武丁時期甲骨文 

（二）、金文  

   根據考古出土資料，證明在夏代就已進入青銅時代；銅的冶煉及銅器的鑄造

在商代晚期和周代已十分發達，其中有許多青銅器上都鑄刻了文字，字數多少不

等，從單純記名的幾個字發展為記事，主要大多是頌揚祖先和王侯的功績及重大

的歷史事件。青銅是紅銅和錫的合金，也稱為「錫青銅」，關於中國古代青銅器

合金成分的比例，最早見於《周禮．冬官．考工記》中所稱的「六齊」；但從出

土及傳世的青銅器分析實測中，中國的錫青銅中往往也含有少量的鉛。在古代，

紅銅稱為「金」，青銅則稱為「吉金」，所以銅器上的銘文通稱為「金文」或「吉

金文字」，由於這類銅器以鐘鼎、彝器上的字數最多，又稱為「鐘鼎文」、「鐘鼎

款識」或「彝器文字」等。 

 
早期金文大部份在模具上刻好後鑄成，由於模具質地鬆軟，筆勢粗細、或直

或彎皆可隨意掌握，因此產生線質肥粗、彎筆多、填實團塊多等現象；後期金文

則由於應用範圍的擴大及應用目的改變而產生不一樣的線性。從傳世青銅器中可

知製作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些由史官等撰寫後，再描形細製成銘版後嵌入而成；

西周晚期之後，有些直接以鐵筆在器形上模或在皮革外表刻寫，經過製外範、灌

銅等過程翻鑄而成，稱為「鑄銘」；東周、秦漢時期以鋼鏨等在器表上刻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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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刻銘」，這些金文的文字和製作技術，牽涉到刻寫者的身份、學養、技術的

精巧、粗疏及青銅器本身年久鏽蝕等因素，加上以宣紙用墨拓印的過程精良與

否，最後顯現的線形墨跡與原始線性多少會有失真的情況，但在缺乏毛筆墨蹟實

物的時代，這種「複製書蹟」仍然是研究早期漢字形體演變極為珍貴的重要依據。

將金文引入篆刻印藝，是影響清代以來篆刻發展要素中最為重要的一項。 

 

（三）、古陶文 

在商代陶器上已刻有類近甲骨文的字跡，周代則出現屬大篆字體的戳印文，

顯見「物勒工名」的功用，到戰國時期更進一步發展，秦、漢時陶文除戳印外，

刻劃的陶文也漸增多。戳印陶文通常字數較少，過去的文獻通稱出現在磚、瓦陶

器上的戳印文字為「陶文」，乃由於這一類戳印陶文係於泥坯未乾時，以印章押

捺在上面，復經燒製而成，可說是璽印的實際應用，這種戳印陶文形制略大，到

西漢時愈來愈大，至東漢早期，則發展成與磚面大小一致的「範模」，變為模印

的磚文。就目前所發現的幾種印模，可初步斷定戳印、模印陶文的模具多為陶質。

此外，刻劃陶文經由不同的工具、不同的製作過程及不同的銘刻方法，對於書體、

書風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第一種採用棒狀硬物或手指在未乾的陶坯上劃寫，第

二種則採用刀鑿等利器在燒製後的磚、瓦、陶上鑿刻，由於陶經燒後質地堅硬，

因此書跡極類似石刻文字。 

 
就目前發現的陶文中，秦代戳印銘文多篆書，刻劃銘文則多草篆、草隸，而

刻於秦統一時期（前 221 至前 208）的墓誌瓦文，書風簡率隨意，充分顯現當時

民間手寫書體的面貌，都成為研究歷代書體流變的重要參考資料。 

 

（四）、籀文、石鼓文、石刻文字 

《漢書．藝文志》載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前 827～前 781）

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公元 25～27）亡六篇矣。」知籀文出自《史籀篇》，

簡稱《史篇》，又稱大篆，為字書之祖，古時蒙書《蒼頡篇》、《爰歷篇》、《博學

篇》皆仿其體；許慎《說文解字》據所存九篇存其異文附在正文之後，仍保存了

二百二十多個籀文字形。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載：「（史篇文字）作法大抵左

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

文、下啟秦刻石。」1，原《史籀篇》所載真跡未見，《說文解字》最早為北宋刻

本，所載字形與西周晚期銅器銘文所呈現的字體方正、行款齊整、偏旁結構固定

的文字書體相近。 
                                                 
1 參王國維《觀堂集林》頁 254，北京：中華書局，1959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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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際於天興縣（今陜西省鳳翔縣）發

現十個鼓形石碣，遂名「石鼓」，每個石鼓上刻

一首約六七十字的四言詩，載秦君王獵遊景

況，為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文字多殘泐漫漶，

能辨認者約僅三百多字。由於該石具體年代尚

無定論，所刻字形可確認為春秋中晚期至戰國

初期的秦系文字。   
 

籀文、石鼓文、詛楚文和部份秦系金文、

石刻文字都屬於同一種字體，筆道勻稱、字形

端整，籀文中有些字結構繁複，一個字當中，

同一偏旁有時會重複出現。 

 
就文字學而言，秦漢篆文是古文字階段的

最後一種字體，也是通往近代文字的主要孔

道；目前所能見到的篆文，除了許慎《說文解

字》中所保留的 9353 個字外，主要還有秦代刻石如：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嶧

山刻石、會稽刻石以及秦權、量、詔版、璽印、三體石經中的文字，都成為探究

漢字淵源的銜接平台。秦代刻石文字以及秦詔的刻鑄文字，是參研篆法的基本文

字資料。但東周及秦代一般常見的規整化金石篆文則是以整齊謹飭為擅。 

石鼓文（局部） 

 

（五）、六國古文 

漢武帝（前 140～前 87）末年，魯恭王為擴充宅第，在拆毀孔子故宅時於夾

壁牆中發現一批古書，當中有《尚書》、《禮記》、《論語》、《孝經》等，使用的文

字與當時通用的隸書大不相同，漢朝的人以為這是最古老的文字，因此稱為「古

文」，這批典籍便稱為「古文經」。事實上，這些年代為戰國以前抄錄的典籍，所

使用的是先秦以前通行的文字，由於政治和地理因素，當時關東六國所使用的文

字和秦國文字有所差別，文字學者多稱前者為「六國文字」。 

 
六國之間的文字互異其形，自 1933 年安徽壽縣發現李三孤堆楚金文、1942

年湖南長沙發現子彈庫楚帛書、50 年代開始出土的楚竹簡，造成研究戰國文字

的迅速發展；加上考古、出土的戰國至秦漢資料層出不窮，對研究戰國至秦漢期

間漢字字形的發展、隸變狀況，提供了更為完整的廓貌。依據學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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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文字可劃分為齊、燕、晉（三晉：韓、趙、魏）、楚、秦五系2，由於各系出

土文獻資料數量並不均衡，以秦、楚兩系資料較多，目前各系文字已有專論發表，

在建立研究學科分支上，已形成顯見而迫切的趨勢。 

 
 

三、印外求印篆刻作品賞析 
 
（1）、來楚生3作，〈安處〉方形白文印，款：「安處先生。」 

 

 

 

 

 
 
 

 
 
 
 
 
 
 

 

 
此印刀法筆意略有甲骨刻辭之趣韻，可見刀筆合參而筆墨兼得之線質，惟其

文字結體寫法則與晚商遺文無涉。「安」字之形，顯非先秦篆法，偏旁的「女」

形在先秦文字中尤少見同例，而與漢代磚文近似，應是己法為多；「處」字則是

取自戰國三晉系璽文，形近可察。二字布陳均上頂而下空，可得較集中的虛處，

具有實質的視覺功效。 

 
來氏亦偶以甲骨刻辭刀筆入款，如其 1949 年所作〈豬〉肖形印：「三十八年

歲在己丑初月人曰，楚作。」及 1948 年所作〈犬〉肖形印：「戊子十二月九日，

楚作。」皆能得其神韻。 
                                                 
2 參何琳儀《戰國文字通論》頁 77～183，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 4 月。 
3 來楚生（1903～1975）  字初生、初昇，號負翁、一支、非葉等。浙江蕭山人，久居上海。工

畫善書，精篆刻，以肖形印聞名。有《來楚生畫集》、《來楚生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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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壯為4作，〈燕客〉方形朱文印，款文未見。（鈐用於書法作品、心

香室書畫常用百印集 49 頁題署鈐用）未知紀年，依鈐用例見於 1987 年可知，不

晚於七十九歲所作。自用印。 

 

 
  

 

  

王壯為作〈燕客〉   
王壯為作〈燕客〉

及其書法署款 

王壯為作〈匽客〉

（非原寸） 

王壯為作〈燕客〉 

 

 
所篆二字係依舊時《殷墟文字類編》等考釋的甲骨文入印。「燕」字，採自

《殷墟書契前編》卷六第四十三葉之六，於現行《甲骨文合集》編號為 5281 版。

「客」字，採自《鐵雲藏龜》第九十六葉，即《甲骨文合集》第 11018 正版5。 

 
此作印面布字疏朗有韻尤見精神，「燕」字頂立平置自得安詳，而「客」字

緊靠左上以偏足而空出下盤，呈顯出遠古文字造形的約象旨妙。點線筆勢自然順

暢，筆意圓融風神可見。 

 
壯公另有〈燕客〉長條形朱文印6（附圖），併此二印的內容與字形概同，或

係同時所作。壯公七十一、七十七歲時已另有〈匽客〉金文、〈燕客〉小篆的朱

文長方形印7（附圖），相關的「燕客」系列別號自用印多見而各具神采。 

 
 
 
 

                                                 
4 王壯為先生（1909 年～1998 年）原名沅禮，河北易縣人，享年九十歲。幼承家學篤好藝文，

廣覽詩書畫印，五、六歲學書法，十二歲從事篆刻，遍習楊澥、趙之謙、西泠八家、鄧石如、

吳昌碩等諸大家印風刀法。 
5 該「客」字之形，舊時所釋不確，《甲骨文編》錄入說文所無的「 」 字，《續甲骨文編》則

仍錄為「客」，目前一般字書均已不再收錄，研究者仍視為尚待考釋的文字處理。這是研究環境

與水準不斷提升的自然現象。近編《類纂》列入第 2068，770 頁。」 
6 見精品展 91 頁，心香室書畫常用百印集 81 頁，八十一歲題署鈐用印。原寸不明，未知年紀。 
7 於〈行書錄王漁洋文〉作品及〈行書錄東坡詞及原序〉作品鈐用，見《王壯為九十自壽作品輯》

82 頁、115 頁。一九九八年九月蕙風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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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壽石工81925 年作，〈匽客〉方形白文印，款：「乙丑印丐作。」又，〈匽

客〉長方形朱文印，款：「燕客漫作。」未紀年自用印。 

 

 

 
 

壽石工作〈匽客〉 
 

壽石工作〈匽客〉 

 

 

 

 

 
上述王壯為所作金文入印的〈匽客〉自用印，與此略微近似。「匽」字，經

典通作「燕」，壽石工與王壯為均以「燕客」為號。壽氏此二作之「匽」字取資

〈匽侯鼎〉、〈沇兒鐘〉明顯可知，而「客」字則與《說文》古文、〈沇兒鐘〉、〈

鼎〉之形略近。朱文印，上下接邊而周欄左下通氣，布字疏朗得空靈清韻。白文

印，線質輕重有節而細勁寓趣，下留紅地托襯，益顯筆意神彩。 

 
（4）、壽石工作，〈壽〉長形朱文印，

款記：「秦公敦『壽』字。印丐自制。」 

 

 

 
此印取資之器名現稱〈秦公簋〉，係

以銘文原樣入印，線質遒挺頗得精神，

布局構成在周欄映照下自得疏朗形姿，

四角留白變化虛實疏密，是其用心得意

之處。 

 
 
 

 
                                                 
8 壽鉨（1889～1950），字石工，又字務憙，號印丐、悲鳳、玨盦、瑴庵、玨公、無量、悴公、

燕客、園丁，別署咫翠、石尊者。齋館有：湘怨樓、鑄夢廬，蜨蕪齋、辟支堂、不食魚齋、霞

外草堂、容簃、馥秋閣、綠天精舍、景黎軒、冷荷亭、石葉書巢、春聲館、元嘉硯齋、寒篠宦、

玄尚精廬、永寧專硯堪等。浙江紹興人，定居北京。工詩詞、善書法、尤精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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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壽石工 1925 年作，〈無量〉方

形白文印，款記：「克鼎、大梁鼎。乙丑

八月。無量作。」 

   
以古璽印式二字界格所作，取〈善夫

客鼎〉與〈大梁鼎〉銘文入印，構形空間

略加調整，布字平實安和，筆意自得統一

暢貫，弱化周欄得以益見線質趣韻。 

 
 
 

 
（6）、壽石工作，〈印丐〉方形朱

文印，款記：「毛公鼎、頌壺。印丐自

作。」 

 
此作集〈毛公鼎〉、〈頌壺〉之銘文

入印，字形極似而尤得筆意神趣，線條

略加強化勁直而益顯遒暢。布字以上下

三處接邊，而取左右留白與右下空處相

互呼應平衡，得虛實疏密變化之趣，整

體印面布局清朗安適而具有動勢。 

 
 
 

 
（7）、壽石工 1922 年作，〈老大〉方

形朱文印，款記：「丐，壬戌大寒。歸盤、

盂鼎集字成此。越日又記。」 

 
此作為集字入印所成，參照〈歸父

盤〉、〈大盂鼎〉之字例可知係形神兼取之

作，字形結體略加調整而益顯舒暢，在線

質上內外均取勻細遒勁，得平穆清和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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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梁乃予 1978
年作，〈眉壽無疆〉方形

朱文印，款記：「眉壽無

疆。擷周邿伯祀鼎銘作

吉語印，無疆合文籀書

僅見，戊午仲秋乃予記

于意古樓。」  

 
又，梁乃予 1978

年作，〈無疆〉方形白文

印，款記：「周伯祀鼎銘

無 疆 二 字 合 文 擬 以 古

鉥。戊午秋夜乃予燈下

並記。」  

 
又，喬大壯9作，〈喬無疆〉方形朱

文印。 

 
 〈邿伯祀鼎〉「無疆」 

 
此三印皆以〈邿伯祀鼎〉銘文之「無

疆」二字合文入印。喬大壯所作上緊下

鬆而周欄粗實，得古茂樸拙之趣，實有

巧思。 

 
梁乃予所作四字朱文印以平和布

陳，而著力在線質變化，以刀痕得韻，

其「疆」字長線多曲，有較多自我之見，

故而二字白文印尤見神采，線質圓融而

不掩遒暢，特有刀筆神運之妙。 

 
 
                                                 
9 喬曾劬字大壯，別署壯殹，波外翁，四川華陽人。早年出身清季譯學館，精通法蘭西文，并以

詩詞，駢文、書法，篆刻知名海內外。喬氏于篆刻藝術，並無師承。蓋家學淵源，有所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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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壽石工之弟子禹民作，〈強學〉

方形白文印，款記：「禹民集盂鼎。印丐

記。」 

 
此作以「疆」字用為「強」，取西周

早期〈大盂鼎〉銘文二字入印，字形筆意

均得神韻，白文無周欄顯得樸質，在布字

經營上頗為平實，惟兩字上段左右相接實

為奇險之構。 

 
 
     （10）、趙之謙10約在 1855 年左右所作，〈子容〉朱文印，款：「冷君模周

彝文。」推定為二十七歲為其叔祖趙涵所作。 

 

 
 

 

 

 

〈大盂鼎〉 

 

 

 

 

  
 

 《六書通》 《金石》 《六書通》 《楚文字編》

 
「容」字同於《說文》古文之形，下部作「公」，出土兩周文字有例可證，

在楚系文字中習見，但將「 」訛「 」則是在戰國以降。此二字構形均極特殊，

「子」字上頭作上尖三角形則為秦漢之前所罕見，僅有〈子尊古鑑〉者略近。其

所云模周彝文之器名不詳，或係得自鐘鼎款識之類摹寫或傳抄文字資料，再加靈

活變化而成，亦未可知，所作字形極為圓婉勁逸。 

 
 
 
 

                                                                                                                                            
他有深厚文學素養，於小學、金石碑刻之學，亦有研究，故內涵豐富，韻味獨特。雖博涉諸家，

主要私淑黃士陵，參以己意，喜以大篆文字入印，刀法工整穩健。 
10 趙之謙（1829～1884）。字撝叔，又字益甫，號悲盦、无悶、子欠、冷君、憨寮、梅盦等，浙

江會稽人。篆隸書學自鄧石如，行楷書溯自北魏碑體，治印將戰國錢幣、秦權量詔版、漢銅鏡、

磚瓦、封泥、六朝碑板文字等融入印中，別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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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趙之謙約 1859 年左右所作，〈英叔〉朱文印。款記：「英字，古多以

央字借之，漢碑具在，可徵也。撝叔識。」約三十一歲前後作。 

 

 
  

  
 

 
 

 《金文編》 《六書通》 

 
〈熹平石經〉有「徐人伐英氏」、漢鏡銘「食玉英」、「長樂未央」等，均可

見「英、央」二字通假之例。印文「央」字非《說文》正篆，係西漢以前之正寫，

「叔」字亦為周金字形，經典文獻中通用為「弔」，二字形近易訛所致。此為稍

早期所作，或係依重訂《六書通》所錄字形入印。 

 
此作採用古璽三晉系朱文印式，印文線質較細，與周欄取得差異映照，環字

留空以白襯字，得清朗之氣，在平穩中有動勢之趣。 

 
（12）、吳昌碩111918 年作，〈子成〉方形朱文印，款：「老缶為擬彝器字。

戊午秋。」 

  

 

 

 
七十五歲作。此作二字擬法商周金文，以遒厚中實線條主構，周欄輕重多趣，

布字貼邊而以中空留白，「子」字結體猶多經營。在醇古質氣中取得舒朗，平穩

之中可感動勢。 

                                                 
11 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俊卿，小名鄉阿姊。字昌碩，又署蒼石、昌石、倉碩、倉石，

（六十九歲後以字行，為昌碩）。用刀淺斜，使刀如筆，鄧散木嘗曰：「近世惟吳安吉能摘漢人之

髓」。所作印式風貌多樣，印風蒼茫古拙，金石氣韻濃郁。為近代極受推崇之書畫、篆刻家受其

影響的印人眾多，如：趙古泥、徐新周、錢瘦鐵、陳師曾、沙孟海、來楚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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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來處生作，〈子豆〉方形朱文印，

款：「集壺敦字，初升。」 

 

 
此作二字集自「壺敦」？惟器名〈壺敦〉

未曾知聞，或係集自「某壺」、「某敦」未可

知。從附列的壺、簋（舊時釋器多誤「簋」

為「敦」）銘文相關字例所見，確有字形近似

者可供參考比較。所作印面結體緊實偏置左

上而空出一隅，以虛斷之邊欄為界，布字取

偏險而得聚散之韻。線質渾厚拙樸而雄強有

力，允為佳妙之作。 

 
 

（14）、來楚生 1971 年作，〈楚生之璽〉方形朱文印，款：「安處集鐘鼎彝器

字，辛亥初夏年六十有九。」 

 

 

 

 

 
 

 

 
 
 

《甲金》 
《集成》2841 

《補補》 
〈毛公鼎〉 

   

 

《古彙》

3688 
《古徵》 《金文編》 《補補》 《說補》 

 
此作款文明記「集鐘鼎彝器字」。其中，「楚」字近於〈毛公鼎〉、〈令簋〉。

而「生」字在商周文字中雖較多見（另如上圖《古璽文字徵》亦可見），但下端

二橫畫等長則是晚出寫法，於戰國〈信陽楚簡〉有略似之例。「之」字有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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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但上筆較平已有己意。「璽」字先秦古璽印文字中多見，惟所作未具特定

引用之據。因此可知，此作僅係略參金文而實多自我安排。在印式上，朱文古璽

較少見，線質古拙而富變化趣韻，風格突出自有醇厚之氣。 

 

 
（15）、來楚生作，〈楚生私璽〉方形白文印，款：「楚從晉邦 。負翁。」 

 

 
 

   

    《古彙》3688

 

 

  
 

 

 《集成》10342

〈晉公 〉 
《說補》 《補補》 

 

 
   

 《古彙》4792 《補補》 《印舉》 《古彙》2311

 
此作「楚」字取自〈晉公 〉（《集成》10342。該器是如同鑑的水器大盆，

或作「 」。）在印面中該字形與「璽」字皆較大並分佔右上、左下，而「生」、

「私」兩字特小，四字融合一體、疏密有度，右下「生」字視焦灼強，布局結構

極為出色，刀筆趣韻悠遠，是為傑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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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來楚生作，〈林〉方形朱文印，款記：「封比干墓銅槃林字如此，初

升。」 

 
 

 

 

 

 

 

 

 

 

宋代 王俅 

《嘯堂集古錄》 

 
《字源》 

 

 
《六書通》 

 

 

 
 

宋代 薛尚功 

《歷代鐘鼎彝器款識法帖》

 
款記之〈封比干墓銅盤〉，著錄於宋代王俅《嘯堂集古錄》及宋代薛尚功《歷

代鐘鼎彝器款識法帖》，實係偽器。來楚生所作「林」字之字形亦收錄於《鐘鼎

字源》及《六書通》汝帖，均依舊釋而來。此作依形而作，未於布局另加經營，

用力之處主在線質刀趣，虛實輕重安置平適，取境古茂質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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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來楚生作，〈林〉圓形朱文印，款：「湯叔尊林字，初升摹作。」 

 

 

 

 
《金文編》 

《集成》10155〈湯叔盤〉 

 

《補補》 

 
款文所記〈湯叔尊〉實即〈湯弔盤〉（或稱〈湯叔盤〉），見錄於《周金文存》

5.4、《小校經閣金文拓本》9.76.3、《商周金文錄遺》496、《殷周金文集成》10155
等。此印「林」字之字形實係該器銘「 」（侯國、族名，後之「我」姓）字之

上半，字典所收係前人誤摹，丁福保《說文古籀補補》及舊版《金文編》亦曾誤

錄。來氏此作布字平疏未見刻意，線質則於勻和平實中以斷損作趣。 

 
（18）、來楚生作，〈楚生〉長形朱文印，款：「豆閘敦生作眚，楚生并記。」 

 

 

 

 

《字源》 《六書通》 

  

《集成》10242 《集成》4276 《補補》 

款記之〈豆閘敦〉，器名實為〈豆閉簋〉（豆閉 ）。銘文為「唯王二月既眚

霸」，可知，係以「眚」（省）字假借為「生」。「楚」字之形見錄於《六書通》之

〈齊侯盤〉或《鐘鼎字源》〈齊侯匜〉，依銘文內容實應釋為「楙」字。來氏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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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可喜，細緻中猶有大格局。 

 
（19）、來楚生作，〈處厚〉方形朱文印。此印款文未見。 

  
 

 

 

《集成》109‧2

〈丼人 鐘〉

《金文編》 《集成》111‧2 

〈丼人 鐘〉 
《集成》112

〈丼人 鐘〉

  

 

《金文編》 《集成》2730〈厚趠方鼎〉  
 

「處」字之形近於〈井人鐘〉，「厚」字同於〈趠鼎〉之形，單曉天、張用博

二氏已曾指出。12整體布局安穩而具虛實動勢，線條質感富寓刀筆趣韻，雖多殘

破而猶能生動自然，誠為佳妙之構。 

 
（20）、來楚生作，〈來〉方形朱文印，款：「散氏槃，然犀篆。」 

 

 

  

《說補》 《篆隸》 《集成》10176〈散氏盤〉

 

                                                 
12 見《來楚生篆刻藝術》66～67 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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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印「來」字取自西周金文〈散氏盤〉銘文，與吳大澂《說文古籀補》所刊

相近，於字形上已參入作者己意，略異於原拓所見之狀。同時，線條以細拙表現，

另有風味，周欄亦以細質為主，得清曠風神，文字偏置而右上連邊，取得虛實空

處，整體安詳而有新意風格。「來」字，《商周青銅器銘文選》隸定為「逨」字。 

 
（21）、童大年13作，〈大年〉方形朱文印，款記：

「集周金文，大年。」 

 
此為童氏自用印。「大」字兩周金文習見，所作

形神俱現，「年」字之形則甚少見，僅與〈靜簋〉（即

〈靜敦〉）銘文近似而下部反置。「年」字上部從「禾」，

下部原從「人」，後易飾點而成從「千」。 

 
 

 
此作採古璽三晉朱文印式，周欄粗厚足堪內映形姿，甚得古意，「大」字頂

上而略小，取得留白穿氣是為妙構。 

 
（22）、童大年 1937 年作，

〈小松〉方形朱文印，款記：「集

剌鼎字。丁丑正月十四日午

正。」 

 
在傳世該鼎銘文中未見其

所集二字（見三代 4.23.3，小校 3.18.2，大系 31），或另有所據未知。「小」字之

形習見，而「松」字未見金文用例。將「公」形置於部首「木」之上，傳抄古文

《汗簡》有錄；猶如「杞」字之例，易左右為上下之構形，在商周文字中經常可

見。 

 
 

「杞」

 
此作採古璽三晉朱文印式，周欄平直方正頗為亮麗，線質外粗內細輕重得

趣，在適當留白映襯下益顯精巧可喜。 

 
 
 
 
                                                 
13 童大年原名嵩，字醒盦，又字心安、心龕、心庵，號性涵、松君五子，又號金鰲十二松下第

五童子。江蘇崇明人，精研古文字、擅書法，早年以漢印為宗，後習浙派與鄧石如、趙之謙等

諸家。中年取法戰國璽印、古泉等，亦受吳倉碩風格影響，印風面貌多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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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葉潞淵141957 年所作，〈大石齋畫記〉方形白文印，款記：「丁酉夏

集三代金文。潞淵。」 

 

 

  

 

 

 
 

 

 

 
此作五字於商周文字中均有可參，採古璽印式而自成新局，周欄斷續而得有

古意，右上二字略存空隙以出氣，可見匠心著處。 

 
（24）、葉潞淵作，〈生于丁未〉長形白文印，款記：「潞淵法金文款識式。」 

 

 

 

 

  
 

 

《說文》 

 

                                                 
14 葉潞淵（1907～1994）葉潞淵原名丰，字露園，後改字潞淵。江蘇吳縣東洞庭山人，書齋榜

曰：“靜樂簃＂、“且住軒＂。少時即愛好金石書畫，好讀書，治學博，強于記憶，常過目不

忘。以鑒定篆刻作品，名家印譜而著稱。善繪花鳥，取法惲南田、華新羅。西冷印社社員。 

 19 



2005 造形藝術學刊 
 

此作採「亞」形印式，於商周早期銘文中常有。「生」、「丁」二字為習見之

形；「于」字上部未穿連如《說文》篆文，在金文中則較少見，而下部曲折亦僅

〈伯頌父鼎〉可參；「未」字中豎略曲之形式在金文中無例，或為變化線條動勢

而安排。整體印面爽朗清麗可賞。 

 
（25）、來楚生作，〈來〉方形朱文印，

款：「古匋文來從辵，楚手摹上石。」 

 
「來」字從辵，《說文》所無，惟西

周金文中如〈逨觶〉、〈長 盉〉、〈散氏

盤〉、〈單伯鐘〉、近年出土的兩件〈逨鼎〉、

以及〈三體石經‧文公〉等均可見用例，

可知是兩周時期通用的寫法。 

 
來楚生此作取戰國齊魯系古陶文入

印，線條古拙，周欄寓富趣韻而略加舒

放，可以襯顯印文線質益加雄渾，左上虛

斷借邊，正下方則黏邊，步字頗為穩當。 

 
（26）、來楚生作，〈陳〉長形白文印，款：「古匋陳從攴，為石湖作。」 

 

 
此印兼合圖形與文字，所作「陳」字為反書，故左半之「攴」形異於尋常，

 
 

 

 

 

 

 
 

 

 

 

 
 

古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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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半「東」形下有殘省。此字東周時期於齊國陳氏多加土形作「 」，於金石陶

文中多見；而金文簡冊中所見陳國者則多加「攴」形作「 」，於《汗簡》、《六

書通》中亦可見錄，《集韻》云：「 」或作「 」，於曾侯乙墓出土衣箱之〈天

文漆書〉可見用例。 

 
來楚生所作字形从攴从東，近似〈秦公簋〉等之「敕」字，其謂出自東周古

陶文字應是有所依據，惜未能獲見以印證。此印加有周欄故印中留紅益加強化，

線條中實渾厚、圖形生動，有溫穆古樸之風神。 

 
（27）、趙之謙約 1864 年所作，〈沈

樹鏞印〉方形白文印，款記：「儗石鼓文。

无悶。」推定為三十六歲所作。 

 

 
「沈、鏞、印」三字，在〈石鼓文〉

中均未見，「樹」字二者之文字結構亦不

同，可知趙之謙所法者僅是石鼓文的線質

印象，即圓勁凝重的風味，並未拘泥於字

形的外相。 

 
此印採漢印白文印式，有別於尋常

「逼邊滿白」之論，其於粗白中適度留紅

數塊，相互呼應形成韻律，並於四邊蓄意

留有間隙猶如無形之邊欄，內外相襯倍增

精神，是其漢印創作卓然有成的獨特手法。 

 

 

 

（28）、吳昌碩約 1884 年左右所作，〈吳人〉長

形白文印，款：「倉石擬石鼓文。」推定約四十一歲

作。 

 
此印二字採東周秦系〈石鼓文〉入印，「吳」字

之形小異。渾厚中實的線質應是所擬主力，周欄著

意虛斷及足夠的紅地區塊正可映照襯顯，精巧小印

亦可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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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吳昌碩 1890 年所作，〈長樂〉

方形朱文印，款：「擬獵碣意。庚寅二月。

昌碩。」 

 

 
 

 

四十七歲作。此作線質清細別於〈石鼓

文〉的一般印象，故較難賞會。「長」字之

形係六國古文寫法，於先秦古璽中習見，

「樂」字則與獵碣所見小異。此印內外線條

粗細區別分明，易得整體構成大要，右半多

留餘地形成核心，是件清朗溫穆的好作品。 

 

 

 

 

 

 

 

 

 
（30）、黃士陵15作，〈游於藝〉方形朱文印，款：「集石鼓文，牧甫。」 

 

    

   

 
石鼓文字形結體嚴整方正，線條圓滿，運筆流暢，開秦代小篆結體用筆之先

河，因此，自唐初出土以來，備受世人珍愛，唐代張懷瓘《書斷》中即稱石鼓文

「體象卓然，殊今異古；落落珠玉，飄飄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

遺變石鼓。」 
                                                 
15 黃士陵（1849～1909）字牧甫、穆甫，晚號倦叟、黟山人、倦游窠主，安徽黟縣人。書畫俱

佳，篆刻成就尤卓著。治印初學鄧石如、吳熙載，印外求印取金文、鏡銘碑板、瓦當文字入印，

長於文字章法安排，所做印式耐人尋味，光潔線質中具雄秀挺拔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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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印雖言集石鼓文，就線形、線質而言，與石鼓文圓滿流暢的線性迥然不同，

「游」字改圓筆為方筆，字形結構特意將左上方屈縮；「于」字將下端圓弧改為

短弧線，作避讓處理；「藝」字則作 ，字形稍作減省，以求印面協調。整體佈

局中作右一左二排列，左方二字作一扁一方處理，為免線條在橫平豎直中過於板

滯，「于」字下端改向左彎，增益印面的變化；「游」字佈局稍偏上方，下方刻意

留出空間，與右上方隙地呼應，使整體印面得靈動之生趣。此印雖以直線安排，

於平正佈局中仍見巧思，看似尋常實寓奇崛。 

 
（31）、來楚生 1971 年作，〈安處〉方形朱

文印，款：「辛亥安處集石鼓字。」 

 
此作二字確見於東周〈石鼓文〉中，惟字形

較多圓柔之意而未全然形似，依此可見來氏之創

作理念實已多己意。布局安和可見輕重，線質婉

暢自出風神。 

 
 

（32）、來楚生 1972 年所作，〈番禺關良〉方形白文印，款：「安處刻近石鼓

文字，壬子重九。」 

 

  

 

 

 
此為來氏六十九歲所作，四字在〈石鼓文〉中俱未見，而來氏自云「近石鼓

文字」，當指筆意，以醇厚中實的線條質性而言確是如此，是意仿的創作力作。

布字分列兩側而有輕重呼應，結體於方整之中寓含拙率之氣。「關」字之形為六

國古文寫法，於先秦古璽中可見用例。「番」字較接近《說文》篆法，「禺」、「良」

二字則以漢印篆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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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錢君匋 16 1948
年所作，〈沈尹默〉方形朱文

印，款：「君匋橅秦詔版，為

尹默先生，即乞正之，時戊

子夏四月。」 

 
秦詔文字多為白文刻

銘，故以平直線條為眾。此

作三字僅參其線質筆意自我

成局，縱直多線質韻有別，

以厚重周欄區別映照，布字

勻正齊整，於左上留白取得

視焦，在安和平順中具有變

化趣運。 

 
 

（34）、趙之謙約 1864 年左右所作，方形朱文印〈鄭齋所藏〉，款「略似六

國幣。撝叔。」 

 

 

《繆韻》 

〈中藏府丞〉 

 
《繆韻》 

〈賈齊私印〉 

 

 

 

 

 

 

 

 

 

 
《印舉》 

〈齊穰私印〉 

《金薤》 

〈鄭安私印〉 

《漢金》538〈斗檢封〉

 
                                                 
16 錢君甸（1906～1998）錢君甸名玉堂、錦堂，字豫堂。書齋榜曰：“無倦苦齋＂。“抱華精

舍＂，晚年自號“午齋老人＂。浙江海寧人。少時在藝術師範學畫，顯露才華，冠于儕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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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韻》 《類纂》 《繆韻》 

 
「鄭」字見《續韻》與《繆韻》（《金薤留珍》〈鄭安私印〉），應是兩字取偏

旁共合而成，「齋」字即同《繆篆分韻》〈賈齊私印〉，「所」字近似漢金文〈斗檢

封〉之形，「藏」字見《繆韻》，而再略添己意。 

 
糞翁曾言：「所謂巧，謂字本平正，挪移其間架，使之流走。所謂拙，謂字

本圓轉，平整其筆畫，使就規矩。亦有其字本巧，更挪移之使益其巧者，其字本

拙，更平整之使益其拙者，凡此皆視印文而異17。」 

 
來楚生《然犀室印學心印‧停勻》亦云：「停勻非難，尚整齊者以為能；不

停勻非易，文字筆劃本體停勻，欲使不停勻，實大不易。得之停勻，失之疏密。

失卻疏密，即無流走自然之趣，易入板執呆滯之域。」可知，印文本身的疏密與

字間的佈局亦巧拙參用。從所附圖例亦知此印橫向筆畫多、垂直線較少，精心排

列後自有變化。 

 
趙之謙曾說「漢銅印妙處，不在斑駁，而在渾厚18。」以未達三十歲的年紀，

就有此創新體悟，實非常人所及，這般見地就讓黃士陵等印人佩服不已。19此印

線質光潔古俊，雖未實際使用古幣文字，但已得其風神，周欄保留自然未做刻意

殘損，這種保留印邊四角圓弧的周欄樣貌，在後來的吳昌碩的作品中也時而易見。 

 
 
 

                                                 
17 鄧散木藝術陳列館供稿《鄧散木印譜》 哈爾濱：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89 年 3 月。 
18 趙之謙二十九歲（1857）作〈何傳洙印〉款：「漢銅印妙處，不在斑駁，而在渾厚，學渾厚則

全恃腕力。石性脆，力所到處應手輒落，愈拙愈古，看似平平無奇，而殊不易貌。此事與予同

志者杭州錢叔盍一人而已。叔盍以輕行取勢，予務為深入，法又微不同，其成則一也。然由是

益不敢為人刻印，以少有合故，鏡山索刻，任心為之。或不致負雅意耳，丁巳冬十月，冷君識。」 
19 黃牧甫四十六歲（1894）作〈寄庵〉款：「仿古印以光潔勝者，唯趙撝叔為能，余未得其萬一。

甲午二月，牧甫。」另，〈栽丹種碧之居〉款：「仿古印以光潔整齊勝，唯趙撝叔為能。牧甫。」

又，〈歐陽耘印〉款：「趙益甫仿漢，無一印不完整，無一畫不光潔，如玉人治玉，絕無斷續處，

而古氣穆然，何其神也。牧甫為務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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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吳昌碩 1889 年所作，〈石墨〉方形朱文印，款：「己丑春。擬泉范字。

苦鐵。」 

 

 

 

 

 

《古幣》 《古幣》 《繆韻》 《秦錢》

  

《金石》 《繆韻》 修飾前 修飾後 

《天衡》68 頁刊   

 
四十六歲之作。韓天衡先生於《天衡印話》說：「缶老奏刀風快，而印初成，

於印面修飾之用功非常人所能及。一印初成，往往置於案間累月，得暇則「做」，

然其妙在千雕萬鑿，復歸於樸。「做」而令人一無做的感覺，此境地唯缶老得之。

真可以太白「古人未見今時月」讚之。20」 

 
「石」字見《古幣》、《秦錢》、《繆韻》等，有近似字形。「墨」字戰國泉幣

文字習見，此作擬古錢幣字範之法，惟吳氏所作較多虛斷，上端小異；「石」字

構形原即相類，所作重心上置而以左線垂立如似界格。與常見之泉幣文字多具墨

趣，整體虛實分明、視焦強烈，周欄曲直圓角對應用心，線質變化有韻。 

                                                 
20 韓天衡《天衡印話》，68 頁，臺北：南天書局，2000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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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錢》898 〈離石‧五十（背）〉 《大系》2516〈節墨之大化〉 

 
（36）、吳昌碩約 1896 年左右所作，〈苦鐵〉方形朱文印，款：「擬古泉字

而筆蹟小變。缶。」 

 

 

 
 

   

《甲金》 《金石》 《補補》 

 
推定約五十三歲之作。此作二字之形於古幣中具未見，「鐵」字係以《說文》

之古文所篆，故知其擬古泉所取法者係以書法線條質趣為主。「苦」字下端施以

粗厚，得與左側邊欄相映互照，右上「艸」部併筆化簡，得以虛空。印面布字平

正，於勻和中仍多變化，醇厚而耐看、久賞多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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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葉潞淵 1942 年所作，〈容

希白〉方形朱文印，款記：「取法古刀

幣，為希白容先生。潞淵，壬午年。」   

 

 
此作自云取法古刀幣，指涉當在細

勁線質，於布字則近秦漢朱文私印。在

平正勻順之中，顯得樸素無華，而內蘊

巧著頗值細品，久觀而耐看，或即應照

容庚（希白）先生之為學做人而製。 

 

 

 
 

 

 
 
 
 
 

（38）、丁輔之211910 所作，〈簡園珍藏〉方形朱文印，款記：「取法在六國

幣。宣統二年二月，輔之製。」 

 
《繆韻》 

 
《繆韻》 

 
《繆韻》 

 

 

《類纂》 

 

《續韻》 

 

《續韻》  

 
《漢韻》 

   

 

此作與前述趙之謙所作〈鄭齋所藏〉略有傳承，「藏」字形近同出，惟線質

內外

                                                

齊一而布字四分平整，得勻和靜穆之構，所取法六國幣者概在平直線條之意。 

 

 
21 丁輔之（1879～1949），名仁、仁友，字子珍、輔之，號鶴廬，浙江杭州人。 1904 年，丁輔

之與吳隱、王提、葉銘同組西泠印社，以保存金石、研究印學為宗旨。詩古文詞，金石書畫，

無不精究，尤雅好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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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壽石工 1925 年所作，〈壽〉長方形

朱文

此作「壽」字擷取戰國時代的尖足布幣鑄

銘入

（40）、童大年 1937 年所作， 平安〉方形朱文印，款記：「光緒六年秋。隨

侍越

  
 

印，款記：「師六國幣。乙丑三月中沐，印

丐作。」 

 

印，形神兼攝而自成新構，布字經營可見

巧思，線條曲折帶圓尤有筆意，誠為妙構。 

 
〈

州。仲兄別署缾菴。或曰大佳。余曰佳可畀。予兄笑曰不可。予時八齡。刻

印平安印曰。我用此二字何如。此為予游刃之始。時叔兄正臨刻何雪漁七十二候

印譜。就其削正。今仲兄歿已十二年矣。近見尖足布文。集此為印。惟願慈竹平

安。合家清吉。使游子之心稍慰。仍如齠齔依依膝下時也。但痛仲兄之早逝耳。

廿六年春。童暠客沽上。」 

 

  

此印二字擷自戰國尖足幣文，形神俱得頗為佳妙，周欄界格平順拙樸，內外

均和

、小結 

篆刻創作既是兼合圖形、文字等綜合經營表現的視覺藝術，「造形‧構成‧

設計

不多鑿痕而自有趣韻，是印外求印創作的平實手法。 

 
 

四

 

」自然是其創作的表現重點，因此它能跨連美術、書法、文字藝術而靈活應

用。以「書寫」方式表現，是書法藝術的特質，也是限制，而「文字藝術」則可

以是「非書寫」所成的。金石刻鑄的文字，可以仿似書寫，也可以不受筆寫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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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現出超越毛筆或刀筆寫刻所能之外的，種種不同的線條與文字造形，這種

表現特質和篆刻創作是理通共具的，因此，借鏡金石刻鑄文字來資惠創作表現，

比起書法或繪畫而言，篆刻所能發揮的空間便極為廣闊。 

 
清朝中期金石考證之學發展達於高峰，也對書法、篆刻、繪畫的發展產生影

響。

「漢印」風格素來是篆刻發展的正宗主流。漢代篆書主要承襲秦篆，由於受

到隸

近代以來篆刻家的作品，通常是將金石文字相互合參，取其形神精粹融為一

體，

「印外求印」的創作方法包括：形神兼取、遺形取神、形神皆忘。創作方法

與取

情思理念是篆刻家創作的動力源頭，分散在作品款文與相關詩文論述諸史料

中，

在以古潤今、再生傳統的新古典創作思潮下，金石碑碣的篆隸文字資料，首

先便成為書法研創取資的重要來源，其次再「以書入印」轉惠於篆刻，更是「印

外求印」篆刻創作最普遍多見的研習途徑。 

 

書筆法、結體的影響，秦篆相對的較為整齊謹飭，漢篆則帶有婉轉流動之意，

作為漢代特有的「印篆」篆書則帶有縝密方正之風。此外，自清中期後由於金石

考證之學勃興，影響了書法、篆刻界，印人在「印中求印」必以秦漢印為遵循準

繩，「印外求印」者除取材甲骨文、金文、古陶、石鼓、磚、瓦、權、量、詔版、

刻石等文字入印，豐富了篆刻的表現與韻趣。 

 

在印式、邊欄、結字、線質上綜合取資，出入古典金石文字之形質風神而再

生傳統，是「印外求印」篆刻創作發展中的主流途徑。在傑出前輩印風的影響下，

商周金石刻鑄文字的風韻，在無形中潛移默化，事實上已是理所當然地進入成為

篆刻創作的手法要領，解其源方能知其所以然，回溯近代以來篆刻發展史，解析

前人研擬表現的理念情思，是重要的研創借鏡門徑。 

 

經理念固有不同，但是，在印作之構成處理上，名家手筆以書入印在布局經

營、點線質韻以及以刀為筆所表現的整體性卓越成就，則是最值得欣賞與欽佩的。 

 

而作品表現巧能技法之滋生，則除了所具篆刻學養之外，即來自於金石文字

與書法參研的知能成效。所謂「師古人之心，而不止於師古人之跡」，就是創作

的精神、理念與方法之學習，藝術傳承以追求自我創新為理想，並非僅止於形式、

技巧、風格之形似模仿，如同再現古人一般而已。因此，以「古為今用」的精神

將傳統史料資源再生，將各類金石文字與書法吸收融入篆刻的「印外求印」創作

方法，便是近代篆刻家再生傳統樹立風格的康莊大道，不論是回顧歷史評鑑賞

析，或是省思展望與借鏡，加以分析研究都應該是具有意義與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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