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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練書法，寫字之前必須先

磨墨。從磨墨到發墨，透明的水從清澈逐

漸變成黑色汁液，好的墨條還會飄散出清

淡、幽靜的墨香味，讓人心曠神怡。就在

幾分鐘磨墨的時刻裡，浮躁的情緒便能快

速安定下來，專注進入一筆一豎一撇一捺

的書法天地。原來，這就是天然手工墨的

魅力。「墨」搭配「筆」呈現出來的線條

與層次感，在東方傳統書畫藝術上發揮得

淋漓盡致。墨的黑看似單一，卻富於濃、

淡、潤、枯等多種變化，知名書畫家蔣勳

曾指出，中國繪畫從色彩到水墨，「是在

『無』處看到『有』；在『墨』中看到豐

富的色彩；在『枯木』中看到生機；在『空

白』中看到無限的可能。」。品質好的墨，

除了講究原料、成分，製墨的技術也非常

重要。臺灣因時代背景與政治因素，製墨

師傅幾乎全來自福州，至今在臺灣，不僅

還看得到師承自安徽歙州人曹素功一派的

製墨技藝，近年來其傳承者更將此國粹發

揚光大，在華人世界大放異采。這位國寶

級的製墨大師，就是近年來聲名享譽海內

外，「大有製墨廠」的創始人—陳嘉德。

墨的由來與起源

在「墨」尚未出現的年代，人們通常

以竹片沾漆寫字，直到周人邢夷，無意中

發現將松炭灰拌在水裡，變成的黑色液體

竟然可用來寫字，大大改善了當時文字記

錄的方式；但因攜帶不便，於是加上鍋灰

與糯米粥一同攪拌，搓揉成條狀後曬乾，

使用時加水磨一下，就能寫字、作畫，最

初取名為「黑土」，後來將二字合一為

「墨」。據《述古書法纂》中所載：「邢

夷始製墨，字從黑土，煤煙所成，土之類

也。」，這是中國早期「墨」的由來之一。

三國時期曹植亦曾寫下「墨出青松煙，筆

出狡兔翰。」的詩句，當時的隃麋、延州

(今陝西千陽、延安 )等地盛產松樹，松

木質地優異、含脂量高，適合用於製墨。

▲ 已有百年歷史的舊模具，現為大師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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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紙、硯」合稱「文房四寶」，

名稱起源於南北朝時代 ( 西元 420-589

年 )。魏明帝時期的大臣韋仲將是書法家及

製墨高手，他曾說：「若用張芝筆、左伯

紙與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則可逞

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張芝與左

伯分別是當時知名的製筆與造紙大師。可

見韋仲將對他自己所製之墨、所寫之書法，

自信自負溢於言表。所謂「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也由此可知名筆、佳墨、

好紙，受名家重視的程度。而北宋《文房

四譜》中描述，韋仲強製墨使用之原料即

松煙。宋統一天下後，社會繁榮、經濟復

甦、生活安定，文化教育的興盛，亦直接

促進製墨業的發達。因此自宋朝以來，「文

房四寶」指的即為「湖筆」(浙江湖州 )、「徽

墨」(安徽徽州 )、「宣紙」(安徽宣州 )及

「端硯」(廣東肇慶，舊稱端州 )，至今歷

久不衰。

到了清代，製墨業在穩固的基礎上發

展得更加興盛，曹素功、汪近聖、汪節庵

及胡開文四大製墨名家各立山頭，揭開了

製墨史上輝煌燦爛的年代。但清同治以後，

外來帝國主義入侵、大量掠奪製墨原物料，

製墨業從此一落千丈。民國之後，政治局

勢更加動盪不安，迫使許多製墨師紛紛跨

海來台另謀出路，自此手藝傳承至臺灣，

開創出製墨更璀璨的新頁。

▲ 成組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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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德的學習製墨歷程

民國 31年出生於嘉義縣鹿草鄉的陳

嘉德，生長於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年代，臺

灣烽燹處處、民不聊生。陳嘉德家裡務農，

在家排行老二的他尚有四個兄弟姊妹。因

生活困頓，於是陳嘉德在 15歲那年，便

帶著簡單行李與僅有的 150元，隻身北

上找工作，尋求未來與可能性發展。當年

臺北後火車站有常駐的職業仲介機構，陳

嘉德經由媒合，來到位於三重臺北橋下的

「國粹墨莊」當學徒，誤打誤撞進了製墨

這一行，從此展開他高潮迭起的製墨人

生。墨莊老闆林祥菊是福州人，師承自曹

素功，擁有紮實的製墨技藝，來台娶妻生

子、落地生根，有意尋找可靠的接班人，

將製墨技術傳承下去。

早期學手藝，必須先熬過三年四個月

的學徒生涯，把吃苦當吃補，忍受一切不

合理的對待，熬過了，才有機會學到想學

的手藝與技術。以前的老師傅習慣「留一

手」，往往什麼關鍵技術都不教給學徒，

甚至想方設法罵走他們，這情形在國粹墨

莊同樣天天上演，年僅 15歲的陳嘉德遭

逢離家與工作不順的雙重痛苦，不只一次

想要放棄。前半年最辛苦，白天做雜役、

晚上學包裝，工作結束就直接睡在工廠樓

上。半年過去了，確定他想學製墨、也定

得下心來學習，林老闆才開始教他製墨的

功夫。對於林祥菊夫婦，陳嘉德一直感念

在心，出身臺灣雲林的老闆娘對他視如己

出，林老闆更無私的傳授他製墨技藝，予

以諸多鼓勵、協助，讓陳嘉德逐漸對這份

工作越來越有心得與興趣。

林祥菊的製墨技法工序嚴謹、原理清

楚，為陳嘉德打下完整紮實的根基。三年

四個月的實習時間一到，工資馬上從月薪

90元大幅調高到 550元。民國 53年，陳

嘉德入伍服役，三年後退伍，先回國粹墨

莊幫忙，此時的他心中已有創業的藍圖，

然而，先成家後立業的想法在他腦海中縈

繞不去。即知即行的他，先向老闆告假，

打聽到台南新營有家大型紡織工廠，裡面

有數千名女性員工，應該很快可以找到適

合的對象。他立即前往應徵並通過入選，

很快認識了妻子魏新葉，並坦承自己想盡

▲ 壓軋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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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成家的想法。兩個月後，完成終身大事，

陳嘉德帶著新婚妻子回到國粹墨莊繼續工

作。

自立門戶，成立「大有製墨廠」

民國 58年，從事製墨業數十年的林祥

菊已屆退休之齡，他鼓勵陳嘉德創業：「如

果你要出去做，現在已經可以出師，那就

交給你做了。」，不僅如此，還將數十支

珍貴模具送給陳嘉德，「國粹墨莊」從此

走入歷史。

創業初期，業務來源很重要。陳嘉德

雖缺乏業務背景，但生性大方開朗，人緣

好、口才佳，是真正的頂尖業務人才。他

努力勤跑業務、拓展客源，大有製墨廠業

績蒸蒸日上。民國 60年代，教育部更積極

推動書法教育，明文規定自國小三年級開

始，每周需落實 40分鐘的毛筆教學於國語

課程之中。這對於臺灣製墨業的發展如注

入一針強心劑，當時的「金龍」、「寶島」

等知名墨條，皆出自「大有製墨廠」，市

場上對學生墨的需求量大增，更將陳嘉德

的事業推向高峰。

跌宕起伏的「黑手」人生

看似順遂的人生，其實隱藏著危機。

民國 76年 11月，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

陸探親，兩岸往來日益頻繁。民國 90年開

放金門、馬祖與中國大陸的「小三通」政

策，中國大陸以極低價格將學生墨傾銷來

台，打亂了臺灣墨市場，彷彿一夕之間風

雲變色，才剛花費鉅資訂製模具、採購原

料的大有製墨廠，有如從雲端墜落谷底般，

受傷慘重。陳嘉德迫於現實，不得不遣散

所有員工；在萬念俱灰、打算改行的時候，

耳邊響起恩師林祥菊的叮嚀：「創業以後

遇到困難，不要跟它競爭，要放棄學生墨，

改做高級墨，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

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區隔，加上書法家好友

的鼓勵，他決定轉型，以製作高級松煙墨

進軍高端市場，重新再出發。從原料比例

的調配、原料採購的選擇，到碾墨、揉墨

的時間與手感的掌控，陳嘉德歷經無數次

的反覆測試與檢驗，終於製作出獨步全台，

甚至是全球的松煙墨。

陳嘉德具備了許多創業者成功的特質：

堅持、果斷、應變能力超強⋯⋯。他由創

業初始廠內製墨工人快速增至數十位、日

產上萬條墨；到後來虧損連連到遣散所有

員工，之後歸零、從頭開始，獨自一人製

作松煙墨。這種大開大闔的性格，絕非常

人所具。也因為這個關鍵性的決定，開啟

了他不一樣的未來。

大有松煙墨原料皆為天然成分，分別

是進口自德國的松煙 (一公斤 600元 )及

美國的牛皮膠 (一公斤 120元 )，加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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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一公斤要價 4000元的麝香，以及

中藥材之一的冰片 (味似龍角散 )，在大

師的巧手之下，品質優異、好聞易磨的高

級松煙墨很快在市場打開知名度。因手工

製墨耗時費力，日產不過數十條，但因質

地優異，仍吸引大批訂單湧入，尤其在媒

體大量報導後，快速打開日、韓與中國大

陸等華人市場；民國 92年榮獲「第十屆

全球中華文藝薪傳獎－民俗工藝獎」；99

年於台北縣政府公告，「陳嘉德－製墨」

登錄為台北縣傳統藝術傳統工藝美術類

中，陳嘉德為保存者。這些得來不易的殊

榮，讓陳嘉德深感安慰，也體驗到身為製

墨藝術工作者的意義與傳承的重要。

松煙墨製作工序

松煙即松枝經由燃燒而成的黑色粉

末，無味。牛皮膠則是由牛皮提煉而來的

膠質，成砂糖狀，是製墨時的最佳黏合劑。

麝香味道溫和，冰片屬於中藥材，帶有一

點涼涼的嗆鼻味，二者加以綜合，就是松

煙墨墨香香氣的主要來源。根據《臺灣製

墨藝師－陳嘉德》書中所記載，陳嘉德的

製墨工具包含鐵桶、鐵鍋、碾墨機、鐵錐、

▲ 松煙。

▲ 鐵槌與龍眼木樁。

▲ 鐵桶與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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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槌、龍眼木樁、墨模、壓軋椅、刮刀、

剪刀、磅秤、鬃刷等等，製墨過程則大致

歸納為以下幾個工序與步驟：

一、原料調配

鐵鍋中注入冷水，加熱後倒入牛皮膠，

煮至濃稠狀。再倒入另一鐵桶中，加入松

煙，以扁擔攪拌至團狀。這時不能吹電扇

或開窗，免得松煙粉塵因空氣對流更加四

處飄散。調配比例也必須隨著每一批原料

的質地與乾溼程度不同而有所調整，仰賴

的是純熟的經驗與精準的判斷能力。此階

段是製墨過程中最辛苦的工序之一。

二、碾壓

熱燙的墨團以鐵錐插取出來，分批上

碾墨機碾成片狀，取出，靜置半天左右，

再放入鐵鍋中蒸軟。蒸軟的墨團第二次上

碾墨機，並加入適量的麝香與冰片數次。

因碾墨機的滾輪為鐵製，剛蒸好的墨團富

含水分，加上高溫，摩擦生熱就會冒煙，

冒煙太過就必須加一點水，但是水加太多

墨團又會太黏太軟；因此每塊墨團應該碾

幾次、加幾次水沒有一定標準，全憑手藝

與技術，是製墨過程中最困難、技術門檻

最高的部分。

三、搥墨

將二次碾壓後的墨團置於龍眼木做的

大木樁上，以重達 5公斤的鐵槌搥打。這

步驟是為了使松煙和牛皮膠能充分結合，

並且將墨團裡的空氣擠壓出來，增加墨團

的延展性與柔軟度，如此製成的墨也不易

斷裂。已有二十年搥墨經驗，也是陳嘉德

小兒子陳俊天表示，每一批墨條在製程中

的軟硬、溼度不同，必須靠師傅的手感與

經驗判斷，不是搥打次數越多就越好。

四、入模

    搥完，秤重分塊，繼續用手搓揉至

軟硬、溼度適中的程度，放入模具中，蓋

上面模，用力往下壓；接著把整組模具置

於壓軋椅前段下方，利用槓桿原理加壓施

力至少 10分鐘，使其壓紋定型。

五、修剪風乾

由於木模會吸收水分，模具裡的墨條

約半小時後 (冬天約 15分鐘 )即因變乾而

容易取出，稱為「脫模」。經過修邊整理

後的墨條，平鋪於竹編篩盤上，每天翻面

一次，避免墨條彎翹變形。約一個月後即

可自然風乾。

六、洗墨敷彩

充分陰乾後的墨條還得進行「洗墨」

的步驟，即以鬃毛刷刷去塵垢，再用乾布

擦拭乾淨。若有需要，再以毛筆描金或敷

上色彩，稱為「敷金」。製作一支墨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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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工序至此大功告成。

後繼有人的傳承之路

大有松煙墨的製作工序繁複瑣碎，

雖有碾墨機取代部分手工製程，但絕大部

分仍需依賴人力完成，其勞心勞力的程

度，加上專業養成所需要的時間成本，也

是讓年輕人望之卻步的主因。但陳嘉德欣

慰的是，小兒子陳俊天十多年來在大有與

汽車零件業兩頭兼顧的情況下，終於學有

所成，並順利接下父親的棒子。「決定接

手時曾有過遲疑，但並不排斥，小時候當

然很討厭啦，常被抓來幫忙裝盒子，忙到

沒時間玩，也沒時間寫功課⋯⋯。」，從

小就在製墨廠幫忙的陳俊天，長期耳濡目

染，製墨根基深厚，高中階段開始接觸生

產線，搥墨、揉墨、入模、脫模⋯⋯，逐

漸領略製墨的奧妙與樂趣。

民國 92年，陳俊天主動替父親報名，

讓陳嘉德順利獲得薪傳獎，「打拚一世人，

得這個獎就值得了。」，陳嘉德的一番話，

讓陳俊天霎時了解到父親從事製墨業付出

的辛勞與身為傳承者的重任。「這幾年陸

續接觸許多文化界人士，他們對這項技藝

的支持與尊重，讓我非常感動，深深覺得

自己能從父親手中接下這個棒子、傳承這

份志業，是非常榮幸的事；雖然辛苦，但

一切都是值得的。」。

數月前陳嘉德因脊椎受傷，不宜施

力，無法進行製墨工作，目前除擔任顧問、

偶爾赴製墨廠走動外，已交由兒子全權負

責。對未來，陳俊天已勾勒出藍圖，除繼

續研發各式套組：八仙、四君子、十二生

肖⋯⋯；更著手為國際化、企業化暖身做

準備。此外，堅持手工製墨的初心絕不改

變，所以他很鼓勵有志於此的年輕朋友來

學習這項技藝，他一定竭盡所能、傾囊相

授，共同將國粹發揚光大、永續傳承。

▲ 製墨第二代傳人陳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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