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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雕藝術家簡長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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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臺灣社會，民眾生活普遍貧

困，許多婦女生產後，就以一天一顆麻油

雞蛋當作坐月子補身，可見蛋的高營養成

分。然而，蛋吃完，剩餘的蛋殼如何處理？

多數人應該都是直接丟棄；殊不知有項新

興的藝術創作—蛋殼雕刻藝術，正逐漸為

大眾所關注。

鑽研蛋雕藝術多年的簡長順，從民國

69年因吃蛋的當下觸發靈感，興起在蛋殼

上雕刻的想法，至今超過 37年的創作歷

程，一刀一刀精雕細琢刻畫而成的作品，

巧奪天工、令人驚嘆，就像精淬的珍珠或

寶石般，閃耀著飽含生命養分的光芒。一

蛋一世界，蛋雕創作不僅延長了蛋殼的生

命，每個作品背後也都隱含一個創作者的

心聲和意念。

關於蛋殼雕刻

在所有的雕刻藝術中，木雕、石雕、

玉雕、鐵雕、果雕，或小如米粒的米雕、

細如毛髮的髮雕⋯⋯，只要手握一把刀子

應該就能創作。但是關於「蛋雕」的肇端，

不論歷史或考據都相對模糊。食用價值是

蛋對人類最直接而重要的功能，其它相關

的譬如華人社會小孩滿月吃的「紅蛋」、

端午節的「立蛋」、西方歷史悠久的復活

節「彩蛋」⋯⋯等，多與婚宴節慶、祈福

祝壽的活動跟習俗有關，表現方式也以在

蛋殼上畫上花卉、鳥禽等彩繪手法為主。

更接近一點的是由彩蛋演變而來的「俄羅

斯蛋雕」，以華麗著稱，打開可作為珠寶

盒，是裝飾蛋的概念，也是早期貴族皇室

的用品之一。裝飾蛋屬於拼貼作品，製作

初始就會先在蛋殼塗上多層厚厚的塗料予

以強化，再用機器切割，切割完再上色，

過程中即使蛋殼破裂也無妨，因為上了顏

色就看不出瑕疵。

不論彩繪蛋或蛋殼拼貼，都是一般人

熟悉的創作方式；至於將生蛋鑽孔、掏空

蛋清蛋黃，在蛋殼表面雕刻各式圖案，則

是近幾十年來的新興藝術。

蛋殼的重生與再製

由於蛋殼雕刻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

也無所謂的標準製作流程可供參考，簡長

▲ 事事如意  鴯鶓蛋 陰陽刻的技法讓蛋殼裡面天然顏
色得到完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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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當初興趣觸發開始創作，因缺乏學習

對象，全憑毅力自行摸索、研究，不斷的

在嘗試、失敗之間奮戰，累積無數經驗後，

無師自通，歸納出程序、做法和技巧，成

為蛋雕藝術的第一代創作者。「前 10年都

是摸索期，從蛋殼碎片拼貼著手，後來我

思考著，如果可以是完整一顆蛋的雕刻，

是不是會更完美更有意義？」，有了這個

念頭他即知即行，不斷發想、改進，找出

新的創作手法及元素。

10年的淬鍊，艱辛的過程不言而喻，

雖有妻子的一份穩定收入讓全家得以溫

飽，但也曾歷經咬緊牙關、勒緊褲帶才能

勉強度日的艱困。但隨著簡長順的作品越

來越成熟精緻，民國 80年第一次透過媒體

報導而漸受到矚目、青睞，也累積了一定

數量的作品之後，他才決定淡出工作，專

心投入創作。

原本從事汽車烤漆，之前還有水電工

程及成衣工廠的經歷，看似與蛋殼雕刻完

全不相干的技術，竟意外的能順利整合、

連結到蛋雕創作上面。他善用燈光結合水

電專業為作品營造五光十色的效果；破了

的蛋殼搭配上合適的布料做成拼貼作品；

經由特殊烤漆技術，也能將彩繪蛋雕發揮

得更淋漓盡致。

不論透雕、浮雕、鏤雕⋯⋯等各種技

法完成的創作，皆是蛋殼的重生與再製，

為每一顆蛋的生命延續做出最佳詮釋。素

材方面，簡長順表示，除了保育類動物以

▲ 冠上加冠  鴕鳥蛋   鏤空透雕。

▲ 禪  土雞蛋  陰陽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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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蛋殼取得不易的顧慮外，任何動物的蛋

都能創作，從最常見的雞蛋、鴨蛋、鵝蛋、

鴿蛋、土雞蛋，到較不普及的火雞蛋、鴕

鳥蛋、孔雀蛋、鱉蛋、鸚鵡蛋、鷓鴣蛋、

鵪鶉蛋，以及更稀有的鴯鶓蛋、食火雞

蛋⋯⋯。每一種蛋大小不同、厚薄不一，

都有各自適合的創作方式，「譬如厚的蛋

殼因為較堅固厚實、不容易破，能降低失

敗率；但是薄殼刻出來的視覺效果又是另

一種境界。像鴨蛋殼雖然比較厚，但表面

光滑如同鴿蛋，不好下刀。而火雞蛋、孔

雀蛋外殼較粗糙，不那麼平滑，比較好雕

刻，但是卻取材不易。」，可見蛋殼的取

得絕非想像中輕鬆，每個製作過程都是考

驗。

蛋殼雕刻的工序與步驟

出身彰化，長期在彰化地區中學教授

蛋雕創作，簡長順的蛋雕第一堂課就是講

解蛋殼如何取得與準備，第二堂課教導如

何取蛋清蛋黃。綜合他所提供的做法整理

出以下重點：

1. 選蛋

以最常用的雞蛋為例，原則上選擇中

▲ 臉譜系列 雞蛋  陰陽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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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雞生的蛋為佳，也就是出生約 9個月

大左右的母雞所生的蛋。

2. 鑽洞

以小刀、雕刻刀或鑽子在蛋的底部 (較

圓的那一頭 )鑽一個洞，用針筒

將蛋黃及蛋白抽出；或者

先在底部鑽洞，側邊另

外鑽個小孔，讓空氣

產生對流，再慢慢將

蛋液吹出。

3. 清洗蛋殼

將清水緩緩倒入蛋

中到 7分滿，上下左

右輕輕搖晃後倒出，

必須重複多次，沖洗到

乾淨為止；如果蛋殼夠大，可

使用特製的極細型小刷子

深入蛋殼裡面徹底清洗，

否則易有殘留，很快就會發出臭味。

4. 防腐處理

早期有些作品容易腐蝕、壞掉，經過多

年反覆實驗及調整，得出的結論是，蛋

殼的防腐步驟如果做得好，之後也保存

得當，蛋雕作品持續幾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壽命都沒問題。而所謂的防腐處理

就是清洗過的蛋殼再浸泡於漂白水之類

的藥劑中，浸泡時間數小時到一天不

等。

5. 陰乾

浸泡過的蛋殼取出瀝乾，接著蛋孔朝下

自然陰乾半個月，不可日曬或進烤箱烘

烤。在自然的環境下陰乾，能使蛋殼與

蛋膜自然結合，讓蛋殼變得更堅

硬且適合雕刻。

6.  構圖與雕刻

完成陰乾程序後，就能

開始創作。先構圖，

可以鉛筆約略勾勒出

草圖，若有把握可直

接下刀雕刻。雕刻手

法大致分為陰雕 (線

雕 )、陽雕 (浮雕 )、透

雕、鏤空、彩繪、立體創

作等等。

凸顯臺灣本土味，創

意不設限

坊間許多鴕鳥蛋作品，皆以機器直接

在蛋殼表面磨，這在簡長順眼中絕非正統

做法，「我想挑戰的是實實在在的真功夫、

正統的全手工雕刻，蛋殼不能有任何裂痕

或破損。」。對創作特別感興趣，卻沒受

過正規體系訓練，簡長順至今沒辦護照、

也未曾出過國，「大家都說出國可以增廣

見聞，有助於創作，但對我來說，出國有

可能會被國外的氣氛、文化感染，創作風

▲ 百部天龍 鴕鳥蛋 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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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會受影響，對我不見得是好的，我想

保有的是本土蛋雕藝術，想創作的是完全

屬於臺灣本土味道的東西。」。

沒有任何美術背景，全憑興趣與天賦

走出自己的路。簡長順笑說自己是老粗，

不懂學院派理論，想到什麼刻什麼。其實

看過他的作品就知道，蛋殼雕刻不僅需

要精深的雕刻功力，還得有極大的耐心、

毅力做後盾，其細緻、精密的程度，非親

眼所見，難以想像。簡長順創作隨興，因

為生活中可以運用的元素很多，「我不希

望局限在某一個範圍，想要多元變化、多

方嘗試，所以我很少有系列作品，幾乎都

是單一創作，沒有重複。」，不刻意為了

創作而創作，取材多半來自生活經驗，他

的創意發想經常是在爬山、騎單車或運動

時，當腦筋放空、胡思亂想的時候，點子

就會不經意的出現。有了想法就先畫下草

圖，「之後並不立刻進行，而是留點餘裕

讓想法沉澱，思慮也更周詳一些。期間先

去進行之前未完成的作品，等草圖的概念

成熟也完整了，再開始創作。」。

他強調作品應該要有層次感，很多人

的鏤空創作都是用電鑽刻出來的，但他的

全是手刻。以「心經」為例，全部經文都

是簡長順一刀一刀刻出來的。文字部分是

▲ 觀音座像  雞蛋 透雕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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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雕，頂端浮起來的八吉祥圖案則是陽雕，

有遠近、深淺各種層次。利用土雞蛋本有

的顏色將文字或圖像雕出，做出有如負片

的效果。「所以我的每件作品無法一次完

成，因為持續刻 3個小時手就受不了，需

要休息。」。又譬如看似簡單的人物蛋雕，

其實必須設想的細節非常多。「因為蛋是

立體且有弧度的，而且每顆大小、弧度都

不一樣，因此從構圖就必須以立體的角度

思考，而非平面。」。

全方位極致工藝的展現

結合繪畫、書法、素描、篆刻、雕刻

等藝術基本功，以及燈光、布料、彩繪烤

漆、轉印技術等加乘效果，簡長順的蛋雕

作品絕對是大師等級的藝術之作。「哈密

▲  佰福 鴕鳥蛋  鏤空。 ▲ 蛋中蛋 鵝蛋、孔雀蛋、白雞蛋、鴨蛋、火雞蛋、種雞蛋、
環頸雉蛋、土雞蛋、鵪鶉蛋、鱉蛋共 10層  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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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是鴕鳥的初生蛋，個頭略小於一般的

鴕鳥蛋，大小、形狀都非常接近哈密瓜，

於是簡長順運用浮雕方式，將哈密瓜表面

綿密細緻的紋路刻得栩栩如生，幾乎與真

品無異。「駿馬圖」則以鵝蛋刻成，先用

鉛筆打底，接著用毛筆畫，畫完先噴一層

薄博的透明漆，保住顏色；再上第二層厚

厚的二度漆；最後上一層透明烤漆；然後

打蠟；作品中的駿馬筆觸蒼勁有力、瀟灑

有致，風格獨具。「福祿圓滿」以四個葫

蘆為一單位的圖案設計，考慮到整體的平

衡感與協調性，構圖時還必須計算精密的

角度，融合東方吉祥意涵、複雜構圖與幾

何概念，作品的華美精細及藝術價值，真

的無法估算。「百部天龍」確實有一百條

大小一致的龍在蛋殼上，如果你願意認真

數的話。「觀音座像」以雞蛋刻成，除了

觀音像，其他包含蓮花等，全為蛋殼製成，

刻工精緻細膩，令人嘆為觀止。「冠上加

冠」以雞冠花加上公雞的構圖搭配上燈

光，呈現一種有溫度的舒適感，適合做為

燈飾或燈罩，是藝術也兼具實用性。

以浮雕手法呈現深淺效果的作品「彌

勒佛」，笑容、形象、身影都很真實可愛，

連牙齒都刻得生動自然，是簡長順最喜歡

的作品之一。其他來自古錢幣、鹿港龍山

寺窗花、景泰藍花瓶、國劇臉譜、蔬果農

產品⋯⋯，各種生活中的體會及發現，都

是他創意的來源。

「天然蛋中蛋」VS.「10層蛋中
蛋」

天然蛋中蛋是雞蛋殼的「雙殼之

作」。外層綠色是鏤空 +彩繪，內層則保

持其完整性，不做任何雕刻；特殊之處在

於它是「天然的」蛋中有蛋，這種取材機

率全憑運氣，簡長順說他從事蛋殼雕刻近

40年也只碰過這一次，是他創作以來最

有趣也最特別的經驗。此外，多層的蛋中

蛋系列也值得一提，有 5層、7層⋯⋯，

簡長順最多曾挑戰 10層，從最裡層體積

最小最圓的鱉蛋，依大小逐層往外包覆，

包括鴿蛋、土雞蛋、孔雀蛋⋯⋯，總共由

10種蛋 10個蛋殼製作而成。

定睛一看，工作室裡的壁畫、象棋、

時鐘⋯⋯，全都是以破損的蛋殼做成切

片，加上特殊布料或其他材質的創作。牆

上一幅對聯—「努力不一定會成功，成功

絕對經過努力」，是簡長順為激勵、警惕

自己所創作的座右銘，也是他想要傳達的

理念：蛋殼雕刻不僅僅是一項化腐朽為神

奇的民間藝術，也能讓收藏者鑑賞珍藏，

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膽大心細，成功絕非偶然

蛋雕雕刻藝術除了要有深厚的美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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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基礎打底，高度的專注力、體力及耐

力也不可或缺，「膽大心細」是蛋雕創作

者應具備的人格特質，「『三耐三心』，

耐熱、耐冷、耐坐，靜心、耐心、信心。」，

不論酷暑或寒冬，依然要持續創作，不能

受天候影響。耐坐當然需要體力，保持正

常生活作息及運動習慣，找出適度的創作

節奏，就能發揮最大效益，事半功倍。

至於「三心」，簡長順強調「靜心」

是最重要的，先把浮躁不安的心沉澱下來，

放空任何不愉快、不舒服的情緒，保持思

緒清明、心情穩定的狀態，平心靜氣、心

無旁騖、專心致志，手要穩、下刀要準，

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其次要有「耐心」，

蛋雕創作求好不求快，每下一刀都要平穩、

力道剛好才行，最忌心浮氣躁、欲速則不

達，慢工才能出細活。再來是「信心」的

建立，每一顆完整蛋雕作品背後，都是累

積無數經驗的結果。所以勝不驕、敗不餒，

每件創作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在創作這條漫漫長路上，簡長順從早

期介紹「蛋雕」時，被旁人取笑「蛋雕」

就是「丟掉」(臺語發音 )，當時的感傷、

無奈到如今在雕刻藝術界佔有一席之地，

他感謝妻子一路支持，也慶幸自己始終堅

持。「就算是現在，我也不覺得自己成功

了，藝術的探索永無止境，需要挑戰、學

習的太多太多了。」。因多次受邀參展，

▲ 座右銘  蛋殼切片。 ▲ 螭虫虎花瓶 鴕鳥蛋 鏤空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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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民眾肯定蛋雕創作，也對這項技藝深感興趣，簡長順經由在中學裡教授

蛋雕，推廣這項技藝，也讓更多學生有機會親自體驗。從課程中他發現，缺乏耐

心、想快速達成目的是現在學生共有的通病，所以他強調「三耐三心」的重要，

藉此鼓勵學生：「凡事都不容易，任何事情都沒有想像中簡單，做好每個小步驟

才有機會完成一件大作品，即使只是一個雕刻前準備蛋殼的前置工作。」。

▲ 竹編檯燈  鴕鳥蛋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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