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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珍玩庫房，具伊斯蘭風格的︿嵌紅

吳偉蘋

名款，如此更方便後世學者瞭解它們

淺析伊斯蘭玉石器的
黃金與寶石鑲嵌

伊斯蘭玉器的定義

好奇之下，詢問了主辦上述兩次特展

寶石、綠寶石水晶小罐﹀︵圖一︶。

這四個伊斯蘭帝國中，以蒙兀兒

的鄧淑蘋研究員。經她告知，當初展

的來源與流傳經過。

間，在中亞、西亞、南亞的一大片疆

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的玉器雕藝發展得

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這段時

域上，先後建立了四個皇室都信奉伊

覽是以玉器庫房的藏品為主，並沒有

經詳讀相關英文論著後，了解上

最為蓬勃，留下大批精美的玉器。又

今天的新疆地區。再加上乾隆皇帝對

述四個伊斯蘭帝國，皆有在玉石器上

斯蘭教的帝國，分別是：以西亞的土

﹁痕都斯坦﹂玉器的激賞，導致大量

鑲嵌黃金的傳統。除了黃金之外，蒙

詳查珍玩庫的文物，所以很遺憾地未

中亞、南亞、西亞及東歐的玉器，經

兀兒及鄂圖曼帝國更會在玉石器上鑲

因為十八世紀後半，東亞的大清帝國

由新疆地區貢入北京展陳，或收藏在

嵌寶石。本文乃對於印度︵主要為蒙

耳其半島及東歐為主要版圖的鄂圖曼

紫禁城的各宮殿中。又因為一九三一

兀兒帝國，也有其他信奉印度教的小

展出該件水晶罐。

年日本的入侵，故宮文物被迫裝箱南

公國︶與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玉石

為擴張勢力，經過多次征戰，收服了

遷，歷經多番波折，這批來自異國的

器上的黃金與寶石鑲嵌技法及風格，

帝 國 ︵ Ottoman Empire,
一 三 ○○—
一九二三︶，以中亞為核心的帖木

精美玉器，最後終於落腳於臺北的國

做一淺析，並依據地域特色大致歸納

為主要版圖的蒙兀兒帝國︵

Mughal

二 —
一七三六︶，以及以南亞的印
○
度半島北部、今日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一五 六︶，以西南亞伊朗為主要版
○
圖 的 薩 非 帝 國 ︵ Safavid Empire,
一五

兒帝國︵

立故宮博物院。這是本院擁有二百多

為三種類型：一為典型印度鑲嵌，二

○—

一五二六 —
一七二 ○
︶。所謂
Empire,
﹁伊斯蘭玉器﹂就是指在這四個帝國

件伊斯蘭玉器的主要原因，並分別在

一三七
Timurid Empire,

中發展的玉器雕藝。

一九八三年及二

為典型土耳其鑲嵌，三則為受土耳其

雖然在這四個以伊斯蘭教為﹁國

且出版圖錄。

伊斯蘭玉石器的黃金與寶石鑲嵌

屬第三者。

玉器中，有許多帶鑲嵌黃金與各色寶

典型印度的寶石鑲嵌方式，是採

典型印度鑲嵌
石的作品。筆者近來從院藏資料系統
中發現一件未曾發表過，典藏於器物

用一種稱為 Kundan technique
的技術。
是印度語，意指高純度黃金，
Kundan

本院展覽及圖錄發表過的伊斯蘭

風格影響的印度鑲嵌。上述水晶罐即

七年舉辦過展覽
○○

教﹂的帝國中，藝術成就多樣化，分
別在建築、繪畫、織品、金屬器、陶
瓷器等方面有了足以傲世的成就；但
很特殊的是，在這四個帝國中都發展
了玉雕工藝。有些精美的玉器上還常
雕刻了帝王的尊號，有時甚至在一件
玉器上刻了先後兩位擁有它的帝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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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能夠藉由具可塑性的蠟與寶石背

再將寶石取出。此步驟是為了讓鑲嵌

與寶石背面的形狀吻合，待蠟變硬後

石壓入塗有蠟的凹槽中，使蠟的形狀

金線一段段緊密結合起來。

工具施壓，不需要透過焊接，便能將

為金線的純度很高，只需在室溫下用

細小的鉚釘，有助於金線固定。且因

金箔或銀箔上，再用工具往凹槽內施

上面。然後再次加熱寶石，將其置於

寶石的形狀裁切好，鋪在變硬的蠟

接著，將一片金箔或銀箔依據

屬沿著寶石周圍包裹寶石的鑲嵌方

甚至覆蓋住寶石正面上緣。這種用金

牢固，會用較多的黃金環包住寶石，

能固定寶石。有時為了確保寶石更加

包覆住寶石底緣，只需少許的黃金即

若寶石高出器表，就將金線重疊

壓。在寶石下墊金箔或銀箔是傳統印

法，稱為﹁包鑲﹂。包鑲技法使透入

面完全吻合，以利寶石的固定。

度寶石鑲嵌的一道特殊技巧，其目的

寶石的光線相對較少。

接著，根據寶石的形狀及高度，

修整、壓光黃金

在增加寶石的亮度及折射效果，同時
提高寶石的鮮艷度；有時還會利用染
色的金箔或銀箔墊在無色的透明寶石

中，使寶石切面與器表等高，有些則

意調整，有些會將寶石完全嵌進凹槽

至於寶石鑲入凹槽的高度可隨

讓金線凸出器表，再用工具將凸出部

使金線高度與器表平齊；有些則刻意

式。有些會用工具刮除多餘的黃金，

度極高，可塑性強，可變化出多種樣

修整寶石周圍的金線。由於金線的純

特意讓寶石高出器表。

飾。

分修整塑形，甚至在金線表面刻畫紋
下一步驟是將上述方形金片剪成

光刀推磨壓光。

寬度合適的金線，用鑷子將金線繞在
寶石周圍預留的凹槽上。再用工具將

本院印度玉器的典藏中，有幾

從院藏品窺看﹁高純金鑲嵌技法﹂：
凹點被填滿後，就有如形成一排

金線壓填入凹槽及槽邊的凹點內。

最後，將修整完成的黃金，用壓

用黃金包覆寶石

或玻璃下，增添色彩。

4

本文將此技法譯為﹁高純金鑲嵌技
法﹂。該技法是在西元世紀初期，印
度珠寶工藝師為了克服當時已發展成
熟的掐絲鑲嵌技法的限制，而發明的
寶石鑲嵌技術。當初主要運用在首飾
設計上，到了蒙兀兒帝國時期，則普
及於器物上的寶石鑲嵌。

﹁高純金鑲嵌技法﹂應用在玉石器
的工序：
製作高純度金箔

的高純度黃金，將其

為製作鑲嵌的金線，首先需提煉
出接近二十四

鑲嵌寶石

約等距離地鑽出數個更深的凹點。

石的凹槽。接著，沿著凹槽邊緣，大

然後用砣具琢磨出預備鑲嵌黃金及寶

接著，在器表描繪出鑲嵌圖案，

琢磨凹槽與凹點

片，並裁剪成數段方形金片後備用。

捶打成金箔，反覆折疊成細窄的帶狀金

K

1
2
在寶石下墊以金箔或銀箔，並將寶

3
點。

黃金都處理得與器表平齊，營造出黃

基 本 樣 式 與 圖 二 、三 相 似 ， 但 寶 石 與

此外，圖五短劍柄上的鑲嵌，

乎脫落殆盡，裸露出溝槽及數個凹

原本鑲嵌於馬絡及鬣毛上的金線，幾

還有一件灰玉馬首短劍柄︵圖四︶。

可清楚看見嵌件溝槽及凹點的，

金線的修整方式與前一件雷同。

到紅寶石下方金箔的折射現象。此件

細觀察其他鑲嵌未脫落處，可隱約看

點，其中三個凹點上還殘留金箔。仔

金線已脫落，可看到凹槽中有四個凹

朵，點綴其間。器蓋上有一處寶石及

葉紋，再搭配寶石與金線鑲嵌成的花

圖三的雙柄蓋罐，器表已浮雕枝

處理成斜坡狀。

表，周圍用黃金包覆固定，金線內側

皆墊了一層金箔。寶石多凸出於器

從薄透的玉盤背面，可看到寶石下方

狀，再利用高純度金線鑲嵌固定之。

切割成花瓣、花心、花萼及花苞等形

裝飾成對稱的花束。紅綠寶石分別被

成。如圖二的玉盤上，用寶石及金線

件作品便是以高純金鑲嵌技法裝飾而

內。接著，將寶石微微加熱後，將寶

量的植物蠟，加熱軟化，塗抹於凹槽

在進行寶石鑲嵌之前，先取適

石鑲入凹槽

(a)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1089)
長7.3公分、寬4.8公分
約17世紀後半至18世紀
印度
嵌紅寶石、綠寶石水晶小罐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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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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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石與玉石器表融合為一體的服
貼效果。
在金線表面特別刻畫紋飾的例
子有圖六的白玉拂塵桿。拂塵桿的末
端琢磨成葉片形狀，上方鑲嵌的金線
分佈如葉脈，每道金線更刻畫出細緻
的葉脈紋理。而圈在紅寶石外圍的黃
金，則刻有一道道斜紋，形成像繩索
般的趣味性。

典型土耳其鑲嵌
雖然印度也喜愛在玉石上鑲嵌寶
石，但仍以浮雕層花疊葉、不加鑲嵌
的作品為大宗。而印度玉器受世人鍾
愛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玉工擅長用
硬冷的玉料表現花葉的柔嫩之美。
然而，土耳其的玉雕則呈現大不
相同的趣味，若屬不加鑲嵌的玉器，

七年配合
○○

器表常雕琢相當工整、線條硬朗的幾
何化花葉紋，如本院二
展覽出版的圖錄︽國色天香 —
伊斯蘭
玉器︾中的圖版二一九至二四二。但
鄂圖曼帝國皇室對寶石的熱愛也明顯
反映在玉石器的裝飾上。他們不像帖
木兒及蒙兀兒帝國皇室對玉的品味比

較接近中國，傾向於欣賞玉樸實溫潤
的本質，而偏愛在玉石器表鑲嵌大量
的寶石與黃金，呈現誇張、俗麗的裝
飾風格。
土耳其與印度的寶石鑲嵌有一個
基本的差異是，印度會將寶石嵌入凹
槽內，而土耳其玉器上的寶石本身並
沒有被嵌進器表，而是靠嵌入器表的
黃金托座來包覆固定。其鑲嵌形式大
致有下列幾種：
第一種是最常見的，可稱為﹁典
型土耳其嵌寶法﹂，可能源自於中世
紀東歐金工的傳統。此法是將寶石用
花朵形金片托住，並用金片內高起的
金圈緊密環包住寶石︵包鑲︶。每朵
金花之間又用細窄黃金做成的花莖相
互連結，交織成網絡，並點綴以葉形
金片。黃金製作的花朵及枝葉，緊密
地嵌入玉石器表預刻的凹槽中，高度
突出器表甚多，且會在金片與金線上
刻繪花紋。通常紋飾線條略顯僵硬、
形式化。例如藏於土耳其塔普卡比皇
宮博物館︵ Topkapi Palace Museum
︶的
攜帶式古蘭經︵圖七︶，其玉片裝裱
上的寶石鑲嵌，即屬此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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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865)
徑20.7公分、高2公分
印度蒙兀兒帝國
嵌紅、綠寶石白玉盤
圖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3821)
高11.5公分、寬11.8公分、腹徑9.8公分
印度蒙兀兒帝國
雙柄蓋罐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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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寶石的使用量較土耳其少，黃金的
純度較土耳其高；印度黃金的處理，
普遍較為工整、精緻細膩，樣式變化
較多；在整體風格上，印度較為秀
麗，紋樣較生動流暢、活潑自然，而
土耳其則較僵硬呆板。

受土耳其風格影響的印度鑲嵌
本院所藏的︿嵌紅寶石、綠寶石
水晶小罐﹀︵圖一︶即屬此類。該水
晶罐用黃金及六十六顆紅寶石、五顆
綠寶石裝飾而成。每顆寶石就像花心
般地圍以黃金塑成盛開的花朵。紋飾
的佈局對稱，鑲嵌完整，無任何嵌件
脫落。
器身鑲嵌設計成對稱的四個主
花團，及四個穿插於主花團間的次花
團。主花團是以綠寶石六瓣花作為主
花，周圍圍繞六朵嵌有紅寶石的五瓣
花，這樣就構成一簇主花團；次花團
則由三朵紅寶石五瓣花組合而成。主
花團與次花團的上下方，以圓弧狀金
線相互連結，象徵花莖。圓弧金線中
間又各鑲嵌一朵紅寶石五瓣花。
器蓋的裝飾乃一簇主花團，主花

約略於西元十七世紀，土耳其的

這種鑲嵌寶石的方式稱為﹁爪鑲﹂。

金片上類似爪子的凸出物抓牢固定。

用嵌入器表的金片拖住，但主要是靠

來自歐洲的爪鑲技法。寶石同樣也是

第三種土耳其鑲嵌形式，是引用

及薩非帝國的傳統黃金鑲嵌風格。

線的鑲嵌形式，乃承襲自帖木兒帝國

凹槽內，處理得與器表平齊。這種金

阿拉伯捲枝紋，整個嵌入玉石器表的

做成的枝葉，設計成帶有分岔葉片的

方式與第一種相同，不同的是用黃金

鑲嵌發展出第二種形式。寶石的安裝

灰玉馬首短劍柄 印度蒙兀兒帝國 長11.7公分、寬4.9公分、厚
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1555)
圖四

裝。

式如出一轍，惟鑲嵌更加繁複、滿

碗、劍柄︶，與本院水晶罐的爪鑲樣

有 豐 富 印 度 玉 石 器 的 科 威 特 Al-Sabah
收藏，有幾件水晶作品︵水晶盒、

經過仔細比對出版資料，發現擁

式則不同。

土耳其鑲嵌形式相同，但﹁爪﹂的樣

較為少見。爪鑲的功能與前述第三種

以包鑲為寶石鑲嵌大宗的印度，爪鑲

狀物，作為爪鑲的功能來抓牢寶石。

金塑成的各花瓣之間，皆做出一個針

此外，較特殊的是，此水晶罐黃

響下的作品。

暢，推估為印度藝師受土耳其風格影

印度。且作工相當細緻工整，線條流

然而黃金處理的技法與形式，則接近

結網，整體紋樣接近土耳其的風格。

寶石高出器表甚多，又有金線形成連

用了大量的寶石與黃金，且金線與

這件水晶罐的鑲嵌接近滿裝，

展出來的花苞。

花瓣數多，器蓋花團旁更增加四朵開

寶石裝飾成六瓣花，比器身主花團的

團用黃金將綠寶石裝飾成八瓣花，紅

尚有幾點差異：大體而言，印度黃金

將寶石直接嵌入玉石器表的不同外，

印度與土耳其的鑲嵌，除了是否

鑲嵌可見於圖八的玉杯。

兩種形式則多為切面寶石。此類型的

扭、不工整，且多選用蛋面寶石，前

式，此類型的黃金似乎普遍處理得歪

黃金表面不刻紋。相較前兩種鑲嵌形

花形，並以渦捲形枝葉紋相互連結，

此種鑲嵌形式的金片多做成五瓣

光彩得以展現。

爪鑲能夠讓較多光線注入寶石，寶石

帶鑲嵌短劍柄 印度蒙兀兒帝國 長13.1公分、寬4.8公分、厚
2.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887)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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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734)
長23.2公分、最寬1.05公分
印度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玉拂塵桿
圖六

展場巡禮
淺析伊斯蘭玉石器的黃金與寶石鑲嵌

鑲嵌樣式與院藏水晶罐雖有差

異，但風格相近的爪鑲作品，於位

︶、英國維
Museum of Islamic Art

在阿拉伯半島的卡達的伊斯蘭博物館

︵

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Albert Museum

器身及繁複細密的紋飾綻放異彩。然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地各自

發展出不同技法、不同風格的，在玉

石器表面鑲嵌黃金與寶石的工藝；更

長5公分、寬5公分

土耳其塔普卡比皇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以 及 F u r u s i y y a藝 術 基 金 會 ︵ T h e

︶的印度水晶
Furusiyya Art Foundation
與玉器收藏中，皆可發現類似的鑲嵌

形式。其中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所藏的一件蒙兀兒水晶罐，其器形與

尺寸更與本院此件水晶罐相當相似。

在有關前述博物館藏品的專著或

論文中，均將這些作品歸屬於印度蒙

兀兒帝國或德干高原各方國的作品，

年代定於十七至十八世紀之際，而採

用的技法則是﹁高純金鑲嵌技法﹂。

本院所藏此件水晶罐相當袖珍，

每一件華麗的嵌寶玉石器，都

需要玉工、鑲嵌師、寶石切割師與金

工師的合作，每件精美作品的背後，

是由各個工匠高明的技藝與踏實的執

行始得完成。而鑲嵌技術與風格，則

2011年1月

長僅七點三公分、寬四點八公分，但

裝置有鎖頭，有慎重存放之意，推測

原作為存放貴重珠寶之用。

此件水晶罐可能是十八世紀至

十九世紀初，隨著大量的伊斯蘭玉器

傳入清宮。但是它的際遇有別於那些

具有皇朝軍功意義，被個別配置紫檀

木盒或錦匣、陳設於乾清宮的玉器；

也和那些大批裝入回子棉布套，堆放

於端凝殿的玉器際遇不同。由於它的

鑲寶玉杯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18世紀 高5.5公分、徑7公分
土耳其塔普卡比皇宮博物館藏

精緻小巧，受到皇帝鍾愛，特地為其

量身訂作木座子，並收入養心殿多寶

格中，因此在過去被忽略而未曾發

表。

結語

伊斯蘭文化對於玉與寶石的崇尚

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許多文獻相信美

玉與寶石擁有超自然力量，並具有特殊

的醫療功效。因此宮廷裡充滿用美玉製

作的器物及用寶石裝飾的用品。

前文已提及印度玉器的特點是能

夠用堅韌冰冷的玉料，將自然界花葉

瓜果及動物的神情姿態，表現得栩栩

如生；而土耳其的玉雕也以其薄透的

室的品味，以及文化交融的結果。印

度及土耳其玉石器上黃金與寶石的鑲

嵌，無疑地為玉石器增添活潑的色彩

與華麗的氛圍，創造出淺浮雕所沒有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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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Museum)藏

圖八

的奢華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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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後出現風格與技法融合後的新

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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