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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文物館藏印考述與特色 

 

鄧民亮 

 

1.1 研究緣起 

 

羅桂祥博士繼 1981 年捐贈首批茶具珍藏，促成茶具文物館的建置，並於 1992 年

向當年的市政局提出新的捐贈，包括 24 件珍貴瓷器和 260 方印章（見圖 1），提議

為茶具文物館擴建新翼。其後，這批捐贈由原來建議的 260 方印章增至最終的 677

方（共 663 項，每項一印者 649 項、每項二印者 14 項），構成一個包含明清至近

現代不同流派的印章收藏，而當中有好一部分是廣東和香港印人的作品。 

 

過去，印學研究在香港較少受關注。茶具文物館的藏印，正為重新研究提供了良

好契機。2017 年 5 月，茶具文物館與專注嶺南印學研究的年青學者劉浩敏博士組

成研究團隊，展開為期一年的「茶具文物館藏印與嶺南篆刻研究」計劃，重構這

批藏印對嶺南印學發展的價值及重要性。 

 

是次研究透過文獻、檔案資料的梳理和口述歷史訪問，重整藏印的來由，並重新

發現這批藏印對嶺南印學發展的價值及重要性。 

 

1.2 文獻、檔案資料的重整 

 

1992 年 6 月，羅博士寫了一封信給譚志成總館長，表達了捐贈的意願。經過多番

努力，市政局於同年 11 月接納建議。1994 年 2 月 28 日，市政局於大會堂舉行捐

贈儀式，捐贈以「羅桂祥基金」的名義送出，並由當時基金主席羅太太（羅成小

澄女士）代表致辭。當時公佈的印章數目已增至 500 多方。比之 1992 年的初衷，

增加逾倍。根據 1994 年 2 月 21 日的收據所示，茶館在當日完成接收 570 方石印

和 10 方竹印，合共 580 方的珍貴餽贈。 

 

捐贈儀式後，羅博士仍繼續購入印章贈予茶具文物館，分別在 1994 年 4 月 25 日

及 9 月 26 日，先後再捐贈 44 項和 84 項的兩批印章，由於印章是連同署有「集古

齋」店號的單據送來，可以清楚說明兩批印章均購自集古齋，這是羅博士離世前

的最後惠贈。 

 

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黃燕芳館長，當年曾在茶具文物館任職，並親身參與接

收捐贈的過程。得其鼎力協助，把單據和相關檔案資料整理出清晰的流程，並指

出藏印來源的幾個重要線索和脈絡，即集古齋、博雅公司和李祖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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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集古齋與杜用庭女士 

 

為了更詳細了解藏印的來源，本研究團隊訪問了當年任職集古齋的杜用庭女士，

就是杜女士經手把印章售予羅博士。她於 1960 年代後期加入左派出版界工作，最

初在學生書店任職，後來被調到專門經營內地書畫文物的集古齋。之後更有機會

跟潘靜安（1916–2001）先生i
 學篆刻，因而奠下日後經營書畫篆刻的根基。 

 

集古齋的背景是中資機構，從 1950 至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前，內地的古書畫、古

籍碑帖、古董、印石等是不可以自由買賣出口的，只有集古齋等少數中資單位才

獲授權在香港出售這些文化用品。1970 年代初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那時香港的

三聯、商務等書店根本無利可圖，開設集古齋，就是要以經營書畫文物的收入補

貼出版事業。 

 

2.2 1960 至 1990 年代香港的印章市場 

 

1960 至 1970 年代，印章來源基本是由內地文物商店和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等提

供。文革前後，物品源自民眾變賣收藏，或者文革時期被抄家充公得來的。文革

後，有些物品沒人認領，過了一段時間自然收歸國有，再撥入文物商店出售。當

時的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也在民間設立了收購點向民眾徵集藏品。而集古齋

的經理會大約半年一次到內地購貨，主要選購書畫、古籍，兼及舊石材、印章、

文房四寶等。每次來貨後都要請師傅打磨包漿，製作新的錦盒以便銷售。其時，

藏家對有刻字的印石十分有興趣，不少篆文刻得好，欣賞價值高，而售價卻十分

便宜。  

 

1970 至 1980 年代，在集古齋購買名家印章的主要買家，竟然是日本人。那些日本

書道家像小林斗盦（1916–2007）和他的學生，還有青山杉雨（1912–1993）、宇野

雪村（1912–1995）等書道家，特意來港搜購名家刻印，所以有不少名家篆印流往

日本。ii
 

 

1990 年代以前，集古齋一直未有舉辦過印石展覽，只在門市部的陳列櫃展示各式

舊石章和印材。直至 1990 年代開始轉以展覽形式，1993 年 3 月的「名家篆刻書法

展」算是第一個。之後陸續舉辦了 1994 年 4 月的「明清名家篆刻印章珍品展」和

10 月的「古舊印章印石蒐珍展」等。而展銷品的來源除了集古齋自己的庫存外，

還有一些來自本地藏家放售的東西。 

 

2.3 羅桂祥與集古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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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博士其實很早已對收藏書畫產生興趣，而集古齋本來就是以經營書畫為主。其

時，集古齋在中環都爹利街中和行，不少前輩收藏家因辦公地點都在中環，因而

經常利用午飯時間走上集古齋逛逛，也藉此和同儕交流。作為敏求精舍及東方陶

瓷學會會員的羅博士也不例外，成為集古齋常客。後來，集古齋開始籌辦篆刻作

品展，據杜女士憶述，羅博士一收到圖錄就會提前來觀賞，他會留心於未曾買過

的篆刻家作品，希望收集更多不同作品，愈多愈齊愈好。現時所知有 169 項購自

集古齋的印章（附表一），除了從展覽中選購展品外，更多是由杜女士從庫存中挑

選出來的。從單據所見，這 169 項印章中由數萬元一方到十多萬元一方也有，在

當時而言，價格實屬高檔次的。而當中不少是名家之作，更有難得的珍品如明末

清初書畫家程邃（1605–1691）為清代鑑藏家梁清標（1620–1691）刻「蕉林鑑定」

印。羅博士更曾邀請杜女士到他府上，鑑賞早前購自其他途徑的印章，可見羅博

士對杜女士相當信賴。而在訪問中，杜女士亦提到羅博士在 1992 年以前收集的印

章，極有可能是來自另一家文物店─博雅公司。 

 

2.4 博雅與羅桂祥藏印 

 

循着博雅公司這一方向，研究團隊訪問了兩位篆刻界前輩鄧昌成先生和禤紹燦先

生，他們當年經常與博雅公司往來。據鄧昌成先生所述，博雅公司全名是博雅藝

術公司，位於尖沙咀加連威老道。當年，做篆刻的朋友常常於下午到那裏聚集。

1970 至 1980 年代，大量印章流入香港，集古齋和博雅也會銷售，鄧先生他們常到

倉庫看印章，當中有很多印章是名家所刻，懂印章的人就常來淘寶。同時，一些

印人亦會在兩店掛牌接受訂刻印章，有客人會買下印石來請印人重刻。鄧先生亦

曾經刻過名家的印章，刻印前要磨掉前人的印文，所以先鈐原印，以供日後欣賞

學習，然後磨掉印文替客人再刻。 

 

鄧先生接觸到後來成為羅博士收藏的這批印章是在 1980 年代初。他曾詢問當年博

雅的主事人陳樹宜先生，惟他對這批印章毫無印象，說明這批印章非由博雅直接

銷售。箇中因由得加以說明。原來，從 1980 年代初，北京榮寶齋已在香港設立銷

售處，並派員責負洽商工作，當時的代理是榮寶齋有名的書畫鑑定專家王大山先

生（1933–1993）。iii
 鄧先生憶述當時博雅的經理王桂鴻先生跟他說來了一批印章，

數量頗多，請鄧先生在三天之內拓好每方印章，以留作紀錄。鄧先生以三晚的時

間，一晚一批，分成三批拓印，最終拓了三套拓本。鄧先生曾問王經理印章來源，

他說是榮寶齋王大山先生經手的。 

 

王大山先生早在 1979 年首次來港，與集古齋合辦「金陵八家畫展」，自此打開日

後在港業務。至 1987 年，榮寶齋與博雅合作，正式成立榮寶齋（香港）公司，王

大山成為首任經理。此前應就是榮寶齋在博雅附設銷售處時期，王氏在京港兩地

活動，而這批印章買賣，也應在此期間發生，即是 1980 至 1987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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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山與香港的收藏界很快建立關係，羅博士當時已是收藏界名人，也是敏求精

舍和東方陶瓷學會的核心，王大山自然亦與羅博士交往。據悉這批印章就是由王

大山經手帶到博雅，準備賣給羅博士的。據鄧先生憶述當時所見這批印章，廣東

印人刻的很多，也有西泠八家等。由鄧昌成先生提供了總共 333 頁的原石手鈐本

（每頁一印，無邊款拓，據鄧先生說整批當不只此數，應有近 500 方），經仔細核

對後，證實茶館藏品中有 313 項就是當時羅博士購自於王大山的那批印章（附表

二）。 

 

由此推斷，這是羅博士一次整批購入的印章。而且，據鄧昌成憶述，這批印章從

交到博雅至售賣給羅博士，當中經歷的時間相當短促，說明這次交易很快完成。

據杜女士所知，其實羅博士對印章雖有興趣，但不能說有深入研究。何以以他這

樣一位精明而慎重的商人，會在未曾深入研究便購買這批印章呢？難道他不虞當

中或有優劣真偽？除了他對王大山的信任之外，也許還有其他更關鍵的原因，令

他對這批印章另眼相看，而當中包含一批李祖佑（1897–1965）iv
 的用印，可能就

是重要線索。 

 

2.5 李祖佑與香港印壇 

 

據著名傳記學者許禮平先生提供的資料（圖 2–5），其中一份是李祖佑醫生逝世之

後，由聯青社於 1966 年 2 月 8 日舉行「李祖佑醫生追思會」的刊物，當中可看到

羅博士出席了追悼會，並以「摯誠良友」為題講述李醫生的事蹟，顯示他們二人

的摯友關係。據刊物所載李氏生平事略，可知他是著名兒科醫生，畢業於香港大

學，再到英國深造，學成回港後，任職於政府醫院。戰後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躍，

他與其時的中西 

藝壇均有交往，v 而且對篆刻尤其鍾情，不僅富於收藏，更嘗親自操刀。香港大學

馮平山圖書館曾在 1953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舉辦「李祖佑醫生收藏圖章展覽」

（Exhibition of Seal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Li Tsoo Yiu），當時的館長陳君葆

（1898–1982）在日記講述他出席開幕，並為展覽致辭，更提及其時李氏收藏了近

1,000 方印章。vi
 由此可見，李祖佑醫生的藏印早已聞名於時人。 

 

1958年舉行的「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聯合展覽會」，是香港印壇的一次重要活動，

從鄧昌成先生提供當時配合展覽出版的《現代篆刻合輯》，正刊有李氏作品 （圖 6、

7）。此外，另一位參展的篆刻家易越石（1912–2007）在一方贈給李氏的印章邊款

上提到：「祖佑先生對金石書畫造詣深湛且精篆刻，業西醫者能有如此成就者，海

內外僅君一人而矣。戊戌四月為余（寓）港第九年，欣逢李府盛會，集同道廿餘

人於一堂，商討第一次聯合展覽事……」由此可見，李氏不僅是參展者之一，更

熱心襄助，促成此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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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茶館藏印中可以發現為數 57 方李祖佑名款用印（附表三），除了兩方為自刻印

和四方未知何人所刻外，其餘均為 1940 年代後期在香港的印人為其鑴刻，計有︰

簡經綸（1888–1950）、羅叔重（1898–1968）、馮康侯（1901–1983）、陶壽伯

（1902–1997）、張祥凝（1909–1960）、易越石（1912–2007）、許半愚（1914–1968）、

高甜心（1915–？）、何筱寬（1916–？）、何少強（1917–？）、林千石（1918–1990）、

方去疾（1922–2001）、白庵（生平待考，與林千石同時代）、陸祁（生平待考）和

張熾良（生卒待考）等。從這些印章可見李醫生與許多不同地域的印人曾有過從。 

 

從這些印章邊款，可以看到早在 1947 年（丁亥）10 月廣東印人林千石已為他刻印

（C1994.0338、C1994.0340），主要是林千石在 1948 年赴南洋前所作，1949 年回

港後再為李氏刻印（C1994.0387）。1948 年 1 月始有馮康侯刻的印章（C1994.0274），

這與另一方印（C1994.0273）應為一對，而從邊款可以考證馮康侯於 1948 年已在

港。張祥凝的印章，最早有年款為戊子（1948 年）。至於 1948 年到港暫居，並於

1950 年赴台灣的陶壽伯，受何少強之託，為李氏奏刀（C1994.0372）。1949 年（己

丑）有廣東印人何筱寬的印章（C1994.0368）；亦有上海印人高甜心的印章

（C1994.0358）；另有潮汕畫家許半愚的印章（C1994.0379）。1950 年有上海印人

方去疾所刻之印（C1994.0409）。其他印人之作，雖未註明年月，也應是與此相約

時期所製。 

 

從上所述，大體說明了李祖佑醫生的藏印，應包括了古人和時人兩方面。如果陳

君葆所言非虛，即其藏印在 1953 年展出時已有近千方，到他 1965 年逝世為止，

期間收藏可能仍有增長。可以肯定，早在 1950 年代，李祖佑醫生的藏印在友儕和

同道中，應是頗具代表性的。只是篆刻收藏不是主流，未受當年收藏界所重視，

而他和他的同代人都已作古，藏品更隨着歲月流散，故今人所知無多，不無感慨。

透過是次研究，初部重整勾勒出李祖佑醫生藏印和他與早期香港印壇的關係。然

而，他藏印的內容如何？這批藏印在他身後去向又如何？都是值得日後學者繼續

深入探究的課題。 

 

回到這批在博雅放售的印章，當中既然包括了李祖佑醫生自己的用印，很有可能

其他印章也是來自李醫生的原藏印，只是目前未有進一步的證據。但羅博士與李

醫生既然是朋友，也許羅博士早已得觀過李氏的藏印，又或是從王大山處得知這

批印章來歷，因着羅博士對李醫生的認識，可能這就是讓他堅定決心迅速購入整

批印章的主要原因。 

 

3.1 茶具文物館藏印的構成和特色 

 

綜上所述，可以整理出茶具文物館 663 項（共 677 方）藏印的構成經過。大抵在

1980 年代前期，羅博士從王大山處購入一批為數或近 500 方的印章。從數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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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印章無疑成為了羅博士藏印的主體，迄今所能確認便有 313 項成為了茶具文

物館的收藏（實際應有更多，只是現時未有可作對照的證據）。 另外，從 1992 年

羅博士的捐贈計劃獲得確認後，他繼續積極增加捐贈的數量，截至羅博士離世前，

他從集古齋先後購入藏印 169 項。因此，能確定入館前的來源的藏品計共 482 項。

總括而言，茶具文物館的藏印，是羅博士從 1980 年代至 1994 年之間所結集而成，

除卻王大山和集古齋這兩個主要來源外，還散雜有其他來源。 

 

從羅博士的收藏過程和藏品所見，可以歸納出三個特徵：第一，他並不着眼於石

質、石材，不屬於時下稱為國石藏家的一類；第二，他不以收藏古璽印為尚，先

秦兩漢不是他的目標，他主力收藏明清以來不同印人、不同風格流派的印章；第

三，他不特別鍾情某些流派，也不偏重某些名家，他就好像搜集標本一樣，追求

品類齊全。從購自集古齋的 169 項中就明顯看到這種要求。同時，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 663 項藏印中竟然沒有一方是羅博士委託印人為他所刻的印，這有別於李

祖佑醫生和其他篆刻藏家的慣性。 

 

可以說，羅博士在建立這個收藏時，不是基於個人喜好，因他早已設想將這批藏

印建構成博物館收藏，所以他要求品類齊全，使之成為可供展覽、研究和教育的

藏品。若從這點出發，也許能進一步解釋羅博士購藏王大山該批印章的另一原因，

同樣是基於品類齊全。所以他在捐贈了首批印章後，不單沒有停止，反而積極增

加捐贈藏品。由此可知，他是全情投向他一手促成的茶具文物館收藏。 

 

3.2 茶具文物館對嶺南印學研究的意義 

 

是次研究的另一重點就是這批藏印對嶺南印學發展的價值及重要性。這批印章囊

括了 59 位（包括 4 位待考）自清代中葉至 20 世紀與廣東及香港地區相關的印人

（附表四），逾 180 方作品。由於不專為一家一派，它們能構成嶺南印藝從興起到

廣傳的整個脈絡。包括由粵地文化精英和入粵的浙皖名家所建構的嶺南印藝三大

主流，包括︰ 

一. 由謝雲生（1756–1823）、謝蘭生（1760–1831）兄弟繼承家學，開展「淳正典

雅」的早期粵派，發展成後來陳澧（1810–1882）和他的「東塾印派」，由此薪

火相傳，下開晚清何昆玉（1828–1896）、何瑗玉（1840–？）兄弟、梁于謂（約

1844–1917），再推近代鄧爾雅（1884–1954）、簡經綸（1888–1950）。此派具有

濃厚文人氣息，深受金石學的影響，治印兼容文字、訓詁學問。 

二. 乾隆年間，由丁敬（1695–1765）等人開創的浙派，廣披大江南北，道光年間

由陳鴻壽（1768–1822）的弟子余曼庵（約 1797–約 1855）和師法陳鴻壽及趙

之琛（1781–1852）的徐三庚（1826–1890）相繼客居廣東，將浙派遍播嶺南。

柯有榛（1814–1885）及其子柯兆良（約 1856–約 1911）、柯兆明（生卒不詳）

和弟子胡曼（？–1929）致力發揚浙派，復有葉期（？–1914）、楊其光（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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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25）私淑柯氏一脈，此派重視沉厚雄奇、古拙勁削的刀意，流露個性。近

代印人羅叔重（1898–1968）亦從浙派入手，演繹成獨特風格。 

三. 由安徽來粵，影響嶺南印風，並產生出「黟山派」的黃士陵（1849–1908），將

皖、浙與粵的傳統參伍融通，並大量吸收古代刻鑄文字，以建立自己的藝術特

色。李尹桑（1882–1945）、易孺（1874–1941）、鄧爾雅、簡經綸、余仲嘉

（1908–1942）、何秀峰（1898–1970）、張祥凝（1909–1960）、馮康侯（1901–1983）

等均繼承黟山流風，而能自成一家，更將此風遠播四方。 

 

由於這批藏印的豐富多樣性，除了可以構成線性的歷史陳述外，加上印章的邊款

所反映出印人之間的師承友儕關係，以及他們與其他同時代的文化人的交往，繼

而可以構成網狀的文化脈絡。以不同的關係網絡建構更多主題，如創建於 1904 年

的「西泠印社」、1918 年在廣州建立的「濠上印學社」和 1958 年在香港舉行的「港

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聯合展覽會」等，展現篆刻界如何因應不同時代文化環境的

改變，與時並進。 

 

同樣地，整批印章包括自明中葉以來的各個流派，齊集了清代皖、浙兩派、清末

民初上海、江浙、北京地區的印人群落。雖然數量上不足以作每家每派的獨立論

述，但卻可以作通史式陳述，更可以作為嶺南印風源流的重要印證。此外，這批

藏印如能配合香港藝術館歷年來收藏的數百方不同藝術家的用印和篆刻作品，再

加上香港中、青輩的書法篆刻家和歷屆雙年展的獲獎作品，便可將印學的承傳延

伸至當代藝術。 

 

總括而言，是次研究不僅初步重構了茶具文物館藏印的來源，並能從中體現羅博

士結集這批藏印時的遠見，以及為博物館付出的無私奉獻。此批藏品為市民大眾

提供一個欣賞、學習的便捷門徑，為五百年來印學不同流派發展方向，提供了可

鑑實物。對印學研究而言，它更是一個尚待開發的寶庫。現代印學研究早已跨越

一家一派的範疇，趨向更廣泛的文化脈絡而開拓。茶具文物館藏印的整全和多樣

性，正反映其深具作進一步研究的潛力。期望公眾和學藝界能珍而重之、惜而用

之，不負捐贈者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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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譚志成總館長回覆羅桂祥博士市政局確認他的捐贈建議 

 

 

圖 2. 1966 年 2 月 8 日聯青社舉行「李祖佑醫生追思會」的刊物（許禮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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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李祖佑醫生追思會」場刊內附李醫生照片（許禮平先生提供） 

 

 
圖 4. 「李祖佑醫生追思會」場刊內載羅桂祥議員以「摯誠良友」為題講述李醫生

生平事蹟（許禮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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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李祖佑醫生追思會」場刊內載李醫生生平事略（許禮平先生提供） 

 

  
圖 6、7. 1958 年《現代篆刻合輯》內刊載李祖佑的篆刻作品（鄧昌成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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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i
 潘靜安（1916–2001）是一位奇人，廣東番禺（一說南海）人，父親是私塾校長。潘氏早歲已在

香港隨羅落花問學，尤好篆刻。1930 年代赴上海廣結交遊，與易大厂、葉恭綽等名士過從。抗戰

期間回港，加入了廖承志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工作。香港淪陷後，他參與搶救滯留香港的軍政及

文化名人回國。他曾是中共中央調查部在港的負責人，並在香港中國銀行任副總稽核，年輕時曾在

上海跟易大厂學習篆刻，後來在銀行界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社會地位。1970 年代末，他準備退休返

回北京，但擔心自己的技藝和愛好會失傳，於是從集古齋和中華書局中組織一群青年職工跟他學習

篆刻。關於潘靜安的生平事蹟可以參見許禮平︰《舊日風雲二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頁 1–10、11–24、25–40。書中的首三篇文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記香江潛龍潘靜安〉、

〈三教九流佞鬼神，五湖四海傲王侯─再記香江潛龍潘靜安〉及〈潘靜安二三事〉，即詳述了潘氏

一生行事為人，其中與藝事有關的內容，主要載於〈潘靜安二三事〉，當中潘氏開班授徒、與杜女

士的師徒情誼亦見文中。 

ii
 編者按︰小林斗盦（1916–2007）、青山杉雨（1912–1993）等日本書道家早在 20 世紀初期，已

在上海拜訪吳昌碩（1844–1927）、王一亭（1867–1938）等名家。 

iii
 王大山（1933–1993），原名王奇珊，祖籍衡水桃城區南沼村，生於北京。他是榮寶齋書畫鑑定

家，也是當年北京榮寶齋派駐香港代理人。早在 1979 年，王大山首次來港，與集古齋合辦「金陵

八家畫展」，打開日後在港業務。至 1987 年，榮寶齋與香港博雅藝術公司合作組建了香港榮寶齋，

據王大山的兒子王衛談到，自己的父親就是榮寶齋香港分店的首任經理。王衛的訪問，見陳奕名、

陳 博 ︰ 〈 【 香 港 榮 寶 齋 觀 察 】 榮 寶 齋 ， 香 港 再 出 發 〉 ， 雅 昌 藝 術 網 ，

http://news.artron.net/20140402/n587411.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iv
 李祖佑（1897–1968），雲南昆明人，字繩武，號篿伍。書齋名號為樂暇時齋。香港大學醫學院

外科碩士。繼而到英國入倫敦大學、蘇格蘭格蘭斯大學等校專攻小兒科及熱帶病學，返港後任香港

大學教授，1929 年獲港大醫學博士學位。他喜好文化藝術，又擅篆刻，懸壺之餘，經常參與文藝

活動，與共時中西畫壇均有交往，亦好收藏，尤以所藏粵港兩地名家書畫為讓人讚嘆。 

v
 李祖佑曾為畫家余本（1905–1995）的展覽在 1953 年 11 月 13 日的《星島日報》發表〈余本畫展

觀後〉。他又曾為畫家陳福善（1904–1995）題署《國畫概論》一書。 

vi
 編者按︰陳君葆獲林仰山邀請出席李祖佑於馮平山圖書館舉行的印章展覽，並於展覽致辭。根據

陳氏的日記，展覽開幕時間為 1953 年 2 月 27 日下午。見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三‧

1950–56》（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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