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場巡禮

中便可找出答案。

月、版︵刷︶次、電子出版品說明、

著︵編、譯︶者、出版機關、出版年

的重要結構之一，其內容包括書名、

就現代書來說，版權頁是一部書

些代表著刊印標志，性質有若今日版

號、刊刻年代、甚至廣告詞語等，這

者就已經在書中附刻刻書者姓名、堂

夕之間，距今千年的兩宋時期，出版

購買的出版資料，其形成並非一朝一

些不但利於編目，且方便讀者閱讀、

似宋元牌記、清代署記的內容。光緒

慣，在書名頁︵或扉頁︶之後印上類

報館等，印書時仍仿照傳統古籍的習

版機構，像是點石齋、華美書館、申

以石印、鉛印印刷中文書籍的著名出

清末西方印刷技術進入中國，

盧雪燕

定價或工本費、展售處，以及國家

權頁所載的﹁附刻﹂，便稱作﹁牌

從版權頁談起

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等等，這
記﹂。

墨圍、碑牌、木記、墨記、書
牌、木牌等，均是﹁牌記﹂的另稱，
早自宋元以來，便普遍存在於印刷書
籍之中。嚴格說來，﹁牌記﹂性質與
﹁版權頁﹂相仿，但並不完全等同，
原因是牌記的位置並不固定，內容亦
無嚴格規範，宋元時期，有些﹁牌
記﹂刻在卷首︵即序、目錄或是凡例
之後︶；有些刻在卷末︵即跋語之
後︶。明、清時期，尤其是明萬曆以
後所刊書籍，書名、刊刻年月、刻者
等訊息開始刻在扉頁，或是扉頁背
後；入清以後，在扉頁上刻上出版

的書籍，由於是在日本印刷，因此也
就仿照日本近代書籍，在書末加上版
權頁，詳載書名、作者、出版者，以
及印刷情況。︵圖一︶當這些書籍運
售到國內，其制式版權頁也成為各大
出版機構模仿的對象，從此以後，版
權頁除了成為書籍的必備結構以外，

︵ 註 二 ︶﹁ 牌 記 ﹂ 、 ﹁ 署 記 ﹂ 遂

其格式、內容、位置也慢慢地固定下
來，

成為傳統古籍的專有名詞，﹁版權
頁﹂，則專屬現代書籍。

名稱雖與牌記不同，但兩者功能性相

學者潘景鄭先生稱之為﹁署記﹂，

年代也是宋代，但也有人以為在雕

種宋刊書籍之中，一般認為其產生

如前所敘，牌記已經出現在多

牌記內容與形式

當。

日、藏版地等幾乎成為常態， ︵註一︶

在日本印製，但運到到國內發行販售

二十七年︵一九 ○
二︶，上海成立了
一家叫作新社的出版社，出版了許多

圖一

支那人之氣質 美國 斯密斯 著 上海作新社 譯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上海作新社出版

還是中土？原來在古籍的﹁牌記﹂

來？其觀念又源自何處？是西方？

財產權保護的現代詞語究竟從何而

人並不陌生，然而這句代表著智慧

乎人人耳熟能詳的習慣用語，一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這句幾

古籍牌記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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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印刷盛行以前，就已經有類似牌記
內容的記述。比如唐代的﹁經生﹂
︵以抄寫佛經為職業的人︶，常會在
抄寫完一部經書時，順手記下抄寫者
的姓名、時間、地點，或是抄完後的
心情等， ︵註三︶ 這些語句與後來書
上的﹁牌記﹂，並無不同，現存最早
記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

註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宋臨安府
陳宅書籍鋪刊本︽常建詩集︾︵圖
二︶，其牌記皆在序文之末，全書牌
記數量也只有一個，但同是宋刊的寶
慶元年︵一二二五︶廣東漕司刊本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及宋紹熙二年
︵一一九一︶建安余仁仲刊本的︽春
秋公羊經傳解詁︾卻幾乎在每卷之末
錄入牌記。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在每卷之

︵ 註 四 ︶另 外 視 版 面 大 小 ，

末刻入﹁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版﹂大
字一行，
若尚有空間，則刻註﹁進士陳大信、
潮州州學賔辛安中、承議郎前通判韶

︵八六八︶刻的︽金剛波若波羅蜜

明萬曆以後的牌記︵或署記︶

方框形式，上方框外記出版年、月、

外形與宋元書籍相較，則簡易多矣！

算是﹁牌記﹂的一種，由此可知，早
日，出版者、藏版地、所據底本等則

經︾，卷末題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

期的牌記大概只是簡單的刊語或題
在左下方框內，而方框的正中心則刻

一般最常見的大概是幾乎佔滿整版的

識，單純地記錄刊刻時間、刊刻者姓
上完整書名，乍看之下，很像現代書

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其實就能

名，或是刊刻目的，然而到了宋代，
的書名頁，只不過它的功能比較傾向

定，刻工往往利用書籍的某個卷次，

古籍牌記的位置和數量並不固

位置與數量

用作說明。

容兩項，精選院藏具牌記書籍若干，

筆者分就牌記位置與數量，形式與內

一的規範，其作用也不盡相同，以下

如前所述，牌記根本上並未有統

牌記大觀

版權頁而已。

情況便有所不同。
宋代雕版印書大為盛行，書籍流

通等商業行為更加頻繁，書商為申明

版權，往往在牌記上刻入像是﹁版權

所有，不許覆版﹂這類的語句；當然

為了刺激銷售，在牌記上刻入書版來

由，如何精校，精校幾次之類的自我

吹捧的話，也會出現在牌記之中。還

有，原本應該在﹁序﹂、﹁跋﹂，或

是﹁凡例﹂裡說明的，像是刊者刊刻

容之一，由此可知宋代以後牌記的功
某個版面記刻下刊語，就算是相同書

時的心情等，也都可能成為牌記的內

能性大增，而牌記的外觀、形式，也
坊所刻，其牌記或有較一致的風格，

院藏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

從無邊框的刊語、題識，轉而趨向變

羊經傳解詁︾的牌記則多達八處，其

晉安芝山開元寺刊本︽改併五音類聚

然而位置、數量還是會因書籍之不同

刊刻與否也是視空白版面大小來決

四聲篇︾︵存十四卷︶，其牌記位在

化多端，鐘鼎形、碑牌形、亞形、琴

定，而牌記內文也不盡相同，如序文

卷十二之首頁第九行下半，刻記﹁比

而有所不同，就宋刻而言，牌記列在

末牌記曰：﹁公羊、穀梁二書，書肆

丘明曉捐貲助刊功德莊嚴先師圓澄證

瑟形、蓮龕形、幡幢形等爭奇鬥豔，

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

大菩提同法侶共刊﹂小字二行，也是

序文之末，應該是最常見的，例如

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

刻工利用版面加註牌記的例證之一。

形形色色，使得牌記除具備版權頁功

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

︵圖五︶明天啟六年︵一六二六︶長

院藏宋麻沙通判宅仰高堂刊本︽音

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

洲陳仁錫刊本︽宋元通鑑︾，僅在序

能以外，還增添不少趣味。

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

文首頁版心下方刻註﹁古吳今麟書，

類。︵圖四︶

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

陳天禎刊﹂小字兩行，也算是較另類

已滿版，則省略。︵圖三︶︽春秋公

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

雖然牌記位置與數量有所差異，

的牌記之一。
的十分詳細，而其餘牌記則較簡要，

但就筆者觀察，不同時代的翻刻本，

建安余仁仲敬書。﹂將書籍內容交待

大多是﹁余仁仲刊于家塾﹂、﹁余氏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 存十四卷 金 韓道昭 撰
明 萬歷十七年（1589）晉安芝山開元寺刊本

其牌記位置、數量倒也相當，例如院

圖五

刊于萬卷堂﹂、﹁仁仲比校訖﹂之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漢 何休 撰 宋紹熙二年
（1191）建安余仁仲刊本

州軍州事劉鎔同校勘，朝議大夫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曾噩。﹂銜名四行，若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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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詩集 二卷 唐 常建 撰 宋臨安府陳宅書
籍鋪刊本
圖二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三十六卷 唐 杜甫 撰 宋 郭知達
集注 宋寶慶元年（1225）廣東漕司刊本
圖三

展場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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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二二 ○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
鋪刊行的︽歷代名醫蒙求︾，僅在卷

︶其中明劉氏文明書堂刊

本還在卷一末刻一垂髫童子，足踩蓮
末刻﹁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

、圖六

德堂刊本、元至正二十六年南山書院
花，手捧﹁文明坊劉氏新刊﹂牌記，
行﹂，雖然只是簡短的刊語，但將

藏刻本︽廣韻︾七種︵元至順元年敏

刊本、元余氏勤德堂刊本、明永樂
相當特殊。︵圖七︶

除簡要的無框邊刊語之外，事實

格。︵圖八︶

左彎曲，則代表尹家書鋪的一貫風

﹁行﹂字的最後一筆拉長，再順勢向

二十二年廣成書堂刊本、明宣德六年

一行或兩行大字，刊入刊者名號、

多數牌記形式簡單，大皆僅用

禮監本沒有牌記以外，其餘六種皆刻
時間，外邊無墨圍，例如宋嘉定十三

治十四年劉氏文明書堂刊本︶，除司

牌記形式與內容

b

有墨圍牌記，置於序文之末，︵圖六

上墨圍方框也是多數牌記所採用的，
例如宋淳熙元年︵一七七四︶錦谿張
監稅宅所刊的︽昌黎先生集︾，其採
墨圍方框記﹁淳熙改元錦谿張監稅宅
善本﹂大字二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
子。︵圖九︶
墨圍方框是牌記最基本的款式，
不過也有相當花俏的例子，如元旴郡
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全書
牌記共十一個，但形狀並不一致，亞
字形、鐘形、單線方框、雙線橢圓、
單線橢圓皆有，相當豐富。︵圖十︶
此外，又如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寫元至
正八年建安劉氏日新堂本︽書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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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 五卷 元至順元年（1330）敏德堂刊本
圖六a
廣韻 五卷 元余氏勤德堂刊本
圖六b

廣韻 五卷 明弘治十四年（1501）劉氏文明書堂刊本
圖七
昌黎先生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附一卷 唐 韓愈 撰 宋淳熙
元年（1174）錦谿張監稅宅善本
圖九

a

清江書堂刊本、明司禮監刊本、明弘

孟子 十四卷 漢 趙岐 注 元旴郡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
圖十

歷代名醫蒙求 宋 周守忠 撰 宋嘉定十三年（1220）臨
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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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一般。︵圖十一︶明萬曆二十七年

記﹁日新堂﹂三字，就好像現代的商

意︾，其牌記形狀有若屏風，以篆書

鐘形、琴形牌記也極具趣味。︵圖

堂活字本︽癸巳新刊御藥院方︾的

及日本寬政十年︵一七九八︶精思

日增輝，灋輪常轉﹂與明、清中土佛

贊，曰：﹁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

目錄︾卷首扉畫後有龍首佛龕形經牌

經類似。當然中土佛經也有經牌贊，

如明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刊本

十三︶

佛經牌記也較特殊，如日本文政

︵一五九九︶劉氏安正堂刊本︽鍥大

上天寶太素張神仙脉訣玄微綱領宗

東都事略 一百三十卷 宋 王稱 撰 清蘇州寶華堂覆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

︽妙法蓮華經︾。︵圖十四︶

圖十六

二年︵一八一九︶刊本︽緣山三大藏

四書集注 二十六卷 宋 朱熹 撰 元燕山嘉氏覆宋淳祐壬子當塗郡齋刊後代修補本

統︾的蓮花座形牌記，︵圖十二︶以

圖十五

圖十二

鍥大上天寶太素張神仙脉訣玄微綱領宗統
七卷 明 張太素 撰 張伯祥 註解 明萬曆
二十七年（1599）劉氏安正堂刊本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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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妙法蓮華經 七卷 姚秦 鳩摩羅什 譯 明
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

書義主意 六卷 明末毛氏汲古閣景寫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劉氏日新堂本

圖十三

癸巳新刊御藥院方 元 許國禎 撰 日本寬政十年（1798）精思堂活字本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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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院藏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

牌記內容也是多寡不一，多數是
件，內容大致描述點石齋、益智書會

字等實便觀讀，於是補其殘闕置諸泳

燕山嘉氏所刻宣城舊本于京師，經註

而板行者類多，細字不無訛舛，今得

牌記內容極多，曰﹁四書家藏，人誦

塗郡齋刊後代修補本︽四書集注︾，

告，例如元燕山嘉氏覆宋淳祐壬子當

期及點石齋石印幾個大字，另右上有

古籍牌記，也在扉頁中心刊入出版日

代。此外，本書雖是石印本，但仍仿

求官方管道保護版權的作法也近似現

時盜印情況非常嚴重，而書商本身尋

從，官方﹁決不姑寬﹂，由此可知當

損失，故﹁嚴禁翻刻﹂本書，倘不遵

等出版書籍極為不易，但書賈為獲漁

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
﹁續集嗣出﹂四字，廣告意味極濃，

記錄刊刻時間、地點、刊者堂號等，

秋八月識。﹂從可知其詳述刻書所
左下記﹁書經存案 翻印必究﹂，用

利竟隨意翻印，造成原出版單位極大

本，可說是刻書題記式的牌記。︵圖
以宣示書商保護版權的決心。︵圖

較特殊的是記錄刊時的心情，兼以廣

十五︶

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字

記外，尚附宋刊本原牌記﹁眉山程舍

人原本，東都事略，寶華堂梓行﹂牌

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除刻﹁宋

﹁繡像女才子書﹂大字二行，左下則

﹁乾隆十五年新鐫﹂，框內中心記

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 ○
︶刊本︽女
才子書︾，其方框大版，框外上方記

清代牌記形式較為簡單，例如

十七︶

樣，可見宋代書商已具備相當之版權
記刊刻堂號，曰﹁大德堂梓﹂右上刊

清蘇州寶華堂覆宋紹熙間眉山

保護意識，故方有﹁已申上司，不許
作者，曰﹁鴛湖煙水散人著﹂。整體
版面與現代書的書名頁已經相當接

覆板﹂的警語出現。︵圖十六︶
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近。︵圖十八︶
除上述牌記的各種形式以外，牌

上海點石齋石印本︽時務通考︾更在

扉頁上刊入欽加鹽運使黃為︵生卒年

記也曾經被當作作偽的﹁工具﹂。例

發出會心的微笑。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心應該能對古人對版權保護的無奈，

但卻帶點恫嚇意味的用詞時，想必內

不許覆版﹂這類實際上無多大作用，

案，翻印必究﹂，或是﹁已申上司，

出現的像是﹁千里必究﹂、﹁書經存

您欣賞古籍展覽時，如果看到古籍中

拉近人與書距離的另一蹊徑，下回當

的牌記形式，對現代人來說，不啻為

亦具備相當的史料價值，其豐富多彩

在不但有助於古籍版本的鑒定，同時

日來說，過者已矣，然書籍牌記的存

往出版事業所衍生的各種問題。就今

不詳︶為禁止翻刻，所出示的官方文

首序後，記﹁此集精加挍正，絕無舛
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大
字三行。二在卷六十末，記﹁吳郡袁
氏，善本新雕﹂大字兩行，但書商竟
剜去﹁吳郡袁氏，善本新雕﹂等字，
補以偽造牌記雙框墨圍﹁紹興乙亥萬
卷堂鐫﹂大字二行，顯然以明刊假冒
宋本。︵圖十九︶

結語
綜觀上述諸例可知，中國古籍牌
記從簡單的題識、刊語，寥寥數語，
漸漸轉成豐富多樣，有多達數百字，
而最後再歸於簡樸，甚至像書名頁一
般，其內容不論記刻書時間、地點、
刊刻者齋名堂號、刻書咨文、跋文，
甚至是版權宣示等，在在都代表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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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六
家文選︾，原書牌記有兩處，一在卷

註釋

時務通考 三十一卷 清 杞廬主人等 纂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圖十七
女才子書 十二卷 清 煙水散人 著
清乾隆十五年（1750）刊本
圖十八
六家文選 六十卷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等六臣 注 明嘉靖
二十八年（1549）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
圖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