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二

盧雪燕

一七六七︶說：﹁裝釘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

古籍裝潢特展籌展始末
清初藏書家孫從添︵一六九二
︵一五八二

一六五八︶也說：﹁余裝卷以金粟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

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明代書畫裝潢名家周嘉胄

∼

一。是以，若說本院文物大半數以

舊藏，自然是今日故宮典藏的主體之

館，不消說清帝居住的紫禁城各宮殿

慶，本清宮原址而成立的公共性博物

道，故宮是在民國十四年的雙十國

喜愛本院文物的觀眾大概都知

黃、藍等濃烈色彩，或是以錦、妝

隨即消逝的主因。換言之，包括紅、

標點符號等原先對古籍的刻板印象，

接觸時，諸如穿洞縫線、文言文、無

之中，這正是十多年前，當筆者首度

過！此一特性當然也表現在古籍善本

上，均具有濃厚的皇家特質，絕不為

功能應是作為知識的總結，或是經驗

就書籍本身的意涵而言，其原始

光！︵圖一︶

究的琅函裝具，皆深深吸引筆者目

函、盒、匣、箱等搭配合宜、作工考

物製作的書衣、書函，以及夾板、

花、緙絲、暗花綾、綢、緞等高貴織

展覽主題及主副標題設定

煌六朝卷子書等，述說千百年來書籍外觀的遞嬗變遷。

古籍裝潢為題，舉辦特展，除彰顯院藏特色之外，亦藉由包括借展自國家圖書館的敦

期盼之外，更多了些他館所未有的富麗特質。在故宮即將歡度九十歲生日之際，特以

以古雅為上。本院典藏古籍，三分之二以上來自紫禁城各宮殿，除具備藏書家的裝潢

致。﹂兩人不約而同地說出﹁書﹂與﹁畫﹂的裝潢︵訂︶原則，首重牢固，而風格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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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萬壽盛典》、《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御製詩二集》、《御製文初集》錦函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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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的媒介，然而因為閱讀、保存等

而成為今日一般人熟知的模樣，其封
皮、封底，或是卷軸裝的覆背，經摺

上下夾板，均可納入﹁帙﹂的範疇，

種種需求，從而發展出卷軸、經摺、

時，進行具有保護功能的裝飾性設
往後因冊頁書籍形體，所發展出來的

書的前後護板，甚至外來貝葉書籍的

計，漸漸使得書籍從單純的閱讀﹁工
以木板或紙板製作的﹁書函﹂、﹁書

縫繢、蝴蝶、包背、線裝等外觀的同

具﹂，轉化成為﹁收藏﹂的角色，
套﹂，當然也不例外。清初藏書家孫

覽的副標題。

序詞語，因之取其總義，選用為本展

﹁裝幀﹂等，這些用
書籍設計用語 ─
來表達強固及妝點書籍外觀之傳統工

涵蓋古來為書畫﹁裝裱﹂，以及近代

層面的﹁裝訂﹂意義之外，實際上更

其原義除包含﹁染黃﹂，或是技術性

日公眾熟知的房屋美化專業用語，但

標題；而﹁裝潢﹂一詞，雖說已是今

合本展覽主題意旨，故而選定成為主

從添稱﹁護帙﹂需﹁有道﹂，恰恰符

若在天家，便成了﹁皇帝﹂的﹁珍
藏﹂，可想而知，在保護珍藏的前提
之下，裝飾、美化，以及為書籍配置
合宜精緻的內、外裝具則是必然的步
驟。而今，在歷經時間及歷史洪流的
淬練後，這些由﹁工具﹂轉化昇華，
蛻變成﹁文物﹂的善本古籍，就是今
日觀眾眼中琳瑯滿目、美崙美奐的故
宮寶物了，而本展覽便是順著這般院
藏古籍演化的思想脈絡，一步步成
型、定調，終致開花結果。
﹁帙﹂，從﹁巾﹂部，原意指

展覽單元規劃、選件與展出內
容

囊狀織物，古人稱﹁十卷為一帙﹂，

置入帙內保存的原始功能。許慎︽說
﹁書籍裝潢﹂主題只是一個大方

已點出其將卷起捆紮好的﹁簡冊﹂，

文解字︾釋﹁帙﹂之義曰：﹁帙，書

向，選件與單元規劃才是引領觀眾認

浸淫善本古籍庫房多年，縱然不敢說

衣也。﹂足見東漢時期，﹁帙﹂已泛

印刷術的應用，漸漸使得書籍外觀轉

要，因此大膽設定第一單元標題為：

識，進而欣賞展覽的主要關鍵。筆者

對二十一萬餘冊古籍內容全盤了解，

﹁裝潢、裝裱與裝幀

指各類護書用品。隋唐以後，因雕板

但針對書籍外觀，則有一定程度的認

同時代的意義﹂。

古籍裝潢在不
─

識。因此，在選件與單元規劃之間，

及治書法﹂內容為重點，引導觀眾了

為表達古人以﹁蘗木﹂將紙染黃

考量展廳面積、展櫃結構、分

解古人如何以蘗木汁液入紙的工序之

採取後者為先，而前者在後的步驟進

布等因素，筆者認為四個單元已足夠

圖 ﹂ ︵ 圖 二 、三 ︶ ， 兩 相 對 照 ， 一 目

防蠹的﹁潢﹂字本意，筆者選展︽齊

闡釋展覽主題，並符合一 ○
四陳列室
展覽空間，以及觀眾參觀動線。因此

了然。然而﹁黃紙﹂究竟是何種模

行，就好比廚師作菜，先設計好﹁菜

一開始便朝此方向努力，但如何想出

樣？︽御制金錄大齋章表︾採用的特

民要術︾及︽野菜博錄︾兩部著名古

既符合主題意旨，又能輕易從善本庫

殊六色灑金厚箋紙，便可能包含﹁蘗

單﹂，然後再就所需，進行必要﹁材

房提取可用的﹁菜色﹂？在閱讀大量

黃﹂紙箋在內，故亦一併陳列展出。

代農書，除以︽齊民要術︾之﹁染黃

﹁裝潢﹂、﹁裝裱﹂、﹁裱褙﹂、

︵ 註 一 ︶︵ 圖 四 ︶ 此 外 ， 由 於 本 院 藏

料﹂採買的道理是一樣的。

﹁裝池﹂、﹁裝訂﹂、﹁裝幀﹂等古

﹁黃蘗圖﹂以墨線勾繪，較顯單調，
故而向國家圖書館商借館藏重寶之一

外，亦搭配︽野菜博錄︾的﹁黃蘗

籍、書畫類外觀相關著作之後，初步
認為，釐清古來諸多裝潢用語相當必

圖五

《金石昆蟲草木狀》內頁 明萬曆45年
至48年間寫繪本 國家圖書館藏

明代著名女畫家文俶︵一五九四
─
一六三四︶彩繪︽金石昆蟲草木狀︾
《御製金錄大齋章表》蘗黃色內頁

木一﹁黃蘗圖﹂ ︵圖五︶，與院藏
﹁黃蘗圖﹂輪流展出，以豐富觀眾視
覺上的享受，增添展覽的可看性。 ︵註
二︶

用紙、布、帛等材料在書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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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齊民要術》內頁
圖二
《野菜博錄》內頁 清乾隆間寫四庫
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內府鈔本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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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載體，以之為﹁書﹂體的，
較早的應該是﹁簡冊﹂與﹁木牘﹂。
在理解﹁裝潢﹂、﹁裝裱﹂、﹁裝
幀﹂等用語之後，接下來便是針對書
籍外觀的遞嬗變遷提出說明，這也是
從簡牘說
─

意及其演變成﹁箋﹂的過程，而另一

文字敘述，說明﹁簡﹂、﹁牘﹂之原

念，筆者選展明代類書 ─
︽丹鉛總
錄︾，一方面展出卷八﹁簡牘﹂條的

聯用，意同﹁裝裱﹂。為表達此一概

意比較偏向技術層面，加上屬於外來

冊，便是﹁裝幀﹂本意。由於該詞涵

一紙為一幀，疊合多﹁幀﹂，裝訂成

圖書裝訂法改變以來，更衍其義，稱

書籍裝潢設計用語，但﹁幀﹂的本意

﹁裝幀﹂雖然是現代較常見的

方面則以文字為證，敘說古籍裝潢之
用語，較難覓得相對應古籍，故僅以

作品背後加固是為﹁褙﹂，與﹁裝﹂

源起，以及其與載體之間的關聯性，
文字說明之。
除了甲骨文、金文等這類廣義的

指張開的畫布，一幅畫稱一幀，近代

卷子書︽穀類抄︾，以及長卷畫︿沿
海岸長圖﹀的展出，便是書籍與繪畫
文獻，均稱作﹁書﹂之外，真正具有

錄︾是舊藏圓明園文源閣的紀曉嵐
︵一七二四 一八 ○
五︶親手抄本，
而第二檔預定展出的六朝寫本︽十地
論︾，則是近代重大發現的敦煌經卷
之一，皆彌足珍貴。
︽古今和歌集︾，原是清末
著名藏書家楊守敬︵一八三九
一九一五︶自日本攜回，其裝潢樣式

雖非真正如著名的西夏文獻 ─
︽︿呼
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
種經集︾︵現藏武威博物館︶，這類

國家圖書館藏
清乾隆間紀昀手鈔本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外觀

同源的實例。︵圖六︶

列，展出卷軸裝︽欽定四庫全書簡
明目錄︾︵圖七︶；經摺裝︽省直土
產便覽集要︾︵圖八︶；類縫繢裝
︽古今和歌集︾︵圖九︶；蝴蝶裝
︽易林注︾︵圖十︶；包背裝︽大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圖十一︶、
︽太乙集成︾；線裝︽說文解字︾
︵圖十二︶，以及來自緬甸的貝葉裝
典籍。︵圖十三︶值得一提的是，
卷 軸 裝 第 一 、二 檔 展 件 皆 借 展 自 國
家圖書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

∼

單元二 ─
﹁古籍與裝潢
起﹂訂定的由來。
由於本院未藏有距今年代久遠
的﹁簡冊﹂或﹁木牘﹂，為求展覽
的完整性，改採影像展出。至於其他
裝潢，則以出現的時間先後為序排

《穀類抄》卷末
圖六-1

右：《穀類抄》清雍正元年黃叔璥彩繪本
左：《沿海岸長圖》日本元亨間傳鈔保元間卷子本
〈沿海岸長圖〉覆背與《穀類抄》卷末
國立故宮博物藏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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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國立故宮博物藏
《易林注》 元刊八行本配補影寫本
圖十

國立故宮博物藏
日本日文鈔本
《古今和古今和歌集》內頁
圖九

國立故宮博物藏
明朱墨鈔本
《省直土產便覽集要》內頁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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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古代縫繢裝書籍，但樣式

外，還有一種外表看似線裝，但內
葉圖版卻像蝴蝶裝的特殊案例，例

十四︶；此外，還有一種極簡單的裝

已差可比擬，故選展之。還有，︽說

要的是以許慎﹁著於竹帛謂之書﹂
訂方法，或說談不上裝潢層次的﹁毛

如展出的︽大清會典圖︾影像︵圖

語，表達古人對﹁書﹂的原始概念。
裝﹂，則以院藏清國史館原藏︽皇清

與呈覽及陳設本相較，其印刷紙張、

點。此外，用來賞賜臣下的賞賜本，

相映成輝，成為清宮藏書之最大特

內、外裝具，製作同樣精巧，與書冊

料亦相當講究，而專為收藏所配用的

不但講究刷印紙墨，書冊、封皮等用

放的陳設本，等級最高。這類書籍，

本、進呈樣本︶，以及各宮殿陳設擺

如專供皇帝閱覽的呈覽本︵又稱御覽

般依用途區別，有等級上的差異，例

至於清內府纂刊新書的裝潢，一

致如是。

史館、國子監、翰林院的部份收藏大

如內閣大庫舊藏書籍，或是來自清國

是外觀或內葉，似乎均保持原貌，例

重視或僅作資料儲存的情況下，不論

外，還有一部分非清刊書籍，在未受

不大。除了改裝的宋、元、明善本之

廷風格，與內府刊行的新書裝潢差異

《緬甸貝葉經》外觀

封面用料自然略遜一籌；而用作頒發
天下廣刻，流通於民間的通行本︵或
稱官刻本︶，則與一般民間書籍裝潢
品級相仿。
除去用途所致的等級差別，清
宮裝潢書籍，實際上也常因為書籍種

底包上彩錦，有的則直接用檀木當作

採經摺裝，前後護板有的以木板為基

蓮華經︾也在展件之列。這些佛經均

本；另元代中峰和尚泥金寫本︽妙法

經︾、︽妙法蓮華經︾是明泥金寫

呪︾、︽大方廣佛圓覺脩多羅了義

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大乘經

滿無量大延壽陀羅尼經︾是宋代繡字

卷︾、︽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卷附心經一

佛釋類典籍就選展了八組件之多，

裝書籍，其中裝潢最講究的明代以前

刊，但十之八九均經清內府重新改

展原則一如題旨，著重在明代以前寫

﹁清內府纂修新書裝潢﹂。前者選

一是﹁重裝宋、元、明善本﹂，二是

個面向，本單元特別訂定兩個次題：

為符合上述清宮裝潢書籍的兩

則，才正式刊行。

往往經過請旨之後，由皇帝定下原

會典、方略等類，裝潢樣式、用材，

遵守定例，不容誤失。御製詩文集、

紀、實錄、聖訓、起居注等，則必須

如佛釋經籍類最是莊嚴慎重，歷朝本

類、內容，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例

書籍外觀所體現的，則盡是濃濃的宮

以前善本，除內葉仍保留原貌以外，

經過內府改裝。換言之，泰半明代

前提下，宋、元、明等傳世善本多數

入宮藏，在書籍保護及皇帝珍視的

刊行。雖說來源各有不同，但一旦進

是承襲明皇室所得，二是徵集及內府

清宮藏書大概分成兩大類：一

﹁極其瓌致 ─
清宮藏書裝潢﹂為單元
標題。 ︵註三︶

是因為皇家珍物的緣故，故而直接以

麼多精奇古雅的書籍裝潢設計，自然

層﹂的特殊外觀，而這麼些講究，這

的，實在是﹁琅函萬疊﹂、﹁緗帙千

多次強調，院藏古籍與他館最不相同

是本展的精髓所在。前文不厭其煩地

小櫃，佔總展覽面積比例最重，無疑

第三單元展件分佔三大櫃，兩

奏議︾影像展現。︵圖十五︶

除上述古籍較常使用的裝潢方式之

文解字︾，除了展示線裝樣貌，更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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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書衣（封皮）
明 永樂3年內府刊小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藏
《說文解字》書衣（封皮）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
閣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藏

圖十一
圖十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大清會典圖》內頁
圖十四
清內府朱絲

《皇清奏議》書衣（封皮）
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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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經板，也有以黃楊木精雕後作為經

盒，較講究的，外頭還包上絲袱，例
如展出︽大方廣佛華嚴經︾，每一函

色一面色彩嬌豔，極像是使用西來珍

面、經底的，其中︽大乘經呪︾極小

嵌出長框簽牌，框內填墨漆，鑲螺鈿
貴染料 —
紅花染製而成，而經袱的另
一面，是帝王之家慣用的明黃色，另

皆配上大紅暗花緞方形包袱一塊，紅

﹁大乘經呪卷一︵至四︶﹂及﹁乾
─
隆戍午年裝﹂題字，按內文御製序可
經袱邊角處縫上長長的五彩經索，配

巧袖珍，書衣以木夾板製作，用象牙

十年之間
上白檀香木做成的雲頭牙別，既可發

︵一四一一

知此經抄陳於明永樂九
一四一二︶，但乾隆
揮保護效果，外觀亦別致雅麗。︵圖

十七︶
佛經以外，非清代寫刊的清宮
善本裝潢，大概分兩大類，一類品相
較佳，書衣與書函多織金錦緞面，推
其製作年代可能不會太早，例如﹁天
祿琳琅﹂特藏之中便可得多例；而另
一類，不但使用箋紙作為書衣素材，
外配的錦函，雖明顯殘損，但仍能看
出其風格素雅，式樣亦多變，除較普
遍使用的四合錦套外，也含多件雲套

其裝潢樣式，與嘉慶﹁宛委別藏﹂經

遺記︾，不但被收入﹁天祿琳琅﹂，

此外，展品之一的︽王子年拾

二十︶

見的仿宋織金錦書函。︵圖十八

雲頭的特殊圖案，不像是清晚期常

面，形成中有太極圓形，上下仍維持

面延伸出的三角面，最後嵌合在書

造型特殊，從書頂、書根、書口的三

合背，琉璃黃蓮花如意紋錦緞六合套

中後期常用的卷草紋緞面，但所配紙

套；而︽陶靖節集︾的書衣明顯是清

卻配置色彩濃豔的仿宋彩織金錦四合

類︾的明黃素箋書衣，風格典雅，但

風格並不一致的主因。例如︽朱子語

應曾改裝在康熙時期，但書衣與書函

靖節集︾等五種帶小箋書籍，雖知其

極經世書︾、︽三家詠物詩︾、︽陶

出︽朱子語類︾、︽濂溪集︾、︽皇

後，歷二百餘年而不間斷，這正是展

便已經開始整理改裝新入藏書籍，往

浮簽︶的例子，說明清宮自康熙時，

繕，以及如何改裝的小紙箋︵或黏貼

中，亦見內頁夾有註記康熙間傳旨修

及卍字六合套。還有，這類書籍之

三年︵一七三八︶重新裝潢。︵圖
十六︶

∼

院藏清宮佛經多數配有木質匣

∼

74
2015年1月
故宮文物月刊·第382期

75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朱子語類》、《濂溪集》、《皇極經世書》夾箋
圖十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弘治16年鈔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經袱包覆外觀
圖十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刊大字本
《陶靖節集》書衣（封皮）與函套
圖二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永樂間寫本
《大乘經呪》書衣（封皮）與內頁
圖十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覆刊成化9年江西藩司本
《朱子語類》書衣（封皮）與函套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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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線裝，絳紫色素絹書衣完全一
致，故知其重裝年代相當。而︽臨川
吳文正公集︾，雖也被收入﹁天祿琳
琅﹂，但天青素箋書衣，與配用的蘭

子，亦在所多有。

線裝，並為之配置大型木函保護的例

保留明內府書籍書衣，但改包背裝為

︵圖二一︶另︽歐陽文忠公集︾這類

致，但可能在同一時期重新整理過。

區別，亦可證明兩書入藏時間未必一

間入藏的︽朱子語類︾的四合套並無

花紫織金仿宋錦四合套，與前述康熙

內，最後放進紫檀淺浮雕佛教八吉

護板，先盛裝在寶藍緙絲八寶四合套

技法織字，用象牙色黃楊木精工雕琢

讚︾經文︵圖二三︶，或是以採緙絲

盒，精巧可愛的清︽綠像救渡佛母

三十五年︵一七七 ○
︶泥金藏文寫本
︽甘珠爾經︾，以及附鏤金嵌石方

式與康熙︽龍藏經︾完全相同的乾隆

二集︾；或是配用一扣蓋式花鳥湖石

型清刊新書裝潢風格的嘉慶︽御製詩

皇帝聖訓︾。︵圖二二︶此外具有典

袱的朱紅雲鳳小紅綾本︽大清文宗顯

套，以及長條繫帶的明黃織金雲龍方

色，並配有本色雲頭大型骨別四合

裝潢﹂子題，選展附有與書衣同款花

等級區別，故在﹁清內府纂修新書

黃、蘗黃素箋書衣，無題箋，直接將

一八二五︶百宋一廛舊藏，線裝，鉛

中期著名藏書家黃丕烈︵一七六三

﹁樸實莊重 ─
民間藏書裝潢﹂。展出
︽鳴鶴餘音︾、︽麈史︾兩種是清

為與之對比，故而另起一單元，名

絹、綢等高檔織品製作書衣或書函，

瑰、奇，民間藏書則少用錦、緞、

相較於清宮藏書裝潢之麗、雅、

祥紋經盒的︽佛說阿彌陀經︾︵圖

紋剔黑大漆盒，原屬於內府抄呈皇帝
書名、卷次等書於封面之上，與清宮

清內府刊行書籍可說是院藏古

御覽，原來存放在養心殿的︽欽定四
藏書風格迥異。︵圖二五︶而明代藏

二四︶，則是清刊佛經縟繁慎重的裝

庫全書簡明目錄︾；還有，冊頁裝，
書家祁承

籍之最大宗，為展現前面提到的因儲

尺寸特別巨大，配有插蓋式大型楠木

淡︵澹︶生堂鈔本︽黃楊集︾，也在

潢之例。

層櫃，以紅木為板上下夾之的清宮抄

進入公藏之後，重新以藏青色素箋製

藏地點、功能，或是否為皇帝御書的

本︽諏吉便覽︾，也都包含在二十種

作書衣，再配上月牙六合套，益顯樸

︵一五六三

展品之中。至於尺寸略小，但裝潢樣

一六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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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黑線緙絲本
《佛說阿彌陀經》木盒與函套
圖二四

∼

明宣德10年吳炬刊本
《臨川吳文正公集》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清同治5年
《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包袱包覆外觀
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清宮作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鏤金嵌石方盒
《綠像救渡佛母讚》
圖二三

專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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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外觀、各式裝潢古籍，以及書籍、
手卷的修復工序圖片為三大元素，
表達題旨之餘，也強調本院承襲古
人典藏的同時，更積極延續前人愛書
與護書精神，不忘時時予以維護。主

拙古雅。此外︽影元本晏子春秋︾，
以及展品本身，是展覽血肉的話，那

若說展覽單元規劃、文字說明，

一九一五︶
麼展場設計無疑便是展覽的外衣，扮

原是楊守敬︵一八三九

觀海堂舊藏，其單線線裝，擬拱花圖

圖書文獻處提供

盒，皆帶有濃重日本風格，一望便知

案的封皮，或是裝盛書籍的亮黑漆

觀上相較於書畫、器物類，有著先天

容忽視。由於圖書文獻類展品，在外

演吸引觀眾進場與否的角色，同樣不

展場設計

標題﹁護帙有道﹂四個大字，﹁護、
道﹂二字來自乾隆御筆，﹁有﹂字出
自同期書法家勵宗萬︵一七 ○
五
一七五九︶，﹁帙﹂字則是電腦摹仿

︵九六八

一

二二︶，在皇家藏書
○

主要目的是藉由圖內描述之宋真宗

其中的︿太清觀書圖﹀進行設計，

指標牌，取用院藏︿宋人景德四圖﹀

覽說明摺頁設計大略相同，皆以故

主視覺牆、文字總說明牆、展

計。︵圖二七︶

明黃底色，然後就所需分別進行設

口指標牌、記者會邀請卡等，一律採

摺頁、展品文字說明卡、品名卡、入

面、總說明牆、宣傳海報、展覽說明

舉凡陳列室大門左側的大型主視覺牆

很快被選定為展場設計的基礎色調，

的鮮明、濃重，但不失古雅的色彩，

此黃、紅、藍，這三種皇家藏書常用

書籍內容，而是以裝潢外觀為重，因

展場風格的確認。由於本次展覽非關

同仁與該公司展開密集討論，首先是

場設計外包予設計製作廠商，立即偕

為完善演繹展覽主題，在完成展

較大心力，本展亦不例外。

場設計表達展題意旨，的確必須付出

上的不足，因此長久以來，如何以展

非中土之物。︵圖二六︶

∼

其他三字風格而來。宣傳海報、入口

種錦面色彩特別豔麗，圖案亦鮮明活

內的線裝書結構示意圖，或是展品內

對應壁面，貼圖輔助。例如含函套在

頁的限制，本展覽儘量在展件上方相

展品擺放樣式，以及書冊只能翻展一

為解決觀眾只能單看固定一式的

為一體的展場氛圍。︵圖二九︶

紅曲水地串枝牡丹四盒套錦面。這四

錦面，以及︽欽定熙朝雅頌集︾之磚

潑，很能營造出展品與說明文字融合

製詩餘集︾的三多紋織金錦函四合套

的明黃卍字紋地書衣緞面，嘉慶︽御

合套錦面，︽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如︽後漢書︾的黃綠萬字回字花卉四

是從一百多組展件之中海選取材，例

四個單元的文字說明設計，則

二八︶

更進一步﹁護書﹂的意念。︵圖

試圖引發觀眾﹁品書﹂、﹁藏書﹂，

重地 ─
太清樓，召見群臣共同觀賞太
清御書，以及新寫四部群書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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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主視覺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
局部
〈宋人景德四圖〉之〈太清觀書圖〉
圖二八

79

明藍格鈔本配補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鳴鶴餘音》書衣（封皮）
吳門黃氏士禮居傳鈔道藏本
圖二五
國立
日本江戶間影寫元刊本
《影元本晏子春秋》漆盒、書衣（封皮）與內頁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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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推廣教育之效。此外，由於本院

能進一步理解展品所表達的意旨，以

讓觀眾欣賞具象的美麗外觀之餘，還

以小型紙卡，約七十字的文字說明，

品說明，致不知從何認識的缺點，而

突破以往多數僅列小品名卡，而無單

頁、外觀圖等。而關於展件說明，則

面，但所能發揮的教育功效，應不亞

一併融入，雖僅有五分多鐘的動態畫

函盒、書箱等種種配件的功能性，亦

書籍，亦不能忽略，而染黃之原意，

變過程，當然外域傳入中土的貝葉裝

歷卷軸、經摺、包背，到線裝書的遞

製作連貫性動畫，述說書籍從簡冊，

以之為素材，撰寫腳本，設計分鏡，

是裝潢隨時可變，之於書籍版本時代

辦，據筆者觀察，原因倒也簡單，一

來之首度嘗試，而過去之所以未能舉

為本院闢設圖書文獻特展室三十年以

以古籍裝潢為主題的專展，是

結語

於專人講述。

陳列室多數採用固定式展櫃，因此空
間、動線調整更動，並不容易。為增
加展場空間的趣味性，特別訂製一大
型仿清宮博古格層櫃，將院藏古籍，
分層置入，一方面增加展示空間，另
一方面也讓觀眾能夠體會古籍原藏
紫禁城各處書房的原始風貌。此外，
置放書籍在炕桌上的展示方式，則在
突顯紫禁城各宮殿無處不書，天子隨
概也只有本院和北京故宮能有如此精

推考，歷來被認為無關宏旨，加上大

飾，亦可時時為人所利用的雙重功
彩的﹁特藏﹂，在不易得見的情況

手皆可展讀，說明書籍既可為陳設裝

能。︵圖三十︶
第二個原因其實就是一個﹁難﹂

下，何來﹁重視﹂？

或缺的媒材之一。由於本展展件在外
字，何﹁難﹂之有？籌辦過展覽的

多媒體的運用是現代展覽不可

觀上已經過仔細篩選，加上函盒、書

總而言之，清宮舊藏古籍裝潢

人都知道，展品品相是選件的重要

好，但不論是木製板、函、匣、箱，

衣等種種配件，皆與書冊成組、成

或是五彩繽紛的書衣、錦函，髒污、

成就，可說獨步十六 ─
二十世紀的中
國，而這麼些豐碩的成品，如今有相

考量，書籍裝潢這類以﹁紙﹂、

灰塵是最普遍的﹁歷史﹂痕跡，而縫

當比例皆藏於本院，在邁向故宮成立

套出現，其本身已具相當之﹁可看

線斷、構件缺損、錯位、材質劣化等

第九十周年的前夕，僅以本展預祝新

﹁絹﹂、﹁緞﹂、﹁紗﹂、﹁綢﹂、

殘損狀況更是多到數不清，在有限的

年快樂。而因展覽所激發的各種研

性﹂，故毋須重覆，而改以古來書籍

人力組織之下，如何不摒棄原殘損基

究，除五篇學術專論，集結在特展圖

﹁木﹂、﹁骨﹂、﹁牙﹂、﹁玉﹂、

底，恢復舊觀，實在是一大挑戰！而

錄，與展覽同步出版以外，也將有十

外觀的變化為主軸，精選本院藏品，

本展覽籌備過程之中，送修展件規模

餘篇古籍裝潢主題各個面向的專文被

展件恢復原貌，根本無法成展，這便

可謂空前，光﹁書冊﹂、﹁畫卷﹂就

陸續撰寫出來，這何嘗不是﹁護帙有

﹁漆﹂為製材的產物，本來就很容易

送修達一百八十五件之多，而木製

是前述﹁難﹂字之意！︵圖三一︶

箱、匣、盒、函、夾板也有四十五

道 ─
古籍裝潢特展﹂推出之前的另一
成果！

損害，雖然院藏﹁書籍﹂本身大致完

件，其中更有書箱舊藏根本解體，完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由於尚未進行科學檢測，故只能說推測
為﹁蘗黃紙﹂，尚無法完全確定。另其
餘五色分別是杏黃、紅梅、淺灰、粉色
及萱草。
本文述說的展件品類，大致以第一檔內
容為主，第二檔維持展題不變，但展件
更換的方式進行。
以下部分內容與拙著，︿護帙有道 ─
院
藏清宮舊藏古籍裝潢綜述﹀一文相同。
古籍裝潢特展﹂圖錄專
︵﹁護帙有道 ─
論之一︶。

註釋

全看不出原貌如何的情況。當然以織
錦面料製作的四合套、六合套等清宮
插套，除錦面磨損外，插套構件缺
損，或是板與板的連接處斷裂的也很
多，更別說因書別子，或是別帶︵別
子袢︶的普遍性殘損了，因此送修之
錦面函套也有七十一個之多。除前述
之外，還有兩個錫盒、兩個漆盒，以
及兩床大型織錦方袱送修。換言之，
若無院內這麼些修復同仁的努力，一
件又一件，一冊又一冊地將舊有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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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漢書》函套、《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書衣、《御製詩餘集》函套、《欽定熙朝雅頌集》函套
圖二九
圖書文獻處提供
展場三D示意圖─展櫃局部
圖三十
登錄保存處提供
木函修復情形
圖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