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中國古籍紙本裝幀演進考述
盧錦堂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提要】紙，此一載體的發明，使中國古籍流通及傳統文化宣揚，變得相當便利，亦因而助長與其
他文化密切接觸。在這紙本發展過程中，基於閱讀容易、攜帶輕便、保持耐久、品相美觀等需求，
逐漸出現各種裝幀形式。古人對文化傳播的講究與用心可見一斑。
本文主要就所知見，大抵按照出現先後，分別論述卷軸裝、葉子（貝葉式、幅葉式）、經折裝、
旋風裝（說法不一。其後或演變為更講究的龍鱗裝）、黏葉裝、縫繢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諸
種紙本裝幀式樣。除嘗試釐清昔日某些有關解釋之外，尤其要強調紙本裝幀若干地方，非僅受了固
有簡冊、帛書影響，外來佛教典籍的特殊形式應也起到一定作用，間或涉及古籍版式。

關鍵詞：古籍；裝幀；中國圖書史；佛教文化；文化交流

導言

竹、木等。不過，像以龜甲或獸骨為質料的甲骨文、

《淮南子．本經訓》記載：「昔者倉頡作書，
而天雨粟，鬼夜哭。」鬼神似乎喜見人類創造文字
的同時，文明即也躍進一大步，但又暗憂人們從此
知識增長，愈來愈想當自己的主人，有著更多自己
的想法。在文字被創造後，無論簡短文句，或長篇
巨著的出現，人類不僅可藉以記載所聞、所見、所
思、所感，重要是還能宣揚於異地，流傳至後代；
影響深遠，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當係我們祖先這
一切記載原來利用了哪些質料，質料的選擇無疑對
文字記載能否明白表示並長久保持，密切相關。就
現時發現，以中國為例，早期的文字記載所用材
質，大抵包括龜甲、獸骨、青銅器、石材、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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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銅器為質料的金文、以石材為質料的石鼓和刻
石、以玉片為質料的侯馬盟書、以木片為質料的版
牘等，內容較簡短，且多屬紀念或紀錄的性質，主
要在於為後人保存著研究古史的原始材料，這類文
字記載目的並非傳播知識，提供學習。所以，就本
文討論對象「古籍紙本」溯源而言，學者多認為正
式書籍最早應算以竹或木為質料的簡冊，及以縑帛
為質料的帛書，都在紙本圖書出現之前。圖書進入
紙本階段，是圖書史研究重點，其中裝幀的演進過
程，亦不失為一探討課題。本文旨在考述中國古籍
紙本裝幀演進，首先試對簡冊和帛書略作介紹，並
說明其中若干可能為紙本所繼續保留的特色。

專題論述

一、簡冊（圖一）
「簡」是指一枚一枚狹長的竹木片條，把若
干枚簡依其中文字內容順序編連起來就稱為「冊」
（策）。從發掘出土的古簡來看，西北地區因為
少竹，故多用木；木簡大抵取材自松、柳等吸墨
的木料。每枚簡上少則數字，多則八十字，而平
均約三十字。（註 1）書寫時，通常左手持簡，右

六朝而盛行於唐宋的書式，漢以前並非這樣子。
（註 6）

二、帛書（圖二）
帛是絲織品的總名，也有稱為縑、素或繒的，
本來供作裁製衣物，因帛上可以使墨，於是也用
來寫書。按《漢書．食貨志》載：「布帛廣二尺
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寫書時，看字數多寡，

手執毛筆。簡是狹長形的，自然豎持，並順著竹
木紋理向下直寫。（註 2）寫完一簡，用左手放置
在案上左前方，待第二枚簡文寫完，順手置於前

圖一：簡冊

一枚簡的左邊，如此類推。最後將並列的各簡按
序編連成冊，造成從上而下，從右而左的閱讀習
慣。至於編連方法，一般用韋皮或麻繩，王室用
有顏色的絲繩，在簡冊的上下端各編一道，但遇
大冊時，也有用到三道、四道，甚至多到五道的。
（註 3）要收藏起來時，以最末尾一簡為軸，將有
字一面向內捲即可。據文獻可知，有些簡牘文書
是盛於以織物製成的書囊裡；據出土實物，則知
又會裝在竹笥中。（註 4）
此外，有所謂贅簡和標簡，或以為此可表示

圖二：帛書

簡冊已有一定的裝幀結構。（註 5）為保護正文不
致受損，在正文的開頭往往加上兩根不寫字的
簡，類似後來古籍紙本護葉，稱作贅簡。由於簡
冊捲起收藏，有字一面在內，如前所述，為檢查
方便，即在第二枚簡背面寫篇題，第一枚簡背面
寫篇次。如此，簡冊捲起來後，篇題和篇次露在
外面，從右往左讀，就成為「某某（篇）第幾」，
這像是古籍紙本的書皮。古籍每篇初但標篇題，
卻罕有標書名的，因為各篇卷本可單行，學者如
葉德輝，說漢人注本六經，都是小題（篇名）在
上，大題（書名）在下，昌師彼得以為此實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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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裁截。一塊帛寫畢，可用另一塊帛續寫，然

在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發明的。不過，同時

後黏起來。（註 7）學者大抵以為中國製書用材，

代的許慎在所撰《說文》中解說：「紙，絮一苫

互有交叉，以簡冊和帛書為例：簡冊最早開始，

也。」古人於水中漂繫蠶繭製作絲棉時，也許殘

結束於公元 3 或 4 世紀；帛書始於公元前 7 或 6

餘的廢絲纖維偶而匯集蓆面，晾乾後，形成薄薄

世紀，止於公元 5 或 6 世紀，二者共存約 1000 年。

一層，誘發出造紙的靈感。可見原始的紙是絲製

（註 8）在簡冊盛行的同時，之所以出現帛書，大

品，幅面窄小，兼且產量不多，價格昂貴，自然

概是簡冊過於笨重，攜帶不便，且又佔空間，不

無法普遍。當原料擴大到生麻和樹皮等純植物纖

易收藏。（註 9）不過，帛書雖比簡冊輕便，書寫

維時，紙變得容易大量生產。上世紀中的考古發

面積也較寬闊，帛的價格卻遠貴於竹木，所以在

現即證實西漢有了以破麻布或其他廢舊麻製品為

使用上仍不如竹木普遍，只有遇著不宜用竹木的

原料的植物纖維紙。現在我們知道蔡倫並非紙的

情況才用帛。（註 10）

發明者，卻可能在造紙過程中採用新原料，特別

帛書上面一般織出或畫有界線，紅色叫「朱

是樹皮和麻頭，不同於昔日的廢舊材料，更能大

絲欄」，黑色叫「烏絲欄」。有學者認為界線與

規模生產，讓紙的使用普遍起來，而紙本書籍的

界線間形成直條狀，應是一枚一枚竹木簡的模仿

出現至此水到渠成。（註 14）

和再現，行行界線美化了版面，使文字看來相當

隨著載體所產生的變化，因時制宜，滿足讀

整齊。（註 11）又，帛書亦往往仿照簡冊，開卷

者需求，古籍裝幀亦逐漸演進，其中除傳統文化

的地方留存空白，如同贅簡。（註 12）關於帛書

因素之外，還受到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在論述

的裝幀存放，所知大抵有三種形式：一是卷軸，

古籍紙本各種不同裝幀形態前，首先要一提的

即指在帛書左側黏附一根小棍，並以此為軸，仿

是，如卷軸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一般

照簡冊般捲起收藏；二是折疊，主要針對面積較

都有邊欄界行，學者多以為實係簡冊遺制，簡與

大的圖畫，可一反一正折疊存放，類似後來紙本

簡之間自然形成豎線，像極簡冊的編連。（註 15）

的經折裝；三是盒裝，將面積基本相同的長方形

但如經折裝，卻只有邊欄而無界行，或用其他方

帛書按序裝入長方形盒中，或許啟發了後來函

法，同樣使一行行文字顯得整齊。似乎紙面整體

套、書箱的出現，也為中國古籍裝幀逐漸走向冊

美觀與否纔是重點。

葉創造了條件。（註 13）
總之，作為正式書籍的載體，正如《後漢書》
卷一○八所謂「縑貴而簡重」，直至最後，終於有
了價廉又輕便的紙，也使書籍裝幀發展出新形態。

下面大抵依出現順序，分別論述古籍紙本的
不同裝幀形態。

一、卷軸裝（卷子裝）（圖三）
紙本卷軸裝大概開始於漢代，主要盛行於魏
晉南北朝至隋唐間。（註 16）紙與竹共存約 300

本文

年；與帛共存約 500 年。（註 17）簡冊和帛書的
據范曄《後漢書》中的記載，紙是宦官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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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方式都是由小單元逐個橫接為一整體，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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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軸裝也保持這般式樣。具體作法接近帛書，即

見內容之一，如首部刻本大藏經──北宋開寶四

將紙張橫接黏成長幅，通常以木棒作軸黏附在紙

年（971）開始雕造的《開寶藏》，即為卷軸裝。

幅最左端，收藏時以此為軸心，自左向右捲束，

圖三：卷軸裝

故稱卷軸裝。或以為紙幅較厚的，則像簡冊一樣
直接捲起，稱為卷子裝。（註 18）卷軸裝的木軸
有時用昂貴材料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甚
至金玉鑲嵌上下兩端。閱讀時自右向左開展，紙
幅最右端即卷首。到了宋代，為保護書卷文字和
增加觀賞性，或在卷子正面的四邊糊接綾、絹、
錦等，反面則通卷用紙裱褙，（註 19）作用類似
簡策的贅簡。卷首糊裱端還接上緞帶，便於緊束
紙卷後在卷外捆扎，而緞帶顏色可表示著作門
類。（註 20）每卷書外面用「帙」包裹起來，「帙」
即書衣，一般以布、綢等製作，也偶有取細竹簾
的。（註 21）卷軸裝的軸頭可懸掛一標示書名卷
次的牌子，稱為「簽」。前面說捆扎卷子的緞帶
可選顏色表示著作門類，亦適用於「簽」。（註
22）古書卷數較多的，或每十卷成一單元，放在
書囊裡。（註 23）
紙卷中，最著名的要算 20 世紀初在敦煌莫高
窟藏經洞所發現大批遺書。每紙常以墨或鉛畫上
邊欄界行。過去學者斷定有相當數量的敦煌卷
子，上面邊欄界行是用毛筆淡墨畫出來的，但也
有不少看起來線條勻直，顏色近黑灰，且濃淡一
致，用的應是鉛（金屬鉛，或更可能為石墨）。
（註 24）此外，敦煌卷子又常見有「入潢」的情
形，即取黃蘗汁來染紙，所以紙多呈黃色，目的
無非為了防止蛀蝕；黃蘗屬芸香料喬木，能避蠹。
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卷軸裝書主要靠手抄，
自己抄寫，或請人抄寫，在書鋪則可買到「經生」
抄寫的書。（註 25）刻本的出現，佛經為初期常

二、葉子（貝葉式、幅葉式）（圖四）
所謂葉子，就是一張張單葉，將上面書寫了
文字的單葉紙張疊積起來，而形成一新的書籍裝
幀樣式。如果要查閱葉子裝書中某段文字，只要
檢出相關書葉即可，不必像卷軸裝那樣從頭看
起。「葉子」開始於什麼時候？記載未詳，但北
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提及「葉子格」，稱：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
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
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冊）
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
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
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
為名爾。」這供遊戲用的葉子格，既是模仿便於
查檢的葉子書所作，則葉子書至遲應出現在中唐
以前。昌師彼得根據唐釋道宣《續高僧傳》等記
載，如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法聰法師應邀
前往海鹽縣講經，講畢遺下幾紙經書。這應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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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纔會發生遺落的事情，更可證明早在初唐已

圖四：a 梵夾裝

有了葉子書。（註 26）而葉子書的裝幀形式其實
是受到隋唐時期從印度所傳來梵夾裝貝葉經的影
響；稱為「葉子」，大抵指一張張紙狀似印度貝
多羅樹樹葉，後來古籍冊葉裝即沿用「葉」字來
稱呼一張張書葉。
古代印度的佛教經典，習慣將該國所盛產貝
多羅樹的樹葉裁成扁長條形并晾乾，先用一種針

圖四：b 貝葉式葉子

在葉面下刺劃，然後塗上顏料，再用布擦拭，顏
料就滲進文字的劃痕中，經久不褪。將這樣的書
葉按順序一張張堆疊起來，因要防晾乾的貝葉容
易碎損，所以上下用木板夾著，保護裡面的梵文
經葉，稱作「梵夾」；又為確保書葉順序不致混
亂，在中間或兩端連夾板帶書葉穿一個或兩個
眼，再用繩子加以繞捆。（註 27）這種裝幀形式
後來傳至中國，成了「葉子」。
我國的「葉子」雖模仿印度梵夾裝貝葉經，
卻是有所不同。貝葉經是橫寫的，所以梵夾裝形
成上下較窄的扁長條狀，但這種形式不適宜於直

卷三十八〈寫韻軒記〉文中提及所見唐仙人吳彩

行書寫的漢文字，所以葉子書不得不自行變通。

鸞手寫韻書，都是唐代葉子，又都是「硬黃書之」。

大抵說來，葉子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除尺寸較

（註 29）上述葉子書的兩種形式，前者可說是貝

小之外，所不同於貝葉經的，主要是改橫式為直

葉式葉子，後者可說是幅葉式葉子。昌師彼得說：

式，即上下高，左右窄，如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所

「由貝葉式的葉子演進成為摺疊本（按指經折

藏敦煌遺書《思益梵天所問經》，直長條狀的書

裝），幅葉式的葉子則進步成為宋元通行的蝴蝶

葉一張張疊摞著，兩面書寫，原是上下夾板連書

裝。」（註 30）根據現存實物，梵夾裝形式，後

葉打眼，並穿繩捆綁，今尚遺存一塊夾板、一段

亦有所演變。以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藏品為例，如

穿繩。（註 28）另一種則書葉寬與高的比例約在

五代時回鶻文寫本《玄奘傳》，雖無穿繩的圓孔，

二比一以至三比二之間，大抵與唐代一般紙幅相

但書葉兩端各畫有一紅圈；又如館藏蒙文大藏

似，且為便於藏檢，多採用硬黃牋，如《式古堂

經、藏文大藏經，以及清宮裡用泥金所書寫佛經，

書畫彙考》卷八著錄的唐貞元十一年（795）釋義

上下夾板厚重，連書葉並無打眼，而是用黃綾相

道手寫《法華經》，又如元虞集《道園學古錄》

裹或寬帶繞捆，（註 31）也有夾板顯得十分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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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註 32）都異於典型梵夾裝，值得注意。

非一張張散葉，穿洞其實沒有產生實際作用，只

前面說過，葉子書要較卷軸裝容易查檢，但

是顯示對貝葉式葉子的強烈模仿意向。（註 40）

有學者認為中國僧侶之所以製作梵夾裝形式的佛

此外，杜偉生先生發覺宋元兩代經折裝佛經

經，更多是出自宗教的虔誠，而非基於便利，（註

與後世常見的在書皮裝法上明顯不同：宋代裝在

33）取法自印度傳來的梵夾，讓人深信這就是佛

卷首，元代裝在卷尾，書皮寬度約是折面寬度兩

國寶典。同樣道理，又有學者提出韓國所發現《無

倍稍多，從左右兩個方向包裹整本書。他又提及

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日本稱德天皇所刻《百萬

日本學者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講到的「囊草

塔陀羅尼》和遼朝欽哀皇太后所刻《根本陀羅尼

子」，類似上述裝幀，島田翰以為就是宋人張邦

咒》，三者雖為卷子，但每直行五至八字，字數

基在《墨莊漫錄》說的「旋風葉」，但敘述不太

少而行數多，呈細狹扁長狀，似亦取法自梵夾裝

清楚，以致後人認定用整張書皮包裹經折裝書右

貝葉經，感覺「更接近西胡僧人攜來之寶藏」。

側，使首尾黏在一起的裝幀即古籍的旋風裝。（註

（註 34）此可備一說。

41）可備一說。最後，注意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所

三、經折裝（圖五）
顧名思義，經折裝的出現與「佛經」有關，
可視為佛教徒對佛經裝幀所做一種改革，（註 35）
「折」是折疊的意思，就現存實物來看，即將寫、
印好的書葉先黏連為長幅，再按一定行數或一定
寬度連續左右折疊成長方形，然後首尾各黏上一
張厚紙作書皮。這種佛經裝幀形式，學者多認為
在唐末五代時已出現，宋元以來佛教大藏經更是

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寫本《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玉樞經》，是經折裝，非常華麗。外套
為緙絲，彩色斑斕，正面繡雙龍，背面繡鶴及日
月乾坤。全書用瓷青紙，泥金書寫，有精緻繪圖。
並附一狀似寶劍的木質經簽，或便於翻閱經葉。
楊永德先生以為這說明了明代經折裝已充分注意
到書籍整體設計。（註 42）
圖五：經折裝

常用。（註 36）或有提出另一說法，稱早在盛唐
時期，經折裝已經出現，李致忠先生則謂還需進
一步證明。（註 37）
敦煌遺書有經折裝作兩面書寫，先是正面由
右向左順序抄寫完畢，再翻到背面繼續由右向左
抄寫。至於常見刻本，則一般為單面印刷。（註
38）再者，在此一提，經折裝敦煌遺書，書寫時
或有於每一折面中間位置的三行，上半部各約空
出三、四個字不寫，留小塊空白，空白正中畫一
圓圈，明顯是模仿貝葉式葉子。（註 39）又有的
像貝葉式葉子那樣穿洞，但書葉卻是黏連的，並

四、旋風裝（後世或演變為龍鱗裝）（圖六）
何謂旋風裝？歷來引起不少討論，但學者專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9 期 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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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大抵根據敘述欠詳的古籍文獻記載，又乏實

圖六：a 旋風裝？

物佐證，可以說是「各逞臆說」（註 43），長久
以來，沒有形成一致說法。杜偉生先生曾在他所
撰論文（註 44）對舊有各家解釋首先按提出時間
順序加以簡介，最後並一一說明不被認定的理
由，具相當參考價值。下文試加整理，並間輔以
其他資料及己見。
1903 年，日本學者島田翰在《古文舊書考》

圖六：b 龍鱗裝

中提到所見舊鈔本《論語》及《醍醐雜事記》即
旋風裝，旋風裝指取卷子疊折成冊，兩折一張裱
紙，猶宋槧藏經而其制微異，翻閱時宛轉如旋風，
而兩兩不相離，則似日本的囊草子。這個說法，
至 1929 年，李文裿發表〈中國書籍裝訂之變遷〉
一文，認為旋風裝亦名經折裝；1934 年，陳彬龢、
查猛濟合著的《中國書史》，尤其五十年代，劉
國鈞一系列相關論著都大力申說，此後又有許多
追隨者。基本上，他們所認同的旋風裝，無非是
用一張大紙對折起來，前半黏在折疊式書籍的首
葉，後半從書右側包住書背，黏在書的末葉，首
末兩葉得以相連；可從首葉翻到末葉，又可回環
翻歸首葉，沒有間斷，「旋風裝」的得名由此而
來。說法明顯源自島田翰。如此，因謂旋風裝係
經折裝的變形。不過，這般裝幀形式，除島田翰
自言曾見過兩種書外，似乎其他持相類見解的學
者還沒有見過，所附圖片都是根據文字敘述繪製
的，並非實物，可信度難免會打上折扣。
1918 年，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一書認
為旋風裝即蝴蝶裝。蝴蝶裝是宋代常見的書籍裝
幀形式，但如前面引及北宋人歐陽修《歸田錄》
卷二提到葉子「其制似今策子」，我們可以說「今
策（冊）子」指蝴蝶裝書，而是否亦名旋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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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及其他宋人著作中則尚未覓獲肯定答案。
1981 年，李致忠先生在《文物》該年 2 期發
表〈古書“旋風裝”考辨〉一文，認為北京的故
宮博物院所藏舊云唐吳彩鸞書《刊謬補缺切韻》
是研究古籍旋風裝的一件難得實物，全書凡二十
四葉，每葉約高 25.5 厘米，長 47.8 厘米，除首葉
為單面書寫外，其餘二十三葉都是兩面書寫。裝
幀方式係以一長條紙張作底，首葉全幅裱於右
邊，其他各葉則逐葉將最右側空白處向左鱗次相
錯地等距黏貼在首葉末尾以下底紙的上頭，看去
錯疊相積似龍鱗。收藏時，從右邊向左捲起，外
表是卷軸裝式樣，但打開時，首葉之外其他各葉
都能逐葉翻動。這可以說龍鱗裝就是旋風裝。
不過，這一龍鱗裝形式的《刊謬補缺切韻》，
卷末有明宋濂跋，稱「裝潢之精，亦出於宣和內
匠」云云，杜偉生先生也「發現這件東西裝幀非
常考究」，「沒有一定水平的裝裱技術是根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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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的」，「是在崇奢尚糜的宋宣和年間（1119-

折一下，以便收藏。杜偉生先生在法國國家圖書

1125），在皇宮內府中重裝的」。余慧賢、楊時

館繼而又發現若干相似裝訂形式的敦煌遺書，後

榮二位撰文認定龍鱗裝形式係宋宣和年間宮中所

來他並赴英國國家圖書館，考察館藏敦煌遺書，

特有，故力斥李致忠說法之非，並謂李氏相關論

亦有所發現。杜偉生先生說當初若不是認識到李

著引述宋歐陽修《歸田錄》、張邦基《墨莊漫錄》、

致忠先生的觀點，在英、法兩國見著相關的敦煌

元王惲《玉堂嘉話》等所提到「吳彩鸞書唐韻」，

遺書時，就不會和「旋風裝」聯繫起來。至若張

「硬指便是」上述《刊謬補缺切韻》。（註 45）

志清、林世田等其他學者專家復不斷進行相關研

余、楊二位的重點在「破」，至於「立」，即「旋

究，如針對敦煌遺書《易三備》寫本裝幀形式所

風裝」究為何物？文末帶過說：「也許『旋風裝』

作探討。（註 48）綜合來看，杜偉生先生等根據

只是一種很簡易之裝幀形式，如葉子以黏連或縫

敦煌遺書實物來看，以為旋風裝可能是將若干書

繢方式組合，不但裝幀方便且易檢索，一經風吹

葉一側對齊，在紙邊塗上漿糊逐葉黏牢，再取一

便會翻轉飄移。」（註 46）此外，楊時榮先生在

截與紙高相等的竹棍劈開，夾住書葉黏連處，打

他另一專著中，將「旋風裝」一詞列入中式圖書

眼穿繩。收藏時，像卷軸裝一樣捲起；展閱時，

文獻專業術語加以解釋，則沿用劉國鈞舊說，附

書葉或參差不齊，但長短排列有序。「這種裝幀

圖亦是依內文敘述，想像手繪。（註 47）其實，

形式的外形，很像現代的小掛曆，只是橫著看罷

正如余、楊所合撰文末說的，旋風裝「只是一種

了」。（註 49）再檢閱相關文獻記載，如宋歐陽

很簡易的裝幀形式」。杜偉生先生在法國國家圖

修《歸田錄》卷二謂「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

書館工作短暫期間，有機會看到該館敦煌遺書中

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

另一件與上述北京故宮藏本基本相同的《刊謬補

李郃《彩選》是也」；又如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缺切韻》，保存情況是：正文部分二十一紙散葉，

卷三說「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

除首葉之外，其餘各葉俱兩面書寫；由於每葉第

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世間所傳《唐

二面都用化學漿糊和一種類絹織物整葉托裱，因

韻》猶有，皆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此又厚又硬。書葉高度基本一致，長度卻不統一，

又如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三「雲煙過眼錄」

每張書葉右端兩面均有漿糊痕跡。全部書葉中間

條稱「《錄》云焦達卿有吳彩鸞書《切韻》一卷」。

都有一縱向折痕，多已斷裂，這是為何全要托裱

「相傳彩鸞所書《韻》散落人間甚多，余從延陵

的主因。此外，還存有一張底紙，高 26.7 厘米（約

季氏曾覩其真蹟」，「與達卿所藏者異，逐葉翻

與書葉同），長 29.5 厘米（書葉長度則在 25.5 厘

看，展轉至末，仍合為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

米至 41.9 厘米之間）。從上述情況推想，原來裝

云旋風葉者。即此，真曠代之奇寶」。大概可從

幀形式應是：書葉以右側為準對齊，每葉右端前

中讀出下列信息：其一是「旋風葉」可「逐葉翻

後面塗上漿糊，逐葉黏連，最後在末葉背面黏上

看」，與敦煌遺書中實物大抵相符。其二是所謂

底紙，由於書葉多較底紙長，故先將全部書葉對

仙人吳彩鸞書《唐韻》，唐裴鉶《傳奇》嘗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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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專題論述

載，則似唐末五代已行世。試觀現存所謂吳彩鸞

五、黏葉裝／縫繢裝（圖七）

書《唐韻》，除前述北京故宮、法國國家圖書館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載：「王洙原叔

之外，臺北故宮亦有收藏（詳後），都可找出或

內翰嘗云：作書冊，黏葉為上，雖歲久脫爛，茍

是在唐末五代時裝幀的原來痕跡。其三是古代文

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

獻記載此類裝幀形式的書籍，性質或屬「凡文字

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

有備檢用者」，而保存至今，不止一部的《刊謬

《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

補缺切韻》寫本，具相當佐證度。

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

回頭再看北京故宮所藏《刊謬補缺切韻》，

令家所錄者作黏法。」所謂「黏葉」，所謂「縫

經宋宣和年間內府重裝，到明洪武三十一年

繢」兩者，杜偉生先生曾在所撰文中加以說明，

（1398）內府再重裝，仍保留宋時樣式，即所謂

（註 52）認為均流行於唐末至五代期間，在敦煌

龍鱗裝，但仔細研究，會發現每葉書葉中間有一
條明顯的縱向折痕，這表示「龍鱗裝」並非這本

圖七：a 黏葉裝

子原始裝幀，而可能與上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原來裝幀相似，即全部書葉對準右側，逐葉將右
側紙邊黏牢，或者還有一張底紙，在重裝時棄卻
不用。由於書葉較長，所以先對折一下，然後捲
起收藏，外形像卷軸裝；開卷則逐葉展轉翻看，
又與卷軸裝不同，故取名「旋風裝」。除北京故
宮、法國國家圖書館兩個藏本之外，臺北故宮亦
藏一寫本，有明項元汴跋，現所見係冊葉裝形式，
經故宮人員研究，之前應是作「龍鱗裝」，（註
50）再前是否有更原始的裝幀，尚得詳細翻檢。
就上述相關本子推測，疑此最初亦可能為「旋風
裝」的形式，後來經過內府一再重裝，演變為複
雜講究的「龍鱗裝」、「冊葉裝」。
也許出於偶然，為了檢閱方便，將卷子斷成
數紙，然後對準一側，加以固定並捲起收藏，可
看作是古籍裝幀的一種過渡形式，即「從卷軸裝
中隱約出現了冊葉裝的萌芽」。（註 51）對杜偉
生先生等人有關「旋風裝」的說法，雖尚待繼續
探究，但現階段似較具相當論據與實物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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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b 縫繢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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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書中可找到實物。黏葉裝形式按紙張厚薄而有

代中末期冊子的裝訂法不詳。（註 56）五代以後，

兩種作法：(1) 書葉較薄的，採單面書寫，有字一

採用已廣，五代國子監所雕印的九經三傳，據《五

面相向對折，書葉與書葉間背面相對，除首葉前

代會要》載，即作冊裝。惟五代監本已無傳，不

半和末葉後半之外，各葉葉背都塗滿漿糊，依序

能詳其裝式。現存南宋初覆刊北宋舊監本《爾

使兩葉間的背面黏連一起。(2) 書葉較厚的，沒寫

雅》，王國維跋其書，認為其行款大小與唐人寫

字前先對折一下，折縫處在右，分成四面，紙背

諸經卷子一一相近，云是五代舊式。但覆刊本有

向上的一面為第一面，向下的一面為第四面，紙

版心以記書名、卷葉數，與敦煌所出五代刻本版

面相向的兩面依次為第二、第三面，順序書寫，

式不同。……五代刻本中間沒有版心，……五代

然後將書葉排好，在各葉紙背折縫左右二至三毫

刻本的版式，假如不由中間對摺起來，即是唐代

米處塗抹漿糊，按序黏連。此外，可能為著翻閱

的幅葉式葉子。字向裡對摺，積若干葉而包以封

方便，書口上下角多被切成圓弧形。這種裝幀形

面封底，用糊黏連，即成為宋元盛行的蝴蝶

式與宋元刻本書常見的「蝴蝶裝」類似，而「蝴

裝。……入宋以後，殆因摺疊處易損傷文字，且

蝶裝」又是黏葉的，或許可說此「為後來的蝴蝶

不易整齊，於是在中間留一空行，刻記書名、卷

裝書的產生提供了技術前提」。（註 53）

數葉數，即所謂的版心，其間並刻魚尾以作為摺

至若縫繢裝的書籍，大抵是將若干書葉疊在一

疊的準心，（註 57）又在邊欄的左上角附刻一小

起對折，每疊外表類似經折裝般成長方形，幾疊疊

匡，內刻篇名，以便查檢，即所謂書耳，蝴蝶裝

放著，用線加以穿連，穿線的方法卻不太規則。這

始發展完成」。（註 58）可知蝴蝶裝如何演進成

種裝幀形式多是先裝訂，再書寫，最後裁切整齊。

形。而「蝴蝶裝」之所以用「蝴蝶」為名，正由

正如前面所引《墨莊漫錄》的記載，縫線會斷絕，

於書葉被翻動時向兩邊張開，像是蝴蝶展翅。此

一斷就不易回復原來次序。從這一點來看，縫繢裝

外，版心在內，造成書葉框外餘幅朝外，即使書

對蝴蝶裝書、包背裝書和線裝書的打眼裝訂、鎖線

葉日久磨損，亦不致讓文字受波及。再者，書皮

裝訂是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的。（註 54）

多係硬紙，插架時，書口可向下立著。（註 59）

六、蝴蝶裝（圖八）

圖八：蝴蝶裝

卷軸裝翻檢不便，葉子易丟失，經折裝折縫
處又難免斷裂，再加上黏葉裝、縫繢裝可能對相
關技術有所啟發，於是古籍裝幀形式逐漸發展，
進入冊葉形態。在雕版印刷盛行時，書籍不像之
前那樣可以隨意裁切，而是一版一版地雕印，冊
葉成了一種較能適應雕版印刷的古籍裝幀樣式。
（註 55）冊葉形態的書籍，或稱「冊子」。昌師
彼得謂「冊子」是「從幅葉式葉子演進而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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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裝的缺點是在翻閱時，會遇到無字的葉

圖九：包背裝

面，於是出現改良的作法，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
（1763-1825），塗上少許漿糊在兩張書葉背面的
書口部位，使相互黏連，不會翻閱到無字葉面；
書背且不滿塗漿糊，而是直接裹以書皮，版心部
位可免被蛀蝕。後人稱此改良形式為「黃裝」。
（註 60）

七、包背裝（圖九）
蝴蝶裝固較卷軸裝、經折裝等便於翻檢、保
護性佳，但也有缺點：翻閱時，往往見著無字的
反面；兩個半葉刷墨的正面又會相互吸連，相當
不方便。於是出現包背裝。包背裝大約出現在南
宋末，經歷元明，直至有清一代，流行了數百年，
特別是明清時期，內府所刻書多用這種裝幀形式。

圖一○：線裝

針對蝴蝶裝本身缺點，這種新裝幀形式一反
蝴蝶裝書葉反折的方法，而將有字一面正折，版
心向外，折縫在左集齊成書口；書葉左右兩邊，
即書腦餘幅齊向右，早期黏連於書背，再裹以書
皮。後來，在靠近書背處打眼，用紙捻訂住，砸
平，再以書皮繞背黏連包裹。（註 61）從表面看，
包背裝古籍與現代平、精裝書十分相似。所差異
的是，包背裝古籍是單面印刷，合葉裝訂；現代
平、精裝書則是雙面印刷，以折葉配帖成冊。又，
包背裝是在書腦部位豎訂紙捻以固定書葉；現代
平、精裝書則是在書背處橫向鎖線以固定書葉。
（註 62）

八、線裝（圖一○）
學者有謂「線裝書是中國古代書籍形態的最

裝幀形式」。（註 64）的確，「線裝從明代中葉
以後成為我國籍裝幀的主要方式，不但式樣美
觀、方便閱讀，而且裝訂牢固，不易損壞」。（註
65）事實上，如前面所提到流行於唐末五代的縫
繢裝，敦煌遺書中多見實物，已經用線穿連，不
過穿線方法似還不太一致。

後一種形式」，（註 63）亦有謂「這是為適應書

線裝古籍在折葉方面和包背裝沒甚區別，同

籍的生產高度發展、提高工作效率而創造的一種

樣版心向外，書腦處亦是打眼訂紙捻。不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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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則係裁成與折葉大小相等的兩張，前後各加一
張，與折葉對齊，最後打眼穿線裝訂成冊。這種

與維護」一節。
註 5：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頁 89。

裝幀形式所以稱為線裝，主要由於須打眼穿線，

註 6：同註 3，頁 8。

一般用四眼裝訂法，也有六眼、八眼、十二眼的。

註 7：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北京，人民美

書皮或是折葉，折的部分在書口；或是單葉，但
要厚一些。今日所見線裝古籍的書皮，配上題有
書名的書簽，顯得樸素靜雅，楊永德先生謂「這
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標準」。（註 66）

術出版社，2006），頁 70。
註 8：同註 1，頁 26-27。
註 9：邢義田先生曾針對漢代簡牘的體積、容量和使用撰
有專文，見註 4。
註 10：同註 1；同註 3，頁 12。
註 11：同註 7，頁 71；李致忠，《簡明中國古代書籍史》
（修訂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結論

頁 69。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出
自屈原《離騷》的名句，用作描述長久以來人類

註 12：熊小明，《中國古籍版刻圖志》，（武漢：湖北人
民出版社，2007），頁 9。
註 13：同註 7，頁 73；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

文明經歷不斷追求與努力探索，亦可謂恰切。本

術圖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論文即從古籍裝幀演進研討中觀察到古人既了解

頁 51。

書籍的出現，影響及知識傳播，除不斷改良文字
載體，使書籍能輕易取得外，還注意到裝幀形式，

註 14：以上參見註 1，頁 31-37。
註 15：同註 3，頁 15；同註 7，頁 64。
註 16：同註 7，頁 73。

使書籍能長遠流傳。這演進的過程，不僅涉及本

註 17：同註 1，頁 26-27。

土因素，如中國文字特質與書寫習慣等；更從外

註 18：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53。

來文化吸收養分，葉子、經折裝等與梵文經典的

註 19：同註 18。
註 20：同註 1，頁 202。

傳入有著密切關係，便是一例。最後，仍得不失

註 21：同註 3，頁 15-16。

一己特色。如此，每個文明的興衰、演變，可從

註 22：同註 20。

而推知泰半了。

【附註】

註 23：同註 3，頁 16。
註 24：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廣州：中山大學出
版社，2008），頁 95。

註 1：錢存訓，《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

註 25：同註 7，頁 78。

術．第一分冊紙和印刷》，（上海：科學出版社、

註 26：同註 3，頁 1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29。

註 27：同註 7，頁 88；林世田，〈書籍保護：中國古代書

註 2：同上註。

籍裝幀形式演變的源泉和動力〉，見收於張志清等

註 3：昌彼得，《中國圖書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

主編的《古籍保護新探索》，（杭州：浙江古籍出

社，民 63），頁 5。
註 4：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
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發表於武漢大學簡

版社，2008），頁 278。
註 28：同註 3，頁 20；同註 11 李致忠書，頁 140；同註
27 林世田文，頁 279。

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發

註 29：同註 3，頁 20。

布時間：2008 年 4 月 5 日），文中「三、檔案保存

註 30：同註 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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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1：同註 11 李致忠書，頁 140。

註 57：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北宋刊本《白氏六帖事類集》

註 32：同註 7，頁 89。

及現藏上海圖書館的北宋刊本《長短經》，都是版

註 33：同註 27 林世田文，頁 279。

心未刻魚尾，此或早期蝴蝶裝宋版書未考慮及書葉

註 34：邱瑞中，〈龍門石刻與印刷術的產生〉，《中國典

對折便利及裝飾效果。

籍與文化》，2009 年 1 期（2009 年 2 月），頁 11-16。
註 35：同註 7，頁 90。
註 36：陳正宏等編，《古籍印本鑒定概說》，（上海：上
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09。

註 58：以上昌師彼得說法，見註 3，頁 31-32
註 59：如前北平圖書館所藏宋代原裝《冊府元龜》，書根
所題書名，卷次起訖，從書脊一邊自上向下書寫，
可證當時蝴蝶裝書是書口向下立著插架的。

註 37：同註 11 李致忠書，頁 135。

註 60：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62。

註 38：同註 36，頁 109-110。

註 61：同註 7，頁 101。

註 39：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55。

註 62：同註 7，頁 101，同註 11 李致忠書，頁 148。

註 40：同註 27 林世田文，頁 279-280。

註 63：同註 7，頁 102。

註 41：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55-56。

註 64：同註 27 林世田文，頁 282。

註 42：同註 7，頁 91-92。

註 65：同註 64。

註 43：同註 27 林世田文，頁 280。

註 66：同註 7，頁 103-104。

註 44：杜偉生，〈從敦煌遺書的裝幀談「旋風裝」〉，《文
獻》，1997 年 3 期，頁 181-189。

【圖版出處】

註 45：余慧賢，楊時榮合著，〈旋風裝辨正──龍鱗裝是

圖一、二、四 a、四 b、六 a：取自林世田，〈書籍保護：

真正的旋風裝作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演變的源泉和動力〉，見收於張

館館訊》，11 期（民 82 年 1 月），頁 20。

志清等主編，《古籍保護新探索》，（杭州：浙江古籍

註 46：同上註，頁 25。
註 47：楊時榮，《圖書文獻保存性修復》，（臺北：南天
書局有限公司，2008），頁 41。
註 48：有關探討，可參閱張志清，林世田合著，〈s.6349
與 p.4924《易三備》寫卷綴合整理研究〉，《文獻》
季刊，2006 年 1 期，頁 47-54。
註 49：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56。
註 50：如侯怡利，〈希世之寶──世傳女仙吳彩鸞〈書唐
韻〉析論〉，《故宮文物月刊》，307 期（民 97 年
10 月），頁 70-77。
註 51：同註 48，頁 51。
註 52：同註 13 杜偉生書，頁 58-60。
註 53：同註 7，頁 83。
註 54：同上註。
註 55：同註 11 李致忠書，頁 145。
註 56：昌師彼得引述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中載劍南西川
節度使張延賞女婿韋皐東遊，途經七驛站，陸續將
張氏所送物品歸還，最後，他隨身僅帶其妻粧奩及
他自己的書「冊」。同註 3，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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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8）
圖三、五、八、九、一○：取自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
明信片
圖六 b：取自羅樹寶，《書香三千年》，（長沙：湖南文
藝出版社，2005）
圖七 a、七 b：取自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
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