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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以國圖館藏王國維扇面書法修復過程為討論核心，具體分析其修復過程、工

序與方法，並援引古籍對書畫修復與裝潢的描述，就古書畫修復與裝裱的技藝傳承與

發展進行討論。國圖所藏王國維扇面書法由王氏家人於1991年捐贈，經研究發現該幅

作品為王氏1906年之手書作品，原為實際使用之摺扇，後於1960年左右在北臺灣被裝

裱為條幅形式，裝裱技法明顯受日系工藝影響。該書法入館時條幅保存狀況已不佳，

歷26年後全幅劣化嚴重，推測與早年裝裱時所採用之漿糊過濃且長時間保存環境不良

有關。其劣化主要表現為皺折、破損與畫心、鑲料黃化與脆化。 

本案原擬在最小干預及可逆性修復的原則下，採整舊如舊及局部修復，然於揭裱

時即發現鑲料的劣化遠比畫心更為嚴重，考量該條幅的裝裱目的在於保全畫心，且對

原有裝裱技法可完全掌握，亦可取得與原裝裱材料性質、形制相同或相近者做為鑲

料、花綾與掛繩，故在保全畫心為主要考量下，對畫心採揭裱修復，其餘原裝裱中選

擇性留用足資使用的地杆、軸頭等材料，至於難以修復且修復後亦難提供畫心足夠支

撐與保護之鑲料等，則僅供收存典藏而不再取用。本次修復由國圖特聘國寶級修復大

師林茂生師傅主持，自2017年5月迄9月共歷時4個月時間完成修復，本館除全程記錄

修復過程，並於文中對各項修復技法之操作原理進行描述。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of  calligraphy in the Wang 

Guo-Wei's fan, specifically analyzes its repair process, procedures and methods, and 

refers to the description of  ancient paintings on the restoration and deco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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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s, and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toration and 

decoration of  ancient paintings. The calligraphy of  Wang's fan was donated by the 

Wang family in 1991. After research, it was discovered that fan was a handwritten work 

of  Wang's in 1906. It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 folding fan, and was later mounted in 

Northern Taiwan around 1960. The frame is in the form of  a banner, and the mounting 

technique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raftsmanship. The banner was not well 

preserved when it was donated to the library, and its full-scale deterioration was serious 

after 26 years. It was speculated that it was related to the thick paste us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decoration and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eterior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wrinkles, breakage and embrittlement. In this 

paper, there is a case study on Calligraphy Restoration of  Wang Guo-Wei's Fan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bout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retaining the original 

mounting materials. It is involving with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and the technique of  the 

traditional mounting, realizing the property of  the original mounting materials, and the 

pretests before treatments and remounting. The investigations and the pretests of  the 

appropriate repair methods for the case are the efforts to restoring the original 

mounting. 

 

【關鍵詞  Keywords】 

國家圖書館、王國維、扇面書法、書畫修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ang Guo-Wei; Calligraphy of  Fan; Restoration of  

Painting; Conservation 

 

一、前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職司國家文獻典藏，自1954年在臺復館後，除多方

徵集各種圖書文獻資料外，並廣徵名家手稿，迄今共收有88,534件，並以每個月數十

至數百件不等的數量持續增加中1。這些手稿內容除豐富的手寫文本資料外，並有書

                                                       
1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之館藏數字，參見國家圖書館網站：首頁/公告資訊/政府公開資訊/館藏統計，

網址 http://www.ncl.edu.tw/informationlist_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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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繪畫等藝術作品，更兼及與作家生命及創作歷程相關之文物，足資觀照作家之生

命脈絡，甚是珍貴。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禮堂、永觀，晚號觀堂，浙江

海寧人，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以史學、古文字學及文藝理論研究最為知名，同時亦

為詩詞創作者，著有《人間詞》、《靜安文集》、《觀堂集林》等。國圖所藏王國維文物

共12件，內含玉璧、銀圓、墨錠、及由王氏題跋的古器物拓本、書法作品等，每件皆

與王氏人生經歷、創作、研究等相關，於1991年9月14日由王國維長女王東明女士和

次女王松明之子柴鐵珺先生共同捐贈本館2。 

王國維家屬捐贈之拓片、書法作品於家藏時皆已裝裱成條幅或鏡片形式，捐贈時

各件作品保存狀況不一，其中一幅扇面書法條幅據當年捐贈資料照片來看，捐贈時已

見明顯折痕（參見圖1）。該條幅入館後採原狀捲收方式保存，雖置於恆溫恆溼之空調

環境中3，然歷26年後，仍產生嚴重劣化與黃化，全件展開後大小不一的斷裂處有數百

道，並有長達10公分之裂口，畫心處酥脆折痕處處、並可見紙張碎裂之纖維，展開時

可聽見紙張斷裂之聲音，現存狀況極差。未免原件持續劣化，國圖自2017年5月起對

該件進行修復作業。 

 

 

圖1  原件資料照4                        圖2  原件現況 

 

 

 

 

                                                       
2 參見俞寶華(1991，11 月)。國學大師王國維遺物由長女捐贈本館典藏。國家圖書館館訊，13(14)，43。 
3 國圖善本書庫溫溼度控制為：溫度 20±2℃，相對溼度 55°。 
4 圖片來源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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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自1986年新館落成時即於4樓善本書室內設置有裱裝室，配置中式古籍修裱

基本配備，並由資深專業館員擔任修復工作。自2001起則敦聘曾主持故宮修復室33

載，同時身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古籍修復顧問之林茂生師傅進行古籍修復5。本次修

復案由林師傅主持，並由館員1人協同進行，自2017年5月迄9月，共歷4個月時間完成

本案修復作業。本次修復除採用中國傳統書畫揭裱工藝技法外，並依循現代修復界1.

整舊如舊；2.局部修復；3.最小干預；4.可逆性修復等為基本原則，且於修復過程中依

據原件紙況隨時進行修復方式與技法之調整，以達原件修復後能於最適狀態下長久保

存之最終目的。為期4個月的修復過程中，不斷面臨原件因劣化嚴重而產生的諸多問

題與挑戰，並隨時調整修復方式，此次修復過程亦對如何融攝傳統揭裱工藝技法與現

代修復理念等有所省思，並參照歷代文獻中關於修復技法的討論，以觀察中國書畫揭

裱工藝於當代之傳承與發展。 

本文乃針對國圖王國維書法修復作業進行過程分析與技術探討，並援引古籍所載

之相應技法進行討論。中國書畫裝裱與揭裱工藝起自南北朝經不斷發展，傳承至今已

歷1,500年，並於唐代即遠播東洋發展至今，該項傳統技藝已為當今世界重要文化遺

產。書畫裝裱技藝歷代相關論述頗多，據學者統計，較詳盡描述書畫裝裱技藝相關之

古籍有26種（杜秉莊、杜子熊，1997）6，其中又以（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

〈論裝背裱軸〉首開創論之功，所云精闢，影響後世深遠；（明）周嘉冑《裝潢志》、

及（清）周二學《賞延素心錄》所述則最為詳盡。上述著作對裝裱及揭裱工藝之描述

皆可相應於本次修復作業，並可進行相關技法演進之討論，故本文將援引討論之。 

 

 

 

 

 

 

                                                       
5 林師傅經手修復數部國寶級善本古籍，最知名者如故宮國寶《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俗稱龍藏經)、
中研院傅圖所藏《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治時期工程藍曬圖》巨幅 300 件、

國圖《六十七兩采風圖》等。相關修復過程與技法分析可參見莊惠茹（2016，8 月）。為善本續命的人

間國寶—專訪臺灣古籍修復專家林茂生師傅。書目季刊，50(1)，1-9。2012 年林師傅因卓越之技藝成

為國家列名保護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檔案圖書修復技術類），相關報導詳參李月華等

（2012）。一心一藝：巨匠的技與美。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6 參見杜秉莊、杜子熊編著（1997）。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上海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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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圖館藏王國維扇面書法裝裱形制與內容 

 

（一）裝裱形式 

本次修復的對象是館藏王國維書畫作品中破損最為嚴重的一幅，該幅作品以條幅

形式裝裱7。按中國書畫裝裱工藝起源甚早，此乃源於中國書畫最常使用材料為絹及

紙，兩者質地皆纖薄柔軟，易起皺折、磨損與破裂，為使書畫作品便於收藏與觀賞，

故自南北朝起即發展出於畫心背面托裱麻紙布帛等用以加固的方式8，稱之為「裝背」

或「裝潢」，該項技術並在唐朝王室的推動下大為興盛。「裝背」與「裝潢」之稱皆始

於唐人著述，其技藝沿革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第三所云：「自晉代已前，

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宋武帝時徐爰，明帝時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孫

奉伯，編次圖書，裝背為妙；梁武帝命朱異、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沈熾文等，

又加裝護。國朝太宗皇帝，使典儀王行真等裝褫」9。張文所云「裝背」今多作「裝裱」；

「裝褫」之「褫」本義為脫掉、卸下，「裝褫」即今之「揭裱」，指的是針對書畫裝裱

進行的拆除與修復。歷來皆視古書畫之揭裱修復為一難度甚高之專業技術，如（明）

周嘉冑《裝潢志》所云：「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

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

10。 

中國書畫裝裱形式以展示方式區分有掛牆展示與案頭觀賞兩大類，其中掛牆展示

之裝裱工藝主要有鏡片、條幅、對聯、屏條、橫披等5種11；其中，「條幅」又稱立軸，

以其能包含傳統書畫裝裱之15道工序而具代表性。15道工序依序為1.托裱畫心；2.方

裁畫心；3.鑲局條；4.鑲活；5.折邊；6.折串；7.覆背；8.簽紙；9.貼牆；10.下牆；11.

砑光；12.剔邊；13.配天地杆；14.裝軸頭；15.繫掛繩等。「條幅」工藝始於宋代，因

其便於張掛欣賞與收納便捷而廣為大眾接受，成為發展最廣的一種裝裱工藝，其所衍

                                                       
7 條幅是將獨立的字畫裝裱成 5*6 尺（約 150*180cm）或 7*8 尺（約 210*240cm）長條，上加杆，下加

地軸，以便懸掛供觀賞。 
8 畫心，構成書畫文物的基本物質，其基底材以紙與絹兩類為主，一般以紙本與絹本稱之。 
9 張氏之書收錄於《四庫全書》中，本文所引參見（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12‧子部藝術

類。臺北：臺灣商務（1983），頁 277-358。下同，不再標註。 
10 周氏之書收入（清）曹溶輯。《百部叢書集成》24‧學海類編（v.231）。臺北：藝文（1967）。下同，

不再標註。 
11 另有巨幅書畫和實用掛圖等2類屬近代發展而興的工藝，前者多用於空間美化設計，後者則多為軍事、

教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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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的各式裝裱式樣、品（裝）式，以為創於宋徽宗宣和年間的「宣和裝」最為著名，

於用料、用色均有具體要求，十分講究。一般常見的則有一色裝（裱）、二色裝（裱）、

及集錦裝等。「一色裝」顧名思義於畫心周圍使用一種顏色的花綾、錦綾等材料來裝

飾。「二色裝」則是用二種不同顏色的材料來裝飾畫心四周邊框以及天（天頭）、地（地

頭）。「集錦裝」的主體部份是由二幅以上的小型畫心以鑲接或挖嵌的方式安置於同一

塊鑲料上，四邊再採一色裝或二色裝的方式裝裱。四式形制圖示如圖3： 

 

   

圖3  由左至右依序為一色裝、二色裝、集錦裝、宣和裝12 

 

本次修復之條幅乃是以兩幅扇面畫心挖鑲（嵌）於鑲料上，輔以一色裝裱，故屬

集錦裝。 

（二）尺寸與作品內容 

1. 條幅尺寸 

本次修復的條幅長108公分、寬67公分，兩幅扇面間的距離為14公分，上扇

面距「天」18.3公分，下扇面距「地」13.5公分，「天」高42.3公分，「地」高24

公分，天及地廣度皆為56.6公分。左、右豎邊皆4.3公分。天杆長67.5公分、地杆

                                                       
12 圖片摘自嚴桂榮著、楊惠珍整理（2016）。圖說中國書畫裝裱。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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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74公分，天杆屬雜材木質，地杆為杉木製成，具軸頭。 

2. 畫心尺寸 

畫心部份由兩幅扇面上下排列組成，扇面尺寸相近而略有不同，下扇面略

大。兩扇之扇折數目相同，肉眼可觀察出每一扇面皆有大折與小折之分，大折摺

痕明顯，兩幅皆為15折，小折摺痕不明顯，折數則一扇有29個小折。依照折痕及

扇面可見之使用痕跡來看，原件應為實際使用之摺扇，後拆去扇骨成裝裱成扇面

書畫作品13。 

上扇面上緣弧長60.5公分，下緣弧長24公分，第一折下緣弧長1.55公分，第2

折至第14折弧長相仿而略有差異，在1.65至1.8公分之間，第15折弧長較短，為0.5

公分。上扇面上弧兩端點直線距離為50.4公分。上下緣扇弧中心點直線距離18.3

公分。下扇面上緣弧長 同樣為60.5公分，下緣弧長20.3公分，第一折下緣弧長1.8

公分，餘第2折至第14折弧長在1.75至1.8公分之間，第15折弧長較短，為0.5公分。 

兩幅扇面尺寸表列如下： 

 

表1 

兩幅扇面各項尺寸（單位：公分） 

位置 

 

名稱 

上弧

長 

下弧

長 

折數 第1折

寬度 

第15

折寬

度 

第2至

14折

平均

寬度 

上弧

長兩

端點

直線

距離 

下弧

長兩

端點

直線

距離 

上下

弧中

心點

直線

距離 

上扇面 60.5 24 15 1.55 0.5 1.73 50.4 20 18 

下扇面 60.5 24 15 1.8  0.5 1.8 50.7 20.3 18.3 

 

（三）扇面內容 

王國維現存詩作192首，詞作115首，其詩詞創作可依其生命歷程分為四期，第一

期為問學江鄉時期（1889-1905），該時期王氏先居學家鄉海寧，後於1898赴上海任《時

                                                       
13 「折」與「摺」用法相近而有不同。兩字作動詞用皆有彎曲、曲折義。但僅「折」能做為量詞使用，

如折數等。「摺」字另有作形容詞使用指折疊，如「摺扇」。名詞用法則專指小冊子，如「奏摺」。故

本文凡稱指名詞用法時，皆用「折」字。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修訂本網站「本典」解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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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書記校對，並於羅振玉所興辦之東文學社學習西學14。本次修復的兩幅扇面皆

為王氏書法作品，以楷書寫就，字跡清雅爽朗，完成於1906年夏日，收錄其早年創作

作品，部份詞作創作年代可查者約集中於1904~1906年間，尤以1904年秋所創作者為

多。 

一般而言，扇面書法比其他書法創作更難，主要在於章法佈局需精準安排，需就

扇摺與所欲書寫的字數間進行周密計算，使文字能妥善安排在扇摺空白處，並需留意

文字佈局的協調性，讓字體大小與行距鬆緊間疏朗有致，無前緊後鬆或前鬆後緊之窘

狀。為便於書寫，創作者往往多利用扇面上、中處較寬處書寫，而棄下端不用，書寫

時從右至左依次安排，最後落款於正文左側。本次修復的兩幅扇面皆循此方式書寫。

扇面內容如下： 

1. 上幅扇面內容： 

上幅共寫錄三闋詞作，文字隨順扇摺上寬下窄形式調整書寫於15大折中，每

大折中可分為兩小折，第1小折行12字續寫至第2小折4字後，形成小段落，再換

行於另一大折中書寫，如此依序排列書寫，每闋詞末以雙排小字書詞牌名。總計

含題款共236字，所錄三闋詞作內容如下：15 

（1）浣溪沙（45字） 

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未安歸?陌上挾丸公子

笑/，座中調醢/麗人嬉，今宵歡宴勝平時。〈浣溪沙〉16 

（2）摸魚子．江柳（119字）17 

問斷腸。江/南江北，年時如許春色。碧闌干/外無邊柳。/舞落遲遲紅

日。長堤直，又道是連/朝寒雨送/行客。烟籠數驛，賸今日天涯，衰/條折

盡，月/落曉風急。金城路，多少人間行役。/當年風度/曾識。北征司馬今

頭白，唯有攀條/霑臆。都郎籍，君不見，舞衣寸寸填溝壑，細腰/誰惜，算

                                                       
14
 王氏詩歌創作四期為：第一期為問學江鄉時期（1889-1905），第二期為訪學日本時期(1911-1915)，第

三期為治學上海時期(1916-1923)，第四期為講學北京時期(1923-1927)。參王國維著、陳永正箋注(2013)。
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 

15 原件無任何標點符號，所有標點符號及斷行符號「/」皆為本文為方便閱讀及文意表達所加。王氏兩

幅作品中喜用通用字，如以「鴉」寫作通字「雅」，本文於隸定時採以括弧（）標出該字於坊間王氏

出版品中的用字。 
16 「陌上挾丸公子笑，座中調醢麗人嬉」兩句王氏後改為「陌上金丸誇墜翼，閨中素手試調醯」，後改

定為「陌上金丸看落羽，閨中素手試調醯」。參見註 14，頁 431。本館收藏為王氏最初之版本。 
17 原作作於 1904 年秋。參見註 14，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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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多情，昏雅點點，18攢向斷枝立。〈摸魚子〉 

（3）臨江仙（72字）19 

過眼韻華/何處也？蕭蕭，又是秋聲。極天衰，草/莫雲平。斜/陽漏處，

一塔枕孤城。獨立荒寒誰/語？驀回頭/宮闕崢嶸。紅牆霧未分明。依依/殘

照，燭擁/最高層。〈臨江仙〉 

（4）題款： 

丙午夏日，又錄舊詞/三闋20 人間 

（5）印文： 

王國維、靜安 

2. 下幅扇面內容 

下幅共寫錄三闋詞作，文字依扇面形制而調整書寫段落，採首行15字，次行

3字方式依序排列書寫，含題款共236字，內容如下： 

（1）鵲踏枝（60字） 21 

誰道人間秋已盡，衰柳毿毿，尚弄鵝黃/影。落日/疏林光炯炯，

不辭立盡西樓暝。萬點栖（棲）雅（鴉）/渾未定，瀲灩金波，又

幕（冪）青松頂。何處江南無此景/，只愁沒箇閑人領。  

（2）鵲踏枝（60字）22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

與天俱莫/。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

朱顏辭鏡花辭樹。 

（3）鵲踏枝（60字）23 

急景流年真一箭/，殘雪聲/中，省識東風面。風裏垂楊千萬線，昨宵/

染鵝黃/就淺。又是廉纖春雨暗，倚徧危樓，高處人/難見。已/恨平蕪隨雁

遠，暝煙更界平蕪斷。 

                                                       
18 「雅」為「鴉」之通假字。 
19 原作作為 1904 年秋，參見註 14，頁 396。 
20 丙午年為西元 1906 年。 
21 詞牌〈鵲踏枝〉即〈蝶戀花〉，王氏已刊作品中以下諸首有以〈蝶戀花〉為名者，今據作者扇末題款

自名〈鵲踏枝〉名之。下同。此詞作於 1904 年秋暮。參註 14，頁 410。 
22 此詞於 1905 年夏作於海寧。同註 14，頁 426。 
23 此詞作於 1906 年初。同註 14，頁 458。〈昨宵染鵝黃就淺〉應為〈昨宵染就鵝黃淺〉之誤。其他刊

本作〈昨宵染就鵝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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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鵲踏枝（60字）24 

窣地/重簾圍/畫省，簾外紅牆，高與青天並。25開盡隔牆/桃與杏/，人

間望眼何由騁。舉首忽驚明月冷，月/裏依稀/，認淂（得）山河影。問取常

（嫦）娥渾未肯，相攜素/手閬風/頂。 

（5）鵲踏枝（60字）26 

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眾中不

惜搴帷問。陌上輕/雷聽漸隱，夢裡難從，覺後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

/人間只有相思分。 

（6）鵲踏枝（60字）27 

獨向滄浪亭外路，六曲/欄干，曲曲/垂楊樹。展盡鵝黃千萬縷，月中並

作/濛濛霧。/一片流雲無覓處。雲裏疏星，不共雲/流去。閉/置小窗真自誤，

人間夜色還如許。 

（7）鵲踏枝（60字） 

窈窕/燕姬年十/五28，慣曳長裾，不作纖纖步。眾裏嫣通/一顧29，人/

間顏色如塵土。一樹亭亭花乍吐。除卻/天然，欲/贈渾無語。當面吳娘誇善

舞，可憐/總被腰/肢誤。 

（8）題款： 

右錄人間詞中鵲踏枝七闋，此/調古代唯馮正中、歐陽永叔為工之最工，

此七首/自詡未能多讓。丙午初夏小疾無聊錄之箑頭聊/以收斂精神30，不計

書之不工也。國維 

（9）印文： 

王國維、靜安 

 

 

                                                       
24 此詞作於 1906 年春。「閬風」於其他刊本有作「層城」者。同註 14，頁 472-473。 
25 王氏手稿本作「青天」，後改作「銀河」，同上註。 
26 此詞作於 1906 年春。同註 14，頁 484。「漸隱」後各本皆改作「隱轔」。同註 14，484-485。 
27 此詞於 1905 年春作於蘇州。同註 14，頁 412。 
28 「姬」字漏寫，王氏後以偏右小字補之。 
29 「嫣」字後漏「然」字。 
30 箑，用竹子、羽子製成的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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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圖館藏王國維扇面書畫修復研究 

 

（一）文物現有劣損情況與修復方式研議 

（明）周嘉冑《裝潢志》云：「裝潢優劣，實名跡存亡系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

司命也。」周氏之言點出書畫裝裱旨要。觀察此件條幅保存狀況，其劣損情況嚴重，

主要是破損、皺折與紙質劣化，尤其是畫心部份的黃化及劣化，究其原因，除早年保

存不當外，推測亦與當年裝裱時用糊過濃有關。 

1. 皺折 

皺折是古書畫常見的損傷，其產生原因與其捲收形式有關：「『畫心的折痕』，

在掛軸上常見的是水平方向，在手卷則是橫向。從結構上來看，長軸與手卷因為

有地杆卷起來收放，畫心不平的話，卷起時容易起皺，造成折痕。如果裝裱的糊

硬的話，產生的折痕銳利，更會造成顏層的剝落」（林煥盛，1999）31。本件條幅

兩幅扇面總計佈滿上百條長度約3至5公分直向及橫向裂痕，尤以橫向裂痕最為明

顯，直向裂痕則皆產生於扇折處。用以鑲嵌扇面的紙張亦嚴重黃化及劣化，其原

有可能有二：一為保存環境不佳，二為早年裝裱時用糊過濃，故產生紙質硬化與

皺折，該皺折經長期卷收形成左右完全橫跨條幅的長條白色摺痕，故長條折痕間

距近為圓形地杆周長。 

2. 破損 

破裂主要集中於條幅右側豎（柱）邊之上方與中間處，較長之破口自邊之最

外側延伸近鑲料處；天杆兩側與「天」接連處亦皆破損達15公分左右。 

3. 黃化 

經觀察，該條幅所採用之命紙、以及鑲嵌扇面的鑲料的用紙皆為棉紙，條幅

兩側豎邊及天、地所用的邊料為綠色梅花紋花綾，屬臺灣早期常見之花色款式，

由於年代久遠、早期存放條件不佳，加之裝裱用糊過厚，花綾絲線已失去彈性，

隨條幅之大摺痕而斷裂，顏色亦深化暗沉。 

 

                                                       
31 林煥盛主持（1999）。傳統古書畫保存修復與裝裱形式調查案報告書：從書畫鑑藏所見傳統古書畫的

修復與保存（國藝會補助案成果報告書）。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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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畫心佈滿橫豎裂痕 長條折痕間距近地杆周長 

右側豎（柱）邊嚴重破裂 天杆兩側與「天」接連處破損 

圖4  劣損圖示 

 

4. 修復方式研議32 

該條幅因畫心及裝裱部份皆破損嚴重，原裝裱已不足以保護畫心及懸掛展

示，故本次修復原擬於「修舊如舊」的原則下採「原狀修復」，先採全幅溼揭方

式揭除老舊裝裱後，於畫心及其他裝裱材料以「貼襯」方式修復，之後更換新的

裱褙材料，重新裝潢。原訂於溼揭過程中去除裱紙及褙紙後，裱襯畫心的鑲料皆

予以保留並修復，僅破損嚴重修復後亦不堪承受軸重之花綾邊料、天、地等於裁

切後不再使用。另天杆用料為早期常見之雜材，上以圖釘釘掛，天杆與掛繩皆已

受釘子鏽蝕，故亦不復使用；地杆狀況良好，仍沿用之。 

然於溼揭處理的第一階段進行潤溼作業時，即發現鑲料紙況較扇面畫心劣化

更為嚴重，則鑲料的修復作業將成為本次修復最為費時費力之所在。按鑲料的作

用在於裝裱書畫，使其能長久保存、便於觀閱與展示，若鑲料破損較畫心嚴重，

且其紙況經修復後所能提供畫心的支撐明顯不足，長久下來將影響畫心之保存，

據此，則需考量本案之修復首要目的為何，需於保存畫心與保存鑲料間取得平衡。 

 
                                                       
32 本小節所提到的各項修復工序及名詞定義，未免重複繁瑣，將於下節各項工序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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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於溼揭第二階段階除畫心覆褙紙時，透過下幅扇面畫心表層背面的修

補痕跡，確定畫心原本確實為使用之摺扇，後經抽去扇骨裝裱為條幅時，曾揭一

層扇面褙紙，可能於揭紙時曾損傷畫心，或原作日常用扇時即已破損，故裝裱時

曾就破損處補紙。 

王氏於1927年離世，據此可知該立軸應為王氏後人來臺後才進行裝裱，具體

裝裱年代未知，但可從裝裱技法、鑲料用紙、花綾紋飾與用料、天地杆材料形制、

掛繩及釘材，以及在裝裱細節的處理技法推測，33可能為民國60年代左右於北部

裱褙店進行裝裱34。 

由於保存王國維手書扇面畫心才是本次修復首重之重，故幾經考量，並參考

修復界一般對此狀況採用的較適作法，乃決定將修復的重點置於扇面畫心上，不

針對劣化嚴重且保存價值不高之鑲料與花綾進行修復，於畫心修復完後重新裝裱

時，選用與原鑲料性質、花紋相近，且產於臺灣的新鑲料作為裝裱用料，以使條

幅修復裝裱完畢後，能達延續及護守畫心的裝裱目的。此外，由於揭除後的原件

鑲料與花綾仍為本件作品生命歷程上的一部份，故揭除後仍將妥善留存，以為歷

史記錄。 

（二）修復過程 

本次修復採揭裱修復方式處理，揭裱時採溼揭方式，將全幅書心在完全溼潤狀況

下進行進行清潔後，再予以揭除，具體程序為裁切、清洗、揭裱、小托、嵌折、全色

等工序，詳述如下。 

1. 裁切 

將條幅展平於工作桌上，下墊裁板，以尺板壓住畫心，自天地上下方各約10

公分處，依次裁掉天地杆相連部分。裁下的飾料中，天地杆、軸頭等仔細取出留

用，剩餘的花綾、已受圖釘鏽染的掛繩則予以收存，作為該件文物之歷史資料。 

 

                                                       
33 如包覆天杆時，乃以覆褙紙從後往前貼住上方等手法。 
34 由於捐贈者已過世，早年捐贈資料亦未對本件裝裱有所記錄，故具體裝裱年代不明。此處裝裱年代及

用料，乃經本館特聘資深修復師林茂生先生及邱鎮椽先生，以其各逾 60 年與 40 年裝裱經驗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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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尺板壓住畫心小心裁切 2.裁切完畢 

圖5  裁切步驟 

 

2. 固色測試 

清洗書畫為書畫修復中的一道重要工序，清洗時需考量水是否對於墨彩有所

影響，如影響作品精神。如《裝潢志》云：「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暗

氣沉，或煙蒸塵積，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為妙」。

若作品所用墨彩遇水易脫色，需先行以膠礬水或甲基纖維素固色。 

本件扇面畫心為書法作品，一般而言書法用墨耐水，較少發生遇水掉色的情

況。惟兩幅扇面各有兩枚相同之王氏紅色印記，故需先固色測試。其步驟為裁取

一小方棉紙略以噴溼後輕壓於印記上，觀察棉紙上是否有轉印之跡。經測試未有

轉印之跡，故可以全軸施水清洗。 

3. 清洗 

關於書畫之清洗方式，古籍所載甚詳，如（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

「古畫必有積年塵埃，須用皂莢清水數宿漬之，平案扦去其塵垢，畫復鮮明，色

亦不落」。（北宋）米芾《書史》云：「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

一置書下，自旁濾細皂角汁和水，霈然澆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按拂，垢

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35。又如（明）

周嘉冑《裝潢志》所云：「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霉

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托紙，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

案上，將案兩足墊高，用糊刷灑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清）周二學《賞

延素心錄》云：「惟治積年霉白，揭去褙紙，飛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天水滌洗。

                                                       
35 米氏之書收錄於四庫全書中，本文所引參見（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v.813）。

臺北：臺灣商務（1983）。下同，不再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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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屋漏黃跡，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灑滲，次漬燈草盤結，依跡輕吸，跡既浮動，

即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灌，並陳垢盡出。」36 

張彥遠所提之「皂莢清水」與米芾所云「皂角汁」同，乃是取皂莢樹結的果

實（即皂角）泡過清水後，用浸漬的方式來清洗古畫。37以皂莢水清洗去污為古

代慣用的方式，因其質性溫和，用洗絲綢等細緻作品可不損光澤（楊正旗，2004）
38。周二學云「秋下陳天水」指的是蒐集秋天落雨，將之放置一段時間後，可取

用其雜質已沉澱的澄淨清水，該法與今日多採濾淨後成份單純的純水做為修復用

水目的相同。 

現代書畫清洗除非必要，多不採調製藥劑方式除污，以免傷害原件紙料與顏

料，非不得已時則常用過氧化氫（H2O2，雙氧水）來去除嚴重的霉害。至於清洗

方式則常見（1）直接淋洗法；（2）三明治式水洗法；（3）吸水紙法等3種。直接

淋洗法與張彥遠、周二學所指方式相近；三明治水洗法則是在畫心上下皆以保護

紙覆蓋後再淋洗，與米芾方式相近。吸水紙法乃是畫心上覆不織布，下墊吸水紙

後，透過加溼畫心使下方吸水紙吸付污水等39。參照古籍所載，可知直接淋洗及

三明治式水洗法為古人最常使用的清洗方式。 

本件條幅尺寸較大，積塵嚴重，加以紙況不佳，故採平置方式淋洗，具體操

作步驟如下： 

（1）正面放置：於工作平臺上放置1張乾淨透明薄塑膠布，拉平四邊後，將

已裁畢之條幅（以下簡稱原件）正面朝上放置。 

（2）清水潤溼：持裝有純水之噴壺小心噴溼原件，視原件受溼狀況持續補 

水，再以小毛刷刷勻，並視狀況扭開噴壼壺嘴直接隔著毛刷淋水。 

（3）悶潤靜置：於原件上蓋1張乾淨透明薄塑膠布靜置，等待原件均勻浸透

潤濕，促使紙面雜質游離，紙層間的漿糊吸水澎潤，以備後續揭裱。 

（4）推滾洗污：原件悶潤靜置約2小時候後，此時塑膠布底下之原件已逐漸

釋出髒污，呈深茶色的污水並排至原件外的兩層塑膠布間，此時掀開外

                                                       
36 周氏之書收入（清）許增輯。《百部叢書集成》‧初編‧74‧榆園叢刻。臺北：藝文（1970）。下同，

不再標註。 
37 與臺灣早期修復界取無患子水進行清潔原理相同。 
38 楊正旗（2004）。中國書畫裝裱大全。濟南：山東美術。 
39 參范定甫(2004)。書畫揭裱修復之研究─以暫時性加固方法與材料為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南

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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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塑膠布，取吸水良好之乾淨毛巾，先以按壓方式吸去排出的污水，再

取另條潤溼後擰乾之乾淨毛巾，將之滾成圓筒狀，輕輕於原件上推滾。

如此再次吸水採滾動法，促使扇面畫心裡的污水全部從邊上擠出。 

（5）多次悶潤靜置：由於原件積塵嚴重，且用糊厚實，經評估需多次清洗，

故重覆清水潤溼、悶潤靜置步驟後，於5小時後以毛巾輕壓吸收髒水，

並第三次清水潤溼悶潤靜置，規劃讓畫心以較長時間（5日）維持於濕

潤狀態，其間修復室維持24小時空調，溫度維持24度左右，並每日觀察

畫心濕潤與髒水排出狀態，適時吸去畫心排出之污水40。 

（6）清洗完成：第6日再次以毛巾輕壓方式吸水後，觀察吸附於毛巾上的水

色已清，則畫心清洗完成。 

 

1.全件噴溼 2.噴壺淋洗 

3.以毛刷刷勻水份 4.隔刷加水刷勻 

                                                       
40 靜置時間為 5/4~5/8，共 5 天。5/9 完成最後一次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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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滾毛巾洗污 6.輕按毛巾吸水 

圖6：清洗步驟 

 

4. 揭裱 

（1）揭裱定義 

一般而言，一件經裝裱的作品，會有貼附在畫心上的「裱紙」（又稱命

紙、托紙、托心紙、小托紙），及貼附於裱紙上的「褙紙」（亦稱覆褙紙、加

托紙），褙紙一般有兩層。「揭裱」指的就是揭除、拆解裱件的裝裱結構，包

括裱紙與褙紙。 

揭去直接貼合畫心的命紙是書畫修復中最為困難的部份，由於命紙與畫

心互相黏合，其間畫心紙況、命紙紙況、彼此黏合狀況、沾糊狀況等不確定

因素太多，在揭除時需謹慎小心，步步為營，否則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損傷

到畫心，難以挽救。 

（2）揭裱之難 

揭裱之難以《裝潢志》所云最為傳神：「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尚可

為，有易揭者，有紙質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芨者尤難，須仗良工苦心，遊

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於豪芒微渺間，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

勝淝水之捷。」周氏所云實為揭裱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畫心、命紙紙況與

糊性問題。一般常見揭裱問題，在於畫心與命紙緊黏（用糊過濃），進行命

紙揭除時容易傷到畫心，或揭裱後畫心黏在工作臺上，取下時會造成畫心破

碎。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七年第一期（2018.06） 144 

（3）揭裱技法 

採溼揭法揭除裱件時，手指是最好的移除紙張纖維工具。這是因為人類

手指的觸覺敏感度高，能感受到紙張的細微變化，在揭紙時透過搓、揉、揭、

捻等細部的手指動作，從沒有畫意的鑲料處用中指搓磨先行試揭，確定褙

紙、裱紙與畫心間裝裱層次、紙性及揭離的難易程度後，再輕輕從邊上以捻、

搓、揭等方式，透過手指指紋觸覺掌握施力輕重，靈活運用手指技巧，將褙

紙與裱紙搓成紙屑及紙條後，再揭離畫心41。此時需注意切不可傷及畫心，

或將畫心搓傷揭薄或揭漏，造成畫心厚薄不一的狀況。整個過程寧慢勿快，

寧輕勿重。 

（4）揭裱過程 

本次揭裱之原件損害嚴重，畫心多數斷裂、摺痕既多且長，且早年裝裱

所用漿糊應未去筋，既厚且濃，裝裱多年後已傷及畫心，亦與裱紙緊密相黏，

縱使經多日悶潤，並運用手指揭裱技法，仍時遇揭裱之難。本次揭裱步驟如

下： 

①原件翻置，以備揭裱：持拿墊在原件下面的塑膠布，小心的將原件翻置，

使畫心背面朝上，以備揭裱，此時需注意塑膠布需維持平整，以免稍有皺

折傷及畫心。 

②揭去裱紙與褙紙：初揭時為試紙性，先選一豎邊為起揭點，以中指輕輕朝

同一個方向推搓（由外往內），推搓出一小片範圍後，再逐步往中間進行

較大範圍的推搓，以達可順勢揭下一條條約6公分寬的褙紙與裱紙後，再

逐條揭去。經觀察發現，褙紙與裱紙皆為棉紙，其中裱紙由一層棉紙製成，

是臺灣早年常見的裝裱方法。 

③揭去命紙：裱紙與褙紙揭除乾淨後，趁著原件溼潤度還夠，小心以搓磨方

式揭去命紙。搓磨時注意方向與力道，有順序的揭除命紙。本件作品使用

之命紙為棉紙，與畫心黏合地十分緊密，揭除極為不易，揭除時手指搓磨

的力道需依命紙與畫心的黏合程度進行調整，以免用力不當傷到畫心。由

於畫心裂損嚴重，為免傷到畫心，故揭除命紙時視畫心狀況調整所揭厚

薄，避免為了將命紙揭得乾清與均勻而損傷畫心。故此件揭除難度甚高，

                                                       
41 參杜秉莊、杜子熊（1997），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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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畫心，未將命紙完全揭除乾淨，乃留有一層非常薄的命紙紙料纖維

（俗稱紙衣）以保護畫心，雖是如此，仍盡量保持所餘紙衣的厚薄平均，

極力降低揭除命紙後畫心厚薄不均之落差。經揭裱後發現，畫心有多處早

年修補的痕跡，因原補洞狀況尚佳，故保留原狀，不移除補紙，僅有一處

補紙已佚去，故於揭裱後取適當皮紙修補破洞。 

④綴合裂損：由於兩件畫心裂損嚴重，利用揭除命紙後畫心仍維持溼潤狀況

下，稍稍以噴壺補水，增加畫心溼潤度後，透過水的浮力以手指將破裂分

離處輕推綴合（擠縫）42，復經仔細整理將破碎處一一定位後，以吸水紙

吸乾畫心水份，準備小托。 

 

1.從豎邊背面搓磨 2.揭除範圍逐漸加大 

3.同一方向依序逐條揭去裱紙褙紙  4.隨時清除紙屑，以利正確判斷紙層 

                                                       
42 「擠縫」為行話。即指將幾裂處透過碰攏、拼齊、擠緊。參見杜秉莊、杜子熊（1997），同註 6，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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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命紙揭除後，原件裂損處畢現 6.去除鑲料，綴合裂損，還原扇面 

7.再次潤溼，綴合裂損 8.吸乾水份，準備小托 

圖7  揭裱步驟 

 

5. 小托 

在畫心托上命紙稱為小托，就書畫修復而言，是保全畫心準備重新裝裱的重

要步驟。《裝潢志》云：「畫經小托，業已功成。沉疴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

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風華氣韻，益當翩翩遒上矣。」周嘉冑認為畫經小托，

就像重症病患遇到華陀、扁鵲的神醫妙術，不但能恢復舊觀，還能提升其風華氣

韻，如得翼翩飛。小托的目的是藉由托紙的紙力平挺畫心，撐托加固，延長畫心

保存年歲。一般工序為潤紙、上糊、上托紙、排刷、上壁等。本次於揭裱後即進

行小托，畫心仍處溼潤狀態，故不需再潤紙。考量畫心紙況既厚又脆，本次選用

拉力較強的皮紙為小托用紙43，另考量畫心脆弱且尺寸較大，故採兩段式乾托方

式進行： 

（1）裁紙：裁取寬廣皆大於畫心約6公分之皮紙後，將之置於正面朝下的畫心上。 

（2）乾托：與「溼托」相對而稱，指托裱時漿糊水不直接刷在畫心上，而是刷在

                                                       
43 命紙的選配一般視畫心厚薄而定，若畫心厚則命紙宜薄（如棉連紙），畫心薄則命紙宜厚（如宣紙），

一般而言多採用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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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紙上，以免傷及脆弱畫心。本次採用的兩段式乾托，乃先將命紙置於畫心

上，取一大張於命紙之透明塑膠軟墊置於命紙右側上，續將命紙左側右掀於

塑膠軟墊上，將漿糊以糊刷均勻刷塗在右掀的命紙上，後再將已沾滿漿糊的

左側命紙以棕刷由右至左排刷於畫心上。刷畢，再將塑膠軟墊移至畫心左

側，依序完成右側命紙排刷後，移除軟墊，以棕刷仔細排刷命紙後上牆。 

 

1.塑膠軟墊置於右側命紙之上  2.將命紙往右掀起刷塗漿糊 

 
 4.上牆 

圖8  小托步驟 

 

6. 嵌折 

脆弱的畫心小托後於舊有的折裂處會變得較為明顯，這些或橫或豎的斷裂折

縫通常以取裁成0.3公分左右的紙條（簽條）來貼補，以備往後托裱紙及褙紙時，

讓斷裂處有足夠的拉力支撐，此技法稱為「嵌折」，俗稱補條、貼嵌（折）條。

此步驟需在小托上牆並完全乾燥後施作，步驟如下： 

（1）描摹裂縫：將兩頁扇面畫心正面朝下置於光桌上，以筆芯較軟之鉛筆輕輕利

3.畫心托裱後以棕刷仔細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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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透光的結果，於命紙背面描摹出裂縫，無論裂縫橫豎粗細，皆需仔細按其

走向，逐一描摹44。 

（2）裁製補條：在補條材質的選擇上，考量原件長達15公分以上的橫向裂縫較多，

為了讓畫心裂縫處有完全的支撐力，故選用紙質較為堅硬的白色宣紙，裁製

長條型補條，每條長約20公分，寬約0.5公分。 

（3）逐一嵌折：調製略為濃稠的漿糊，以小型扁頭水彩筆施於摹線處，再逐一貼

上簽條，貼黏時注意補條需隨裂縫走勢順勢移動，務使補條能完全貼合裂縫

中線，黏貼完畢後再以手掌壓實。另每條補條間避免重疊，以免影響厚度。 

（4）噴水上牆：嵌折完的畫心會曲折不平整（起瓦），故需再次上牆，上牆前需

先噴水潤溼，並留意水份多施於畫心補條處，畫心外的命紙則水份需少，才

能平衡整張紙的溼潤度，最後以畫心朝外方式上牆。 

 

1.小托乾燥後下牆 2.利用光桌觀察畫心裂縫 

3.以鉛筆在命紙紙背描摹裂縫 4.於描摹處施以稠糊 

                                                       
44 或有省略摹畫，直接於光桌上進行嵌折者，然若畫心授損嚴重，裂縫過多，嵌折費時，則此舉將使畫

心長時間處於光源照射狀態，故於光桌上先行摹畫出裂縫，再移至一般桌面進行嵌折，能避免畫心長

時間與光源近距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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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順著裂縫走勢逐一貼上補條 6.先貼橫條，再貼豎條 

7.完成兩幅畫心嵌折 8.再次噴水上牆（畫心朝外） 

圖9  嵌折步驟 

 

7. 全色 

畫心再次下牆後就本次補洞處進行全色，本次補洞僅一處，為下幅扇面第1

折下緣，破洞所在位置沒有文字，若有文字，則依近年來之修復觀念亦視畫意狀

況，盡量減少接筆、補筆。本次全色以國畫顏料調製與畫心相近而不完全相同之

顏色，全色後透過仔細目驗仍可辨識補洞處，以達辨異效果。 

 

  

1.全色前 2.全色後 

圖10  全色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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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裝裱 

透過上開對原件的修復，已可掌握原裝採用的裝裱形式與技法，提供按原裝裱形

式重新裝裱的條件。進行裝裱前，先備妥褙紙（即鑲料）。《裝潢志》云：「覆背紙必

純用綿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挺過；灑水潤透，用糊相合，全在用力多

刷，令表裡如抄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原裝裱採用之褙紙為單張棉紙，重新裝

裱時則考量畫心紙況，故按傳統較細緻的作法，選用單宣及棉紙各1張將之裱成褙紙，

並以單宣為外層與畫心之接觸面。裝裱過程如下： 

1. 方裁畫心（方心） 

將兩幅扇面畫心下牆後，置於已托裱完成的鑲料上，依先前記錄的原件挖鑲

尺寸，仔細丈量對應畫心四周與鑲料的距離，務使裝裱後的尺寸比例與原裝一

致。兩幅扇面畫心位置確定後，於扇面後左右兩側點抹些許漿糊定位，再以刀片

沿著扇面周邊裁去多餘命紙。裁畫心時，先裁左右直線，鑲好左右局條後，再裁

上下扇弧，以免畫心走位。《裝潢志》云：「嵌攢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妙手施能。」

挖鑲之裝裱技巧要求扇面四周與鑲料間能平穩接合，沒有接縫，能使作品顯得謹

飭齊整，觀賞者觀賞時所見為整幅作品，而不為接縫影響整體美感，屬於難度較

高的裝裱技巧。 

2. 鑲局條 

局條又稱距條、助條，用以連接畫心與鑲料，一般皆裁製細窄的宣紙為之。

古稱此技法為「襯邊」，如《裝潢志》云：「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周飛襯

出邊二三分許，為裁鑲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于畫心。」局條的使用是為了日後

重裱時不損及畫心。由於原裝屬集錦裝，故採挖鑲法鑲局條，挖鑲時為確保位置

正確，於裁扇面畫心左右邊時，即略掀起以小水彩筆沿扇面背面左右緣上漿，再

將半邊局條鑲接黏實，另半邊局條則上漿合於鑲料背面，如此鑲完則可確保扇面

四邊沒有接縫，接合完整平實。 

3. 鑲活 

將畫心四周黏接各種裝飾材料稱為鑲活，亦稱鑲嵌。本件條幅屬豎式畫心，

按慣例先鑲左右豎邊，再鑲上下天地。由於原豎邊天地花綾已不堪使用，故乃選

以花紋及顏色相仿之新花綾並依原尺寸裁製好後，將畫心反置於案上拉近桌緣，

由左至右依序先上漿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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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邊 

為了加固豎邊，防止其綾絹絲縷散脫、起毛，故完成鑲活後，會將左右豎邊

向背後折黏，此工序稱為折邊或轉邊。進行折邊時先將作品反置於案上近桌緣

處，利用長尺固定邊寬，取針錐斜劃出約0.2公分的折線，再沿折線折實後，分段

上漿黏實，並注意黏合時如有彎曲立即用手指輕輕推齊修正。 

5. 折貼串口 

串口亦稱夾口，是黏貼在天地邊緣，用以安裝包覆天地杆的用紙，該紙稱為

串口紙（串紙、夾口紙）。其工序乃先裁取寬廣皆略大於天、地杆總周長的上、

下串口紙，將折完邊的條幅正面朝上置於案上，於天地兩邊正面折出較天杆長約

0.2公分的串口，稱為「折串」，再將條幅翻面反置於案上，於方才折串處背面刷

上漿糊，貼上串口紙即可。 

6. 覆背 

條幅裝裱完成鑲活、折邊與串口後，需選配褙紙裱褙上牆，使幅面厚實牢固，

稱之為覆背（褙）或大覆背（褙）。本次褙紙選用淨皮單宣，乃取其含皮料較高

較為堅韌之故。由於條幅尺寸較大，故採用類似前述小托的兩段式托裱方式，先

將條幅正面朝下置於案上，再置覆褙紙於其上，覆褙紙右側放置一可完全壓住右

側覆褙紙的大型透明塑膠板，先將左側覆褙紙右掀於塑膠板後由左至右依序上

漿，再將之掀起由右往左排刷於條幅背面，復移塑膠板置於左側褙紙上方，重覆

方才步驟，等褙紙與條幅全部覆合完畢後，持棕刷排刷牢實後上牆。 

7. 砑光 

砑光亦稱砑活、砑磨，是將蠟塗抹在乾燥下牆後的條幅褙紙上，再以砑石磨

勻，此舉可使條幅背面光滑，便於舒卷展開，且捲收時亦不致磨損畫心；另透過

砑光也可壓實鑲縫各處，也讓各層用紙更加緊密黏合。本次砑光使用的川蠟屬高

分子動物蠟，以其砑光可使裱件清爽光滑不黏手45。上完川蠟後，再選用平底臺

灣玉石為砑石，以雙手持石仔細推磨將川蠟平均砑入褙紙上，此時需注意施力之

平均，一般而言需來回砑磨兩遍，力求砑全。 

8. 剔邊 

 

                                                       
45 參見徐建國（2006 年 11 月）。傳統書畫裝裱工序及材料對書畫保存之影響：以立軸為例。書畫藝術

學刊，1(2006)，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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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邊是指將砑光後的條輻剔除覆褙紙餘（廢）邊。先使條幅正面朝下置於案

上，以手沿著豎邊綾布將餘邊折起，再以竹啟子壓實折線，最後以刀片裁去餘邊。 

9. 配天地杆 

原天杆以雜材製成，質地鬆軟，拆除舊有裝裱後可見脫落木屑。銅鼻則以圖

釘為之，早已鏽蝕並沾染天杆及所繫掛繩，皆無法再使用。乃取一型制相同的杉

木裁製為新天杆；原件地杆因保存狀況良好可沿用。天地杆裝配完成後，再選配

新銅鼻及與原掛繩花紋顏色相同之新掛繩進行銅鼻安裝與掛繩穿繫。 

10.檢視修整 

條幅完成裝裱後，檢視各項工序操作細節是否處理完整，是否有接縫處開黏

不實的狀況，如有則再次補強修整。本件條幅由於畫心脆弱之故，經修復裝裱後，

仍發現畫心有2處裂口開黏的情況，乃取鑷子小心輕挑裂口，施以薄漿，再以重

物壓實，等其完全乾燥後再次檢視，確保修復完整。 

 

1.挖鑲丈量 2. 折貼串口 

  
3.大覆背 4.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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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砑光 6.剔邊 

7.上天杆 8.上地杆 

9.安裝銅鼻 10.拴繫掛繩 

11.檢驗裂口 12.填抹漿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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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壓實 14.將原典藏號貼紙貼回右側軸頭 

 

15.修復及裝裱完成 

 

圖11  條幅裝裱步驟 

 

四、結論 

 

周二學《賞延素心錄》云：「書畫不裝潢，既干損絹素；裝潢不精好，又剝蝕古

香。況復侈陳藏弆，件乖位置，俗涴心神，妙跡蒙塵，庸愈桓元寒具之厄？」書畫透

過修復，可使破損劣化處得以治療修復，透過裝裱，可使脆弱的紙質得以加固厚實，

以便於捲收展閱，並延長保存年限。然書畫修復與裝裱是門易學難精的細緻工藝，修

復技藝的純熟需要經年累月的大量實作才能成就，而書畫裝裱則與裝裱者對裝裱材料

的選配、裝裱工序的掌握、操作技術的良窳等有密切關係，書畫裝裱後的保存與典藏

環境，則是影響一幅裝裱作品能否長久保存的關鍵。 

本文以國圖館藏王國維扇面書法修復過程為討論核心，具體分析其修復過程、工

序與方法，並援引古籍對書畫修復與裝潢的描述，就古書畫修復與裝裱的技藝傳承與

發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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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復揭裱過程發現，王國維扇面書法應為1960年代在臺裝裱，該幅作品採條幅

形式挖鑲裝裱兩幅王氏手書扇面書法作品。扇面書法寫於1906年，原件在早年為實用

之摺扇。當年條幅裝裱所採用之命紙、單層裱紙與褙紙等皆為棉紙，鑲料則為梅花紋

花綾，天杆為雜材，地杆為杉木。天杆所釘之銅鼻為圖釘，從條幅選用的配件、裝裱

配色與工法等來看，整體表現簡潔清朗，未見包首、角絆、驚燕、繫帶等中國傳統條

幅工序，據推測當為1960年代臺灣北部裱褙店的裝裱作品，頗受日式裝裱工藝影響。 

該條幅裝裱時所用漿糊過於濃稠，亦可能未完全去筋，再加上入館前保存狀況不

佳，故整件條幅劣化嚴重，主要表現為皺折、破損、黃化與脆化。本案原擬在最小干

預及可逆性修復的原則下，採整舊如舊及局部修復之修復原則，然於揭裱時即發現鑲

料劣化遠比畫心更為嚴重，且天杆已見碎屑，並與掛繩等皆受圖釘鏽蝕，則本案對鑲

料及其他鑲件的修復與清理將遠超過對兩幅扇面的處理時間，且修復後的鑲料實亦無

法支撐畫心能長久保存。故於揭裱的過程中逐步進行修復策略與技法的調整。 

考量該條幅的裝裱目的在於保全畫心，且其所採用的裝裱技法可完全掌握，其他

鑲料、配件等材料亦可取得與之性質、形制相同或相近者，故在保全畫心為主要考量

下，僅留取堪用之地杆、軸頭等，不再對命紙、花綾進行修復，相關材料則覓合適者

選用。修復完畢後的裝裱則按當年裝裱工序進行，唯命紙與褙紙、大覆背用紙與原裝

有所不同，主要是考量畫心紙力較弱，故選擇皮紙為命紙，褙紙則選用宣紙及棉紙裱

褙而成，大覆背則採用淨皮單宣，以使修裱完成後的條幅堅固厚實，能予畫心完整的

支撐與保護46。 

誠如周二學所言：「裝潢書畫，好手難得。」本次的修復由林茂生師傅主持，費

時4個月時間，本館全程記錄大師技藝。《裝潢志》云：「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虱之

睛，靈慧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所托。」林師傅積累60年修復經驗，對

各式殘破書畫的修復經驗豐富，所有裝裱技法皆信手捻來，駕輕就熟，然面對每一件

狀況不一的待修作品，仍是「靈慧虛和，心細如髮」，於各個修復過程皆小心謹慎，

在每道工序完成後則反覆檢視其修裱成果，確為良工典範。 

 

 

 

                                                       
46 惟本次修復未將命紙及花綾進行仿古色染制，故修裱完成的作品命紙與畫心顏色落差較大，花綾顏色

亦顯新穎，未達修舊如舊的仿舊感，整體視覺略顯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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