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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圖書館於善本古籍之典藏、保護、整理、研究、應用等，卓有成就，同

時也經常與海外典藏機構進行交流。而所謂「它山之石，可以為錯」，為進一步

提升古籍文獻工作的視野與知能，企業家潘思源先生向本館提出獎助，鼓勵專業

人員赴大陸研究考察。本報告書即為獲得獎助之「古籍文獻保存與修復之研究：

以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為例」研究小組 2 名成員：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徐惠敏專員、

知識服務組張瀚云編輯，至相關單位參訪之紀實。此行主要拜訪浙江圖書館（浙

圖）及其古籍部（省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針對該館的古籍文獻保存、修復、

編目、普查等，以及圖書館服務進行研究、訪談、考察、交流。期間也至浙江省

境內多處與古籍保存修復相關的單位參訪，包括「天一閣」、「玉海樓」、「嘉業堂」

藏書樓，傳統製紙、製簾、製筆的作坊，以及綾絹織造和木活字印刷文化村等。

參訪過程順利，研究方面亦有充實豐富的收穫，更珍貴的還有再次加強與浙圖古

籍專業人員的交流管道，以及雙方建立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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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國家圖書館為古籍收藏重鎮，長期致力於古典文獻資料之保藏與加值應用，

獲海內外學界肯定與重視。為擴展本館專業人員於古籍文獻相關研究工作之視野，

「泛太平洋集團」潘思源先生特別提出獎助計畫，鼓勵本館人員赴大陸進行專題

研究及考察，針對其古籍文獻之典藏、整理、修復、保存、出版等各個面向，與

本館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具有參考價值之成果加以學習，一方面促進兩岸圖書館

界情誼；一方面開拓眼界，增益本館於古籍保存及相關推廣教育之內涵。 

 

本次出國行程，即為執行「潘思源先生獎助本館專業研究人員專題研究案」。

按本館人員於去（2014）年度 9 月中提出之計畫主題包括：「敦煌文書調查與整

理之研究」、「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手稿之徵集與管理」、「古

籍文獻展覽規劃之研究」、「古籍文獻保存與修復之研究」等。其中，本館圖書館

事業發展組徐惠敏專員、知識服務組張瀚云編輯 2 人組成之研究小組，以「古籍

文獻保存與修復之研究：以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為例」為題擬定計畫，通過審核並

奉准於今（2015）年 5 月 11 日至 22 日期間赴中國大陸，拜訪浙江圖書館及其古

籍部（省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進行研究、考察、交流。 

 

本小組此行之研究對象──浙江圖書館（浙圖）──於古籍保護與修復方面

素有聲望，名列中國大陸首批「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之中。該館共有 4 座館舍：

杭州曙光路總館、杭州孤山路古籍部、南潯嘉業堂藏書樓、杭州大學路館舍等。

館藏文獻約 390 萬册（件），以文瀾閣《四庫全書》最為珍貴，另有唐宋元明清

時期的刻本、抄本、稿本等，古籍線裝書 83 萬 5 千册，其中善本 14 萬 1 千餘册。

國家圖書館與浙江圖書館已有數次往來交流經驗，過去本館同仁亦曾前往該館古

籍部研習古籍文獻之修復實務，獲益良多。 

 

本計畫具體目標含以下重點：（一）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保存、修復古籍文獻

之環境、設備、標準作業流程等；（二）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保存、修復古籍文獻

之制度層面（如組織的設置、經費編列、人事管理等），各種軟硬體的投資等；（三）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保存、修復不同類型古籍文獻之各種技術（如線裝書、家譜、

碑帖等）；（四）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所應用的傳統修補技術、現代科學技術，以及

兩者之結合利用等。本計畫之研究方式，包括訪談及實地參觀。小組成員除了希

望考察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瞭解值得本館借鏡的相關技術與專業，亦兼及該部門

有關古籍文獻保存與修復的作業流程、制度與管理層面、人力與物力之投資等等。

藉由探訪其空間設施、人員組成、業務內容等，除了增進彼此交流，更可擷取其

優點，以作為未來精進相關工作內容或規劃思考之參考。未來的研究目標，亦可

另就保存與修復的相關成果加值應用方面，進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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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 程 

一、行程表 

5 月 11 日（星期一） 搭機赴中國大陸，抵達杭州蕭山國際機場 

5 月 12 日（星期二） 浙江圖書館總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5 月 13 日（星期三）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5 月 14 日（星期四）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5 月 15 日（星期五）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浙江省博物館 

5 月 16 日（星期六） 富陽：華寶齋（中國古代造紙印刷文化村）、朱氏古藝

紙坊、竹簾作坊 

5 月 17 日（星期日） 杭州：靈隱寺飛來峰造像石窟 

5 月 18 日（星期一） 湖州：南潯嘉業堂、雙林邢窯綾絹廠、善璉湖筆製作 

5 月 19 日（星期二） 浙江圖書館總館，進行簡報交流 

5 月 20 日（星期三） 瑞安：玉海樓、瑞安博物館、中國木活字印刷文化村 

5 月 21 日（星期四） 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奉化棠雲傳統造紙作坊 

5 月 22 日（星期五）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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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準備 

本研究小組成員徐惠敏專員、張瀚云編輯，得知「古籍文獻保存與修復之研

究：以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為例」計畫案獲審核通過後，即於今年 1 月 12 日擬妥

信函並署名，包括自我介紹、說明計畫緣由、研究方法及目標等，翌日以電子郵

件致浙江圖書館徐曉軍館長，並附原申請計畫。不想徐館長當日即迅速回覆，表

示歡迎，並囑請該館古籍部（省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童聖江主任給予幫助，徐

館長同時也邀請研究小組於參訪期間，安排時間與浙江圖書館同仁進行交流，簡

報我館的業務概況、服務內容等。 

 

經與童主任電子郵件往返，首先確認拜訪日期，成員 2 人也透過同仁過往參

訪經驗、網路資訊、電子地圖等，於 4 月初擬定相關行程、經費估算等簽請核示，

本館特藏文獻組承辦同仁也協助寄發正式公函給徐曉軍館長。待公文流程完成有

所依據之後，小組成員陸續打理證件、交通、住宿、保險等細節，同時收集有關

浙圖古籍部的書面資料，準備研究的進行方式和方向，以及與浙江圖書館交流的

簡報內容。 

 

三、研究及參訪過程 

（一）浙江圖書館總館 

5 月 11 日搭機自桃園機場出發，於晚間抵達杭州蕭山國際機場，由浙圖古

籍部童聖江主任親自接機。當晚入住飯店，即著手準備第二天拜會浙圖，以及接

下來執行研究計畫的相關資料。 

 

12 日上午，小組成員 2 人先驅車前往浙江圖書館位於曙光路的總館，由童

主任引領拜訪徐曉軍館長。徐館長當日下午雖有赴外地公出行程，仍於百忙之中

接見，曾經擔任古籍部主任的徐館長，對古籍文獻歷史有深博的涵養，除了對研

究小組此行的研究計畫表示關心，談及也建議小組安排參訪浙江地區與古籍文獻

保存修復相關的單位，如：文瀾閣、嘉業堂、玉海樓、天一閣等藏書樓，以及造

紙、製筆、製簾、木活字等傳統技藝作坊。徐曉軍館長更熱情暢談過去與本館吳

英美副館長、宋美珍編輯、黃文德編輯、塗靜慧助理研究員交流的情形。 

 

結束與徐館長的會面之後，我們也拜訪了浙圖采編部的俞月麗主任，就兩館

的相關工作交換意見與心得。接下來，童主任特別為成員 2 人導覽浙圖總館的各

個閱覽專室，對於館舍空間的調整改造及服務設施等，一一詳盡解說。此行參觀

的重點為位於該館地下層的「古籍善本特藏閱覽室」及善本書庫，由童主任及管

理該專室的副研究館員張群女士帶領解說。善本書庫進出受到嚴格控管，庫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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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控制溫濕度，其中典藏有文瀾閣《四庫全書》原乾隆內府寫本、《古今圖書集

成》、《大藏經》等珍貴文獻，皆置放於特別訂製的樟木書箱之中。浙圖其他令人

印象深刻的專室還包括「視障中心」（全名：浙江省視障信息無障礙服務中心）、

「中外藝術圖像書刊閱覽室」、「地方文獻閱覽室」、「國外捐贈文獻閱覽室」等，

處處窗明几淨。 

（二）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省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 

結束參訪浙江圖書館總館，12 日下午繼續跟隨童聖江主任前往位於西湖景

區的孤山路館舍，拜訪古籍部（省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童主任先召集古籍部

各分組主管與本研究小組會面，大致認識該部門的分工，除了設於總館的善本書

庫外，其他主要位於孤山館舍，包括：普藏書庫、編目、普查、綜合（總務）、

修復。 

 

小組接著也參觀了孤山館舍的整體內外環境及設施。孤山路館舍的主要建築

有二，分別暱稱為紅樓、白樓，皆歷史建物。兩幢樓房圍在庭院內，雖緊臨西湖，

但未開放遊客入內，所以十分雅靜。紅樓一樓為主任辦公室、古籍分編室、小普

藏書庫，二樓整層為古籍修復中心；白樓一樓為「普通歷史文獻閱覽室」、普查

小組，二樓為大普藏書庫。浙圖古籍部位於孤山路的典藏屬於「普通歷史文獻」，

為 1949 年以前的普通古籍及民國時期文獻，由「普通歷史文獻閱覽室」提供讀

者閱覽服務。普藏書庫主管沙文婷女士特別帶領我們入庫參觀，庫內典藏內容豐

富，目前未特別進行溫濕度控制，但持續評估該歷史建築加裝空調等環境控制設

施的耐受性。 

 

往後接連數日，研究小組 2 人天天赴古籍部以及古籍修復中心進行研究，除

了密集訪談古籍修復主管閻靜書女士，瞭解該中心的管理、行政、人事、技術、

經費等面向，也在旁仔細觀摩該中心專業人員的修復的過程，隨時提問並記錄。

古籍修復中心目前的人員配置總共應有 8 名，但造訪期間有 3 名支援一項大型的

古籍普查計畫，因此僅有 5 位修復師在場，工作負荷可想而知，但幾位修復人員

仍撥冗與我們交流，除了修復專業的介紹，也彼此分享在圖書館的各種工作情

形。 

 

古籍修復中心的標準作業流程與管理監督方式，相當完整而且成熟。首先，

每年度都會呈報工作計畫，說明預計修復的善本品項內容與進度，之後進行工作

分配與系統登錄。每項物件的修復人員，都需要先提出針對該物件的修復方案，

經過館長、主任、主管審核通過後，才能著手修復，過程中遇到的狀況或採取的

新方法等等，也需徵詢主管的同意，全程需保持清楚明確的日誌紀錄，修復前後

也必須拍攝影像。而修復至某一階段，主管也會進行審視，若無需調整或更動，

則可繼續。每一項物件完成後，修復人員需作小結，並連同善本物件、修復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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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交由主管檢查，確認無誤後，方為正式完成一項善本物件的修復。今年該中

心的任務目標之一，是達到 1 萬 1 千張的年修復量，比較研究小組行前所查得的

參考資訊，去年則為 9 千張的年修復量。 

 

除了管理和作業方面，古籍修復中心的硬體設備也值得參考學習。由於紙張

材料可謂善本古籍修復之重要根本，因此中心內設置了各種檢驗紙張物理性質的

儀器，例如：測厚儀、天平秤、測酸儀、白度儀，此外還有與電腦軟體連結的顯

微鏡，用以檢測紙張質地，確認修復紙張是否能與破損的善本物件配合。以往修

復配紙僅能憑藉手感等主觀經驗，現在強調結合傳統技術與科學方法，二者相輔

相成。古籍修復中心內還有兩座大型的「浙江省古籍修復材料中央庫」，以木質

打造，有許多格層，庫內整齊收納從各地收集、採購而來的修復用紙與裝裱材料，

目前已累積達 150 多種，包括不同的種類、厚薄、顏色等，一一編號。採購紙張

時，會先將廠商的紙張樣本，透過前述的顯微鏡檢驗，確保其原料與品質。童主

任表示，古籍修復中心於硬體設施方面，是希望朝向實驗室的格局前進。 

 

本小組在原先針對古籍修復的研究目標之外，此次有幸學習到浙江圖書館古

籍普查的業務。浙圖正在執行的普查工作，屬於全國古籍普查計畫的一部分，目

地在於查核所有館藏古籍，並登錄於「全國古籍普查平臺」，因此館舍內有許多

空間都充分利用，特別是白樓二樓的廊道，架設有多部電腦、網路設備、拍攝架

和燈光、書車等，更有多名參與普查的編制內外人員，忙碌地調書、登錄資料、

拍攝書影。經由童主任的介紹，我們瞭解到全國古籍普查計畫是 2007 年由北京

中國國家圖書館發起，歷經訂定計畫、系統架設、人員培訓、試行等，至 2011

年開始確實執行。浙江圖書館除了本身館藏的普查，也肩負輔導、培訓、監督全

省古籍典藏單位的相關工作。普查組主管曹海花博士也為小組詳盡解說普查工作

的細節、步驟，例如書籍進出庫房的管制，以及「全國古籍普查平臺」的操作、

資料登錄等。整個計畫耗費相當的時間、物力、人力，但是對於古籍的典藏保存

與未來加值應用，建立了相當重要的基礎。 

 

密集造訪孤山古籍部的期間，研究小組 2 人也抽空至周邊的「西泠印社」、

中山公園等歷史景點賞遊。西泠印社是中國最早的金石篆刻文人社團，創立於

1904 年，至今仍活躍於藝壇，2009 年成功申報「中國篆刻藝術」入選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山公園位於清朝行宮及御花園遺址，

康熙、乾隆南巡時，都曾駐蹕於此。14 日午休時間與古籍部幾位同仁至此探幽，

其中陳誼博士侃侃談起遺址源由、清朝和太平天國的軼事，兼及園內奇石的布局

與美學等等，思古之情引人入勝，讓我們對杭州當地的人文歷史沿革，又多增添

了幾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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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圖書館曙光路總館 

 
研究小組與徐曉軍館長合照 

 

浙圖總館「古籍善本特藏閱覽室」 

 

「浙江省視障信息無障礙服務中心」 

 

浙圖孤山館舍門口標誌 

 

孤山館舍「紅樓」「白樓」比鄰而立 

 

浙圖「古籍修復中心」一隅 

 

「浙江省古籍修復材料中央庫」 

  



10 

 

（三）其他單位 

研究小組 12 天的行程當中，在數日的古籍修復訪察活動之外，5 月 19 日也

安排了一場簡報，地點在浙江圖書館曙光路總館的「文瀾講堂」，約有一百多個

座位。簡報內容主要介紹本館的業務和工作內容，並與浙圖館員交流，增進彼此

瞭解，過程充滿輕鬆開放的氛圍，簡報後也立即接受提問。而除了浙圖總館和古

籍部，我們也依照徐曉軍館長的建議，前往浙江省其他與古籍保存和修復相關的

單位參訪，包括了中國現存最早以及最晚近的私家藏書樓：建於明朝的「天一閣」、

建於民國的「嘉業堂」： 

1. 浙江省博物館、文瀾閣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童聖江主任特別聯繫鄰近的浙江省博物館，為我們

安排導覽文瀾閣。浙江省博物館最為國人熟知的館藏，應屬元代黃公望《富春山

居圖》起首的「剩山圖」，2011 年曾來臺與故宮博物院的「無用師卷」合璧展出。 

 

文瀾閣是清代珍藏《四庫全書》的 7 座藏書閣之一，目前隸屬浙江省博物館

管轄，原建築成於 1783 年，本來與現今中山公園的行宮遺址相連，之後幾經重

建，形成目前的空間劃分。文瀾閣於 2001 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前方

庭園內假山、亭臺、林木錯落有致，配合有點陰鬱的天氣，反而襯托出主建築一

種雍容爾雅的氣質。因為歷史的變遷，文瀾閣現在僅存有建築和書櫃，而原先收

藏的《四庫全書》主要典藏於浙江圖書館，本館亦收藏部分文瀾閣四庫的底本、

抄本、進呈本等。我們與童主任、導覽員行至藏書閣內，正在端詳《四庫全書》

和《古今圖書集成》的書櫃以及內部擺設時，卻下起大雷雨，一行人分屬 3 個與

文瀾閣有淵源的單位，一同在文瀾閣內避雨，一邊談論四庫藏書的沿革，別有一

番韻致。 

 

雨稍為消停之後，我們接著參觀浙江省博物館的《瑞象重明──雷峰塔文物

陳列》、《昆山片玉──中國古代陶瓷陳列》，前者展出 2000 年至 2001 年由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佛教文物；後者則介紹不同時期與風格的陶瓷與窯

址。此外，我們也參觀了同屬浙江博物館的「黃賓虹藝術館」，欣賞到多幅民初

國畫名家黃賓虹難得一見的花鳥作品。 

2. 富陽：華寶齋（中國古代造紙印刷文化村）、朱氏古藝紙坊、手工竹簾作坊 

隔天 5 月 16 日星期六，童主任安排研究小組前往富陽市，參訪「華寶齋」

暨「中國古代造紙印刷文化村」、「朱氏古藝紙坊」、手工竹簾作坊等。一早我們

先至華寶齋，全名寶華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是經營文化創意產業相當成功的例

子。該公司專門製作出版影印線裝古籍，從造紙、製版、印刷、裝訂、出版等，

皆獨立完成，製作發行的複刻版古書或古畫，品質及對文化傳承的貢獻頗受肯定。

華寶齋並建置了一座中國古代造紙印刷文化村，民眾可至此旅遊，透過復古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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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及器具，以及人員的實際操作示範，瞭解到竹簾抄紙、烘紙等傳統製紙工藝。 

 

下午接著參訪朱氏古藝紙坊，作坊主人朱中華先生親自開車，帶領我們深入

山上的毛竹林，探訪竹紙的原料採集。我們在現場看到「斫竹」、「削竹」、「拷白」

等工序，完全都仰賴人力手工勞動，十分辛苦。富陽有「竹紙之鄉」之名，2009

年在當地考古發現北宋造紙作坊遺址，造紙歷史迄今至少一千多年。親眼見識到

手工造紙原料的源頭之後，一行人又驅車前往一間家庭竹簾作坊，主人為王增福

夫婦。現場傳來陣陣手工編織竹簾的聲音，只見編織者耐心地一左一右，重覆著

拉竹絲、上竹絲、撥緊的程序。早期富陽造紙業興盛，對抄紙竹簾（紙簾）的需

求大，因此竹簾的製作技藝也相當聞名，如今隨著傳統造紙的生產減少，手工製

簾的技藝漸漸面臨保存的危機。王先生的作坊除了製作抄紙用的竹簾之外，也接

受訂製品茶或茶道儀式用的茶蓆。朱中華與王增福兩位先生，分別是杭州市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竹紙製作技藝」以及「竹帘（簾）製作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

此行很榮幸拜訪他們，對他們的認真、務實、自我要求的工作態度，留下深刻印

象。 

3. 湖州：南潯嘉業堂、雙林邢窯綾絹廠、善璉湖筆一條街 

研究小組第二週的行程，從造訪浙江圖書館所屬的「嘉業堂」藏書樓揭開序

幕。同樣由童主任費心安排，18 日驅車前往湖州市，同行者還有古籍部修復主

管閻靜書和副主管汪帆兩位女士。首先到位於南潯的嘉業堂，由管理人鄭宗男先

生接待。嘉業堂是劉承幹建於 1920 年代的私家藏書樓，除了收藏古籍，也以雕

版印書著稱。目前園區屬於對外開放觀光的景點，故當日雖然下大雨，但仍見到

旅遊團先後造訪。一般民眾可以繞行參觀藏書樓一樓，但無法入內；二樓書庫則

不對外開放。鄭先生引領我們拾級而上，穿梭於各廂房書櫃之間，由於嘉業堂目

前也正在配合進行古籍普查工作，因此二樓的空間也架設有電腦及翻拍設備等，

普查人員皆認真伏案登打記錄。本館亦收藏有嘉業堂原藏書達 1,200 餘種，乃抗

戰期間，由前館長蔣復璁先生組成之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搜購而得。下

樓之後，我們又至存放雕版之處參觀，該批木雕書版數量龐大，一一整齊豎放在

木製格架上，彼此間留有空隙以保持通風，由於曾經上墨印書，因此都呈現黝黑

的色澤。 

 

下午一行人又前往「湖州市雙林邢窯綾絹廠」參觀，由創辦人謝雪祥廠長親

自接待、講解。該企業專門生產絲綢相關產品，種類繁多，其中也包括用於複刻

古籍或古籍修復裝裱的綾絹等。廠中放置絲織成品的大房間琳瑯滿目，修復中心

的閻、汪兩位老師也藉此參訪機會，取了幾種樣本，準備帶回去比對，將來可能

用於修復，並充實中心的修復材料中央庫。我們隨後也參觀了托裱綾絹的作坊，

以及充滿機器嘈雜聲的織布廠房，看著現代化的機器織出佈滿古典圖紋的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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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綾絹廠的下一站，是探訪湖州著名的製筆工藝。抵達「湖筆之都」善璉

時，我們先行至幽靜的「蒙公祠」，此處供奉的即是傳說發明毛筆的秦朝名將蒙

恬。之後又到鄰近的「湖筆一條街」（湖筆路）參觀，此處的店家都販售有各式

各樣、大大小小的毛筆，其中在一間「四德筆房」，剛好正在進行幾個手工製筆

的重要步驟，包括梳理去除雜毛，並將毫毛拍齊排成薄片，還有將毫毛捲成筆柱，

以及紮緊裝入筆管內等。師傅熟練的手法以及專注的神情，令我們在此駐足良

久。 

4. 瑞安：玉海樓、瑞安博物館、中國木活字印刷文化村 

5 月 20 日星期三，童聖江主任又陪同小組 2 人赴瑞安市，參訪「玉海樓」、

瑞安博物館、「中國木活字印刷文化村」等。玉海樓為江南重要私人藏書樓之一，

是晚清學者孫詒讓的研學之所，由其父孫衣言建立於 1888 年，主要建築保存良

好。孫詒讓著作等身，於金文、甲骨文皆有鑽研，校注《墨子》為其代表作，推

動現代新式教育更是不遺餘力。原藏在玉海樓的珍貴古籍文物，已移藏至瑞安博

物館，原地的孫詒讓故居、園林等，部分開放作為展覽陳列室，介紹孫氏家族的

成就與貢獻。 

 

第二站是瑞安博物館，原本位在玉海樓內，2013 年甫搬遷至新址。我們很

榮幸受到陳欽益館長、賈瑞新副館長的親自接待，雖然已經安排專業人員導覽，

兩位館長仍舊一同解說各展廳的內容，以及瑞安悠久的自然人文歷史。新館舍的

展示方式相當新穎，除了展品空間安排適宜，更陳設多種立體模型，讓觀眾對建

築遺蹟有具體概念，另外也有觸控互動的設施，運用於觀賞陶瓷細部。書畫展廳

也有豐富的名家作品，除了孫氏家族的書法，也見到任伯年、梁啟超、梅蘭芳的

手蹟，以及張大千早期的人物畫等。 

 

在瑞安的第三站是「中國木活字印刷文化村」，位於瑞安市平陽坑鎮東源村。

活字印刷術是人類史上的重大發明，畢昇在 11 世紀中以膠泥製作可重複利用的

活字，13 世紀末王禎加以改良，採用製作更方便的木刻活字，提升了印刷業的

效率。而瑞安東源當地長久以來有編修族譜，並以木活字印刷的技藝，至今仍有

譜師到各地修譜「梓輯」的文化。換言之，木活字的持續應用已經有七百多年歷

史，201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瑞安的木活字印刷術列入「急需保護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我們很幸運地遇到木活字印刷技藝「國家級傳承人」之一

的王超輝先生，他為我們演示更換活字印刷年畫，同時也拿出檢字韻表、雕刻的

木活字半成品等與我們分享。一問之下，原來王先生的木活字技藝為自學，而現

在對他來說，直接在小木塊上書寫印刷體反字，易如反掌。他也談及經常忙碌的

行程，比如參加各地的相關文化活動、媒體採訪、學校教學、赴外地替人修譜等

等。由於政府會撥款項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人，因此也會訪視相關的傳承

工作狀況。想來文化遺產傳承人所肩負的各種工作與任務，也頗為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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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奉化棠雲傳統造紙作坊 

5 月 21 日主要參訪的單位，是位於寧波市的「天一閣」。天一閣是由明朝兵

部右侍郎范欽建於 1561 年至 1566 年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天一

閣主要的藏書建築名為「寶書樓」，除了以水象圖紋作為裝飾主題，實際的防火

設計也處處可見，例如藏書樓與起居廂房之間有防火牆隔開，並保持距離，藏書

樓設有多處的安全出口，前方築有蓄水池，以備火災時需要。如今的天一閣，連

同周圍的陳氏宗祠（麻將起源地陳列館）、秦氏支祠，一起被整合成「天一閣博

物館」，為當地著名景點，遊客絡繹不絕。 

 

天一閣博物館現任館長莊立臻女士，曾任寧波市圖書館館長，言談之中，透

露出對於圖書館管理的豐富專業經驗。博物館的內部組織包括辦公室、保衛物業

部、典藏研究部、社會教育部、陳列展覽部、藏品修復部、文物保護部等 7 個部

門。除了對遊客開放的園區，也有針對有研究需求的讀者開放的古籍資料閱覽室，

此外，也設有善本古籍書庫、修復中心等。我們在天一閣主要拜訪了典藏研究部

饒國慶主任、藏品修復部（紙質類文物科技保護中心）王金玉主任。典藏研究部

負責保管、收集、整理、利用、研究天一閣的藏品，以及編輯出版《天一阁文丛》。

藏品修復部負責天一閣紙質類文物的保護、維修、修復、裝裱、製作等。天一閣

的古籍保存相關人員，目前也因為參與「全國古籍普查」計畫而十分忙碌，連修

復中心的人員也為了普查的影像拍攝需要，暫停修復古籍，全員投入碑拓藏品的

托裱與整理。 

 

離開了天一閣，下午往奉化前進，目的地是棠雲的傳統造紙作坊，浙圖古籍

部修復中心的閻、汪兩位老師也加入我們。棠雲的造紙作坊，乃是由天一閣博物

館的前副研究員李大東先生創立，李先生原本為古籍修復專業，有感於良好的修

復用紙取得不易，因為現代紙無法達到修舊如舊的標準，但是真正的古代紙又珍

稀，後來透過研究地方誌，發現奉化棠雲村悠久的造紙歷史，生產有「棠雲紙」，

然而至 1990 年代左右卻幾近停產。他在 1997 年輾轉找到自 17 歲習藝，唯一熟

悉整套造紙工序的袁恒通先生，兩人一同嘗試改良配方，歷經上百次試驗，終於

成功製出修復古籍的專用紙。李先生退休後創設了造紙作坊，與袁先生繼續合作

研發，堅持以費時費工的古法打造手工紙，其中光是讓竹子曝曬發酵的過程，就

需要好幾個月。然而他們手造的各種棠雲紙，已受到多個重要古籍典藏單位的青

睞，用於善本的修復。研究小組在現場，除了見到傳統製紙的原料、器具、工法，

兩位前輩孜孜不倦，致力於保留傳統文化技藝與材料的精神，都讓我們非常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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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瀾閣」 

 

「文瀾閣」內部（書櫃） 

 

傳統造紙工序：「抄紙」（華寶齋） 

 

傳統造紙工序：「削竹」(朱氏古藝紙坊) 

 
手工編織竹簾 

 

「嘉業堂」一隅 

 
「玉海樓」入口處 

 

「天一閣博物館」古籍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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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此次移地研究，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全體同仁，熱情安排接待，讓我們有賓至

如歸的感受，十分感恩。共聚一室，進行充分而具有參考性的訪談，得以看見參

訪單位珍稀古籍資料，過程順利圓滿，且擴大個人的見聞，更讓人興奮愉快。本

次參訪行程歷經杭州、湖州、南潯、瑞安、寧波、奉化等地，總計12天的移地參

訪研究，收穫極為豐碩，總計有如下幾點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達成目標，全省動員 

浙江是古籍典藏的大省，古籍分佈面廣，涉及公共圖書館、文物、教育、衛

生、宗教、檔案等系統的單位有100多個，參與的普查員達數百名，其中90％沒

有古籍知識和編目經驗，為培訓普查員標準規範普查登記行為，確保普查資料數

據質量，浙江省古籍保護中心組織編寫《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冊》，做為全省古籍

普查標準規範性工具計畫中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浙江省古籍普查是全國大陸實行

最徹底的一省，預計於今年底完成此一重大任務，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幾乎全體投

入此一工作中，另外亦招聘一些館外人力。 

（二）保護傳統文化，不遺餘力 

浙江圖書館古籍文獻修復中心，2010年被列為全國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

心」之一，2009年開始在職業學校設班，修復中心主任每星期有兩個下午去學校

授課，自己本身也每年參加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的古籍修復進階班，充實精進

自己本身修復技術。浙圖古籍部並積極培育接班人才，在小組參訪前不久的5月7

日，剛好設立了「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浙江傳習所」，邀請國家圖書館

資深修復專家胡玉清老師擔任導師，並進行隆重的拜師典禮。古籍部每年亦定期

舉辦古籍修復技藝觀摩和體驗活動，在修復師的指導下，民眾可以親手修復仿真

印刷的古籍書葉；親手裝訂仿真古書，真實體驗傳統文化。 

（三）得見實物，機會難得 

由於工作上曾摸觸翻閱不少古籍，常希望有機會親眼目睹雕版實物。此次在

嘉業堂藏書樓近距離目見古籍雕版原片，同時也見識到版架形式與防潮設計，實

在千載難逢。理論必須結合實地、實物的觀察，始能加深印象，並且形成具體的

概念。透過專業講解書樓歷史、藏書聚散、特色等等，並搭配現場訪查，對於相

關知識的瞭解，的確有更深刻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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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一）強化古蹟的保護與維護 

此次藏書樓之行，可以看出中國大陸正積極整建復原文化古蹟，搭配相關說

明與展品陳列，以及訓練有素的導覽人員，加強對外招攬遊客，觀光的收益極為

可觀。反觀國內許多古蹟的維護，並不徹底，而相關導覽人員的訓練，更是付之

闕如，如何正視古蹟的維護，使其成為觀光的重要景點，將是值得臺灣效法彼岸

的作法之一。 

（二）推進移地研究風氣 

移地研究雖然尚未成為普遍風氣，但是卻值得臺灣學術單位多加思考。在行

程中，實地參訪傳統的手工造紙技術、毛筆的製作、綾絹的製作生產、木活字的

製作等，得到非常充實的傳統中華文化洗禮，是相當難得的體會。古籍文獻保存

與修復工作所秉持的舊有傳統，除了重視文字紀錄之外，也應積極重視實際參訪

的體驗。 

（三）加強古籍編目的基礎 

浙江圖書館利用國全古籍普查的工作，訓練出多位古籍編目人員，足以因應

現階段及未來各種古籍文獻的專業整理需求。本館可參考浙江省古籍保護中心組

織編寫的《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冊》，做為訓練古籍編目人員的規範工具書。此外，

其登錄應用之「全國古籍普查平臺」系統，所設計的每個欄位非常詳細，對於古

籍編目有非常大的幫助，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著錄項目，並能省去著錄內容的鍵

入時間，便於使用者依系統所顯示內容辨識版本，並搭配每一本書的書影，避免

因資訊不足，導致錯誤判斷。 

（四）重視並加強古籍修復人才的培育 

浙江圖書館及天一閣藏書樓等，都有自己編制內的古籍修復部門及專業人員。

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中心屬於國家級，除了本身的修復業務，另外也肩負省內相

關單位的培訓、考察及輔導工作，舉辦修復研習班，評鑑設置省級修復中心、修

復站等。2014年已評鑑認可2家省級修復中心、11個修復站，今年度的目標是4

家省級修復中心、40至50個修復站。除此以外，浙圖對於館內或館外的古籍修復

人才培育，已有一定的訓練機制，卻仍謙稱起步得太晚，未來人才需求將更大。

反觀國內古籍修復人才的培養，卻未見重視。或許就培訓古籍修復人才這一項，

可向浙江圖書館借鏡，延聘修復師資在館內進行養成教育，或與館外相關系所建

立進一步實務交流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