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復

從「咸豐憂詔」修護之案例淺談「黃紙」

淺談﹁黃紙﹂
從︿咸豐遺詔﹀修護說起
本文以民國一 ○○
年一月至四月圖書文獻處為﹁古籍與秘檔﹂展
覽前所送修之︿咸豐遺詔﹀為分析對象，從送修文物的修護及揭

說明了東漢時期已經有了染紙技術。
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可見當時

最早見於陳壽︵二三三 ∼
二九七︶
︽三國志．魏志︾卷十四﹁帝納其

高宜君

說院藏﹁詔書﹂﹀一文中提及本文討

抄寫副本頒行天下等。據馮明珠︿細

的準備工作、行禮、宣讀詔告天下、

描述當時頒詔之繁複禮儀，從宣詔前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裡有詳細

尾。據︽欽定大清會典︾卷二十七

主要成份﹁小柏鹼﹂︵ C H O ︶
具
20 19 5N
有抗霉、抑菌效果，且有避蠹殺蟲的

期鈐壓年蓋月印二個，印文皆為﹁皇

正文之後另起一行書寫年號、年月日

位置皆蓋有騎縫章，計三個印；另外

左到右直行書寫。凡紙張接縫處正面

由右往左直行書寫；左邊為滿文，由

詔書文字以楷書書寫，右邊為漢文，

訂，內容越多接紙張數也隨之增加。

已經成熟。到了唐代，黃紙的應用更

術，說明我國的染紙技術在北魏時期

︽通雅︾等古籍中皆有記載使用方

三 硫 化 二 砷 ︵ As ︶
有毒，可殺菌
2S 3
滅蟲，在︽齊民要術︾、︽類說︾及

色礦物，為砷之硫化物，化學成份為

用作顏料使用，雌黃為檸檬黃或橘黃

雌黃早在秦朝時期就已被拿來

作為媒染劑。

灰、明礬、鐵漿、鐵鏽水、沈積泥污

件主文，﹁佈告天下，咸使聞知﹂結

天承運皇帝詔曰﹂開頭，中間為事

書﹀詔告天下臣民百姓知曉，以﹁奉

皇帝登基、駕崩等事件，皆頒布︿詔

清代每逢重大典禮或事件，如

︿咸豐遺詔﹀製作背景

書、榜貼用紙，大多使用黃紙。

為普遍，舉凡佛道類經書、官府文

裱過程中，近距離觀察書寫︿詔書﹀之黃紙，並藉此探討古人的
染黃紙材料與技術。

所謂﹁入潢﹂，乃指用黃檗染料將紙
詔書採用黃紙。北魏賈思勰︵三八六

功能。關於黃紙作詔書使用的記載，

染成黃色。至於為什麼選用黃檗染料

東漢劉熙︵二五 ∼
二 ○○
︶︽釋
名︾一書中說﹁﹃潢﹄，染紙也。﹂

將紙染黃呢？推測其主要原因為，黃

五四三︶︽齊民要術．雜說︾ ﹁染
∼
潢及治書法﹂中，詳細敘述了染潢技

論的︿咸豐遺詔﹀應是﹁謄黃本﹂而

帝之寶﹂。前後兩面由黃色紙層相疊

檗染料由黃柏皮提煉，而黃柏皮中的

非﹁詔黃﹂。所謂﹁謄黃本﹂指的是

種，如黃櫨、黃蘗、梔子、槐。黃櫨

蠹效果。除雌黃外，黃色染料仍有多

弱筆誤處和顏色對比，而又俱防蛀避

因雌黃顏色與黃蘗相當，故以雌黃減

於黃卷時，若有誤，以雌黃遮蓋，乃

鉛黃，曰官黃﹂一文中提到古人書寫

法。︽通雅︾﹁黃卷黃本也。故曰：

而成，紙層背後皆有托紙一層，故此

讓白紙著色的材料可分為顏料和

染紙材料與方法

接，整體形式為長卷狀。

六︶開始處以類似手卷包首的紙張相

詔書大抵由四層紙張相黏而成。︵圖

﹁詔黃﹂的謄抄本，因為謄抄在黃紙
上，因此也稱為﹁謄黃﹂，至於當時
為何需要抄寫多份，則與詔書頒布有
關。本院收藏︿咸豐遺詔﹀內容相同
者有四件，而﹁詔黃﹂應有句讀朱
圈，但本件詔書卻未見，應為﹁謄黃
本﹂。︿咸豐遺詔﹀，內容為敘述咸

豐十一年七月駕崩。在臨走前下詔令

致日漸元氣不足身體微恙，最後於咸

染料多屬滲透性的材料，主要以浸染

或是描繪方式使顏色附著於紙張上；

覆蓋性材料，主要混合黏著劑以塗刷

顆粒較大，染料則相反。顏料多屬於

家槐，在河北一帶農村常稱為﹁笨

涼血解毒等效能；槐也稱為國槐、

其果實除可染色外也具有清熱瀉火，

梔子 、山黃枝、山梔，屬茜草科，

實可煮製木蠟；梔子又名黃梔子、紅

又名紅葉樹、煙樹，屬漆樹科，其果

長子載淳︵同治︶繼承皇位，因此

或是繪染方式使顏色滲入紙張纖維。

槐﹂，屬槐屬，其花為淡黃色，可烹

染料兩大類，從顯微鏡下觀察顏料的

﹁咸豐遺詔﹂也可說是﹁同治繼位

另外，有些染料需以媒染劑︵當纖維

調食用，也可作中藥或染料。除上述

豐皇帝在位十一年間，以謹慎的態度

詔﹂。

與染料間缺乏親和力，無法直接附著

日理萬機治理朝政，但因憂國憂民導

﹁咸豐遺詔﹂全幅尺寸寬二七八

這幾種常被拿來當中藥材使用的染料
植物外，文獻中常提到的尚有﹁黃

時，媒染劑便是扮演兩者間的媒介︶
促進其作用，而前人以石灰、草木

公分、高八五．五公分，由多張紙張
相接而成，詔書大小依內容多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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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堅厚，特宜入潢。凡潢紙滅白便

益 。 ……
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
爾，入則零落矣。﹂所謂﹁染黃﹂乃

苦，它有一個與之互變異構的醛體，

染紙方法大致可分為浸染︵圖

是將尚未加工過的紙張，置入黃蘗汁

蘗﹂，又名﹁黃柏﹂︵圖一︶，屬蕓

黃柏﹂，經冷浸法和熱迴流萃取法所
二︶與刷染︵圖三︶兩種。浸染，

中浸染直至滅白上色為止。顏色不宜

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也。入

得分析，黃柏皮中的主要成份﹁小柏
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中提

太深，否則時間久了顏色容易暗沉。

這種生物鹼為具鹼性的含氮有機化合

鹼﹂具有抗霉、抑菌效果。 ︵註一︶小
出有關染紙方法﹁凡打紙欲生，生

香科落葉喬木，樹皮曬乾後呈黃色，

柏鹼為黃柏的主要成分，呈黃色、味

二、清洗，三、表面暫時加固，四、

修護過程大致上可分為八個步

地限制。︵圖五︶

以隨著文物大小做調整，較不易受場

倒塌，造成水溢出的現象。此設計可

幀的目的可防止木條若是遭受碰撞而

側、塑膠布之上以紙幀固定位置，紙

鋪上塑膠布完全覆蓋木條；在木條外

︿詔書﹀稍微大一點的範圍，接著再

洗槽。搭建的方法為，以木條隔出比

定，所以因時制宜，必須搭建臨時清

為最佳，但有時因為文物尺寸難以固

注入水清洗。︵圖四︶有固定清洗槽

況為穩定後，方可沿著詔書邊緣緩慢

補紙脫落等現象，在確定︿詔書﹀狀

先檢視︿詔書﹀是否有掉色、水暈、

除的背紙更容易揭離。在清洗前必須

而經過浸洗的詔書，能夠使將要被揭

已久的塵埃除去，以浸洗的方式處理

清洗︿詔書﹀是為了將堆積多年

一、清洗

要步驟之操作考量與步驟之描述。

文字紀錄。以下重點介紹其中幾個重

紙，七、裝裱，八、修護後的影像、

揭除背紙，五、補洞，六、小托命

僅邊緣脆裂等現象。造成黃紙本身有
避蠹防蟲的要件之一，或許正是所使
用的染料所致。

此詔書所使用的黃紙，至今仍保

驟，一、修護前的影像、文字紀錄，

︿咸豐遺詔﹀修護過程

持顏色鮮亮、墨色飽滿而無蟲蛀孔，

色不均的現象。

不重疊，如此一來顯色時才能避免上

張，塗佈時儘量保持筆刷水分一致、

刷染，是以筆刷蘸顏料後依序塗佈紙

浸蘗熟，即棄滓直用純汁，費而無

刷染

物，既是染料又具有殺蟲作用，並有

圖三

味苦，氣微香，有消炎解熱、抗菌之

浸染

殺蟲卵的效用。

圖二

作用。最常用的是﹁關黃柏﹂和﹁川

黃蘗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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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清洗槽

圖一
清洗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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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鼓、脫糊等現象；因此文物本身狀態

書寫︿詔書﹀的紙是由多張紙張相疊

背紙之前應先瞭解詔書之組成狀況。

揭除的背紙更容易揭離。而在揭除

經過浸洗的詔書能夠使將要被

其在紙張搭接蓋騎縫章處，必須更謹

時，必須先理清紙層之間的關係；尤

紙接連而成︵圖六︶，在揭除背紙同

離、重組。詔書上下由加托過後的黃

並不穩定，所以修護過程中得將其揭

二、揭除背紙

而成，有部份紙層因年久老化而有空

書﹀表面與薄棉紙緊密結合，增加其

清洗過後的︿詔書﹀以薄棉紙

紙與︿詔書﹀角度越趨近平行越好，

除背紙的動作需緩慢，將被揭離的背

書﹀過於單薄支離破碎。︵圖七︶揭

暫時加固正面，不另外使用黏著劑而

才不至於將︿詔書﹀連帶拉起。︵圖

是以氫鍵作用結合

︵ 註 二 ︶， 將 ︿ 詔

縫印對接不上等問題。

慎處理。否則紙張收縮不均，容易導

背紙

穩定性，於揭除背紙時不至使︿詔

黃紙

致錯位，在修裱完成之後，會造成騎

正面暫時加固

八、九︶

三、補洞
背紙揭除後進行補紙，須補紙
處為詔書破損處。造成破損的因素
大致為紙張邊緣老化或前人所為而致
之破洞。在隱補破洞的同時，必須考
量前人補紙是否有文字書寫其上，補
紙顏色是否與破洞周圍環境顏色相當
︵因破洞邊緣處常有紙張老化褪色現
象︶，以及補紙紙張簾紋方向是否與
詔書本身一致，補紙與破洞邊緣搭接
處厚度是否過厚等問題。因書寫詔書
之紙張顏色、特性不同於其他紙張，
所以筆者使用︿詔書﹀本身之舊紙作
為補紙。另外，進行補洞時，須注意
詔書是否有與正面暫時加固層分離之
情形，進而造成脆裂，產生新的裂
痕，因此在操作的過程中必適時局部
保持潮濕。︵圖十、十一︶

四、修護後
此︿詔書﹀在修護前之劣化狀
況，大致為皺摺、破洞、翹起、脫糊
等。經清洗、攤平、補紙、小托後，
重新裝裱為鏡片形式︵鏡片，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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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揭除背紙
圖八
揭除背紙
圖九

詔書紙層示意圖
以漿糊塗抹於破洞邊緣處
圖十

去除多餘補紙

圖六

圖十一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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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襯以紙、綾或絹鑲貼，背後至少

裱托一層之裝裱形式︶，並以卷收方

式存放，便於日後典藏與展覽。︵圖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否為黃蘗染製？而前人又為何選擇黃

證實黃紙具有防蟲效果。不過黃紙是

化因素外，並無明顯蟲蛀現象，更加

看，除了邊緣磨損、脆裂等紙張老

從院藏︿詔書﹀的保存狀況來

螢光分光光度計、傅立葉轉換紅外線

能液相層析配置二極體陣列偵檢器、

檢測方式可利用科學儀器︵如：高效

性強之理由，還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期所使用之染料具有不易褪色，耐光

最後在此感謝裱書室資深修復師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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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修復前（局部）

圖十三

修復後（局部）

故閣000018咸豐遺詔（咸豐11年）修復後（全幅）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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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譜儀︶交叉比對、分析，將紙張殘

張應雙面皆為黃色，而不會有表面黃

圖十五

蘗？除了防蟲之優點外是否又較同時

另外在揭裱的過程中，筆者以更

色背面白色的效果。本件詔書之黃紙

結語

近距離的接觸與觀察，試圖從中推測

是不是如文獻中所記載的﹁染潢﹂方

故閣000018咸豐遺詔（咸豐11年）修復前（全幅）

加工過紙張由浸染而著色，照理說紙

詔書的製作過程。從揭下來的背紙裡

式下產生，仍有待更進一步研究。

片萃取出顏料後進行解密。

發現黃紙正反為黃白兩色，倘若是無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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