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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澄心堂紙 
陳大川1 

（本會會員） 

 

一、產地與紙主人 

澄心堂，南唐烈祖（李昇，南唐建立者）宴居之處，李後主在此製紙得名。961 年

李煜繼中主即位，稱後主。971 年貶國號曰「江南」。975 年宋將曹彬克金陵，南唐亡，

後主在開封當「違命侯」。978 年，傳七夕作「虞美人」詞，被毒死。 

按後主在位僅十年，製澄心堂紙可能在貶國號之前，梅堯臣詩中有：「江南李氏

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 

 

二、「虞美人」詞 與「緣識」詩 

李後主亡身之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顔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宋太宗「沈吟復再思」的詩：〈緣識〉： 

五花箋紙好，下筆欲書之； 

其意何深遠，沈吟後再思。 

按：宋趙匡胤弟光義（太宗），976 年接帝位，其〈緣識〉韻紙詩，所謂五花箋紙，

筆者以爲即日後所稱的澄心堂紙之一。有「緣」能「識」得這件亡國之君的傑作，何忍

心立即下筆！ 

 

三、何人最先獲澄心堂紙？ 

劉原甫（或父）有詩曰：「我從故府得百枚，憶昔繁麗今塵埃。 

按：原詩題目為：「去年得澄心堂紙甚惜之，輒取一軸邀歐陽修、韓維、劉攽等

人，各賦一篇並另贈紙。」由此知，1060 年前劉原甫最先得紙，並首次稱爲「澄心堂

紙」。詩中言得自「故府」（金陵），數量一百張。 

 

 

 

 

 

 

                                                 
陳大川，造紙界耆宿，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顧問，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著有《中國造紙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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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筆者整理，詩人間互贈澄心堂紙如下圖： 

 

 

 

四、詩人群對澄心堂紙「第一印象」 

1.劉敞（原甫）： 

劉詩中有「擘箋弄翰春風裡，斫冰析玉作宮紙，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

軸。……舳艫銜尾獻天子，流落人間萬無一。……」 

2.韓維： 

「江南國土未破前，澄心名紙世已傳。……當時萬杵搗雲葉，鋪出几案滑且堅。

剡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屑誰復憐。……。」 

3.歐陽修： 

「……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欲死，……奈何不寄反示

我，……。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 

4.梅堯臣： 

答劉原甫：「禁林晚入接俊彥，一出古紙還相哀。……文高墨妙公第一，宜用此

紙傳將來。」 

答宋次道：「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錢曾

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爲予嘗說江南時。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窺。城破猶

存數千幅，……。漫堆閑屋任塵土，七十年來人不知。……」 

答歐陽修：「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箋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還

可咍。……。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

臺。鸞臺天宮或好事，持歸秘惜何嫌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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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韓玉汝遺澄心紙二軸：「三得澄心紙，吾嘗再有詩。粗能條本末，不復語興衰。」 

答潘歙洲寄紙三百枚：「澄心紙出新安郡，臘月敲冰滑有餘。潘侯不獨能致紙，

羅紋細硯鐫龍尾。」 

5.郭正祥（1035 – 1113） 安徽當涂人，詩為王安石所稱。 

「李氏三世皆名書，……。澄心堂中蓄妙紙，……。當時文物稱第一，教敕往往

親函濡。……流傳既久乃珍絕，一軸不換千明珠。樂安御史輒寄我，二十五軸無纎

污。……。又如美玉才出璞，瑩采射目爭陽烏。」 

按：郭正祥晚出世，少時有詩爲梅堯臣賞識，梅 1060 年辭世，郭正 25 歲，所得

蔣御史贈 25 幅澄心堂紙，應為古紙，其紙光澤爭日，瑩如新裁美玉，與他的先輩詩人

第一眼所見相似。梅與潘谷同年過世，梅曾以古紙一張給潘仿製，潘曾以 300 新紙贈梅，

未必以新紙贈 25 歲以下的青年，而且至今所知宣紙很少知道有光滑如玉者，可見潘谷

仿製者與古紙有差別。 

6.曾極：江西人，著《金陵百詠》，曾詠澄心紙。 

「一幅降箋何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 

按：本詩諷澄心堂紙的最高價值與市上高價不售的理由：爲用以向宋王朝寫「降」

書。 

7 蘇軾：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其一「詩老囊空一不留，, 百番曾作百金收。 知君

也要雕肝腎，分我江南教解愁。」其二「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

更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按：蘇軾生年為 1037-1101 年，如中年時見到澄心紙，則南唐亡國已逾百年，必然

「古紙無多」了。 

8.蔡襄： 

癸卯（1063）年在澄心堂紙上親書「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

工者不願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值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

卯重陽日襄書。」 

按：此或為以樣品寄安徽造紙友人的信。 

 

五、書畫中所出現的澄心堂紙 

1.《蕉窗九錄》：「有澄心堂紙極佳……李伯時（龍眠）大都用此紙」，白描佛像可

追吳道子，山水似李思訓，筆墨類王維。 

2.《故宮書畫錄》：董其昌於《龍瞑山莊圖》題「龍眠自畫，則用澄心堂紙。」按：

董 1068-1077 年間中進士，正是詩人群流行贈澄心紙後期。 

3.《墨綠彙觀》：「公麟醉僧圖卷」高九寸六分，長一尺八寸。人物稍加赭色渲暈，

餘用白描，用澄心堂紙。（伯時字公麟） 

4.鄭昶《中國畫學全史》：郭子儀「單騎降虜圖卷」，筆如春蠶吐絲，而能古雅動人，

有趙子昂、陳敬初等跋語，亦用澄心堂紙。 

5.米友仁「雲山墨戲圖」全法董源，紙高六寸五分，長五尺七寸餘。《墨緣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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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仍為澄心堂紙。（長紙可用漿糊接，橫則紙起縐。） 

6.文嘉著《鈴山堂書畫記》：宋高宗書「渡人經」為澄心紙，元趙孟頫小楷「洞玉

經」謂精潔滑潤、筆墨精妙、毫髮無遺、紙高五寸、字大如黍，為澄心紙。 

7.法帖方面：蔡襄謝賜御書詩卷，蘇軾《書杜工部榿木詩卷帖》，紙潔白如玉、墨

濃如漆，或濃淡適中謂為紙之使然，亦說為澄心紙。 

8.在印版書方面，用紙數量較多，如趙文敏藏版「文選」，宋祈之「宋書」，歐陽修

之「五代史」及宋官印之「淳化閣帖」等，亦有人認為用澄心堂紙。 

9.元以後有「仿澄心堂」正式出現，如《蜀箋譜》謂澄心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

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紹興府志》載「嵊縣剡藤紙名擅天下，式凡五，藤用木椎

椎治，堅滑光白者曰硾箋，瑩潤如玉者曰玉版箋，用南唐澄心堂紙樣者曰澄心堂箋，用

蜀人魚子箋法曰粉雲羅箋，造用冬水佳，敲冰爲之曰敲冰紙，今無傳其術者。」 

10.《天祿琳瑯》目載宋版書甚多，包括董其昌所稱「漢書」、「文選」、「杜詩」為

鼎足海內之宋版書，所謂紙質如玉，墨光如漆者，尤其「文選」紙用澄心堂法，墨用奚

式為趙所寶之上品。可惜嘉慶二年武英殿大火，皆同歸於盡，此亦可視爲澄心堂紙之不

幸。 

 

六、 澄心堂紙「綜合優點」 

1. 純、堅、瑩、膩 – 歐陽修 

2. 滑如春冰密入繭 – 梅堯臣 

3. 如美玉出璞，瑩采射目 – 郭正祥 

4. 二十五軸無纖汙 – 郭正祥 

5. 乃佳工者不願為，又恐不能為之 – 蔡襄 

6. 滑且堅，超過剡溪藤骨，蜀江玉屑 – 韓維 

7. 堅滑若舖玉，舉簾勻割脂 – 梅堯臣 

8. 精、潔、滑、潤、毫髮無遺、紙高五寸、自大如黍 – 趙孟頫小楷「洞玉經」 

9. （元，仿澄心堂紙）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 - 《蜀箋譜》 

 

七、 澄心堂紙「綜合缺點」 

1. 君王獨享，亡國後始入民間，世人不知真正古紙為何。 

2. 百金不許市一枚，有錢買不到，買到也不識真僞。 

3. 多數有瑕疵的紙，皆「棄置大屋墻角堆」，選裁下來的優良品皆是小尺寸，沒

被重視。但紙好，被後來名家使用，反成佳品，如趙孟頫的「洞玉經」，紙高只有五寸；

李公麟的罪僧圖卷，紙高僅九寸餘；但是皆能書小楷如黍，會白描如春蠶吐絲，成為絕

品，缺點反成為優點。 

 

八、 澄心堂紙由壁畫來的新觀念 

細讀前文，我們實不知道澄心堂紙究竟是甚麼紙。在烈祖宴居的地方不適宜挖些

坑坑洞洞來浸泡原料，技術工人及原材料從哪裡來，文獻內毫無線索，只有一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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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造紙或買紙來在澄心堂加工，製造特別的紙。本人的主張是澄心堂只做

紙加工。 

1.原紙來自安徽新安郡 

梅堯臣、歐陽修、潘谷、蔡襄是老一代的，年齡相差不大。潘谷安徽歙州人，自

己也造紙，生於 1010 年，比梅堯臣小八歲，梅曾以他自歐陽修的最先來到民間 100 張

澄心堂紙中的一張給潘谷仿製，得到仿製新紙 300 張後，寫詩給潘說：「澄心紙出新安

郡，臘月敲冰滑有餘」，這是兩千年中第一個說「澄心紙是出自新安，並且紙很光滑」。

至於潘仿製的新紙，因梅是詩人，自述不善書，所以詩中對新紙無評語，只說「其紙如

彼硯如此，窮儒有之應瞰鬼」。鬼怕有勢人的東西，雖然是仿製品，仍有威勢在啊！後

人見從澄心堂出來準備再加工的新安紙，也會誤以為那也是澄心堂紙。 

2.加工的新紙類 

自南北朝至宋初，歷史上的新紙，第一，因使用新原料得名者，如桑根紙、蜜香

紙、側理紙、蠶繭紙、麻紙、楮紙、藤紙等。其二，因加工得名者，如青、綠、桃花等

色箋、十色紙、礬紙、硬礬紙、蠟紙、薛濤紙、松花箋、雲藍紙、硾箋、金花箋、魚子

箋、雲母箋、斑紋紙、流沙紙等不下二十種。其加工方法、或浸色法、刷染法、版印法、

撒金法，或用乾濕紙相隔多次互換槌擊使表面光滑而成硾箋，或在各色紙面塗脂抹粉而

成蠟箋、粉紙及粉蠟箋之類。槌箋聲音大、溶蠟需火是其缺點。這些加工、槌蠟之外都

適合窗明几淨、清淨無風之寬暢處工作。 

3.題壁與壁畫觀念 

古時中國文人在野店無聊時，常隨意在室內牆壁上趁興題詩一首。宗教界人物除

石雕、泥塑佛像外，也常將佛家故事圖繪壁上給人瞻仰供養。中國在隋唐以後，書畫用

紙已產量大而普遍，在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壁畫中仍繼續增繪數百年之久。 

筆者對紙與繪畫素來有興趣，曾在龍門、雲岡及西印度 Ajanta 地區的石窟壁畫的

結構大面積破損處做過研究，其結果是，在原有凹凸不平的石壁，初糊粗厚的泥土，次

塗較厚的細泥，再塗一兩層白色的石灰漿土；其粉狀顆粒越到表面越細，趁未乾透前多

次磨平打光即可作畫，而且能繪出精細的作品。 

在洞窟粉壁上作畫是固定不移的，可稱為書畫的固定載體，如將書畫繪載在絹、

紙、木板等可移動的物品上，當然可稱為移動式載體，今日以後者最為普遍，因交通發

達自會成為主流。 

8-10 世紀，在新疆及甘肅的石窟中幾乎兩者併存，尤其是在木板及粗麻布上還偶

然發現移動載體上猶如固定載體的壁畫，表面塗佈一些光滑亮麗的粉質使圖像更為細

緻、優美，日後可能由此發展出水彩、油畫，成為特殊的藝術。 

筆者從現存柏林國家博物館 -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ue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um Preussicher Kulturbesitz, Berlin）展覽品中看到用粉彩塗佈在木板、麻

布及粗紙上的摩尼教繪畫，其中有全幅塗在小尺寸的紙上，有 9x16cm、12.5x14.5cm、

2.8x12.6cm、12.4x17.2cm、8.2x11cm 等多種，使我不自覺地意識到「精、潔、滑、潤」

而「尺寸很小」的澄心堂紙，這兩者之間在製作技術上是否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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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存在柏林博物館的古董，原置放於新疆高昌一間佛教石窟中，清末民初被

德國 Albert Gruenwedel 等人搬至德國整理收藏，1982 年又被美國大都會館借去展覽，

並編印「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書名出版，使我有時間更詳細

研究從圖片的破損處看出未塗佈前的本體，有單純木板塗泥，單純大麻布、亞麻布的麻

布塗粉，單純中國早年的樹皮布紙或麻紙塗粉膠及矾、絹、棉布等；或許是當時和尚缺

乏紙張的原因，試用各種載體都能達到敬神傳法的目的。 

4.「手繪」的摩尼教畫 

試以 1902-1914 年德國 Albert Grünwedel 等考察團人員在新疆高昌寺窟取去的畫

為例，或者可對澄心堂紙的神祕性有若干突破。 

a. 塗粉木板畫與壁畫比較：粗看兩者幾乎沒有區別。 

 

 

b.塗粉木板畫與塗粉絹畫比較：絹面較細、表面稍見脫粉痕跡。 

 
 塗粉絹畫 

高昌 8 世紀 

拈花仙女                            

17.5x35.5 cm 

 

 

 

壁畫 

高昌 8世紀 

山洞佛祖 

25.0x22.0 

cm 

塗粉木板畫 

高昌 8 - 9 世紀 

吹簫仙女  

9.0x1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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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塗粉亞麻布畫與塗粉紙畫比較：麻裂處纖維明顯，紙裂處

深色邊緣有白色紙質。 

  

 

 

 

 

 

 

 

 

 

 

 

 

 

 

 

 

d. 擬為澄心紙同類

品：有一幅高昌發現的摩尼

教紙畫有正反兩面圖像，搜

藏者訂為 8-9 世紀物，長

25.5cm，高 12.4cm，應是

一幅小畫卷，沒有如其他畫

體註明為紙或麻布等載

體，只註「手繪」二字。 

 正面：印度教神祇 

  

 

 

 

 

 

 

 

背面：摩尼教宮廷 

塗粉紙畫               

高昌 8 - 9 世紀                      

侍女                         

12.6x2.8 cm 

塗粉亞麻布畫 

高昌 9 世紀 

戰神 

14.5x1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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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手繪」的摩尼教畫，從印刷出版物看，文字及人物均為精細的線條，衣服

紋路為中國風格長袍，沒有印度佛像犍陀羅式的水波紋，西域人面孔，眉毛呈倒人字形。 

另有數幅，人物頭戴高帽，有左手執筆書寫狀，藤狀花略似中國工筆畫法，有女

著胡裝，束腰開前衩，有彈琵琶者。神像均戴冠，背有圓光，面兇惡似中國古寺四大金

剛，有華服者，有袒胸凸腹者，有象鼻人身者，整體看來，為略帶中國風味的龜茲圖畫。 

     

 正面：摩尼教士在矮桌子上書寫      背面：藤花及紅黑摩尼文字 

（高昌寺院 8 - 9 世紀 17.2x11.2 cm） 

 

        

正面：二武士及六行文字   背面：教訓戴牛頭枷的罪犯 

（高昌寺院 8 - 9 世紀 8.2x11.0 cm） 

  

這些無法確定為紙、麻、絹的摩尼教故事畫，筆者從畫面精晰、細密、平整、畫

中折損處痕跡，及裂邊纖維與紙質等研判，認為是精工的塗佈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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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手繪」紙即「澄心堂紙」的可能性 

中國隋唐時期的粉蠟箋是先在紙上刷膠，再撒粉塗蠟增加光澤，而新疆石窟發現

的塗佈紙則像今日塗佈紙。今日機器造紙再加工的銅版紙，在加工前必須先準備塗佈藥

液、細粉，如白土、滑石，越細越好。好的膠不會變臭，能使石粉、顏色粉與紙之表面

沾合，讓紙面久不脫粉，而且要有溫和如玉的光澤，此為各廠家所謂的私密配方。刷子

毛的強度要好，要塗刷均勻而不掉毛，均勻塗刷後還要整體表面光、滑若切玉的功夫，

更要堅滑而宜書宜畫。新疆高昌藏的摩尼教畫用紙，大致已俱備了這些條件，與北宋諸

詩人第一次看到的澄心紙印象，可能也大致相同。 

高昌的摩尼教畫數百年來未離開西方，而東方的澄心堂紙也沒有石窟壁畫的製作

概念，這兩者是如何相遇的？ 

公元 747 年唐玄宗命全國「士通一藝以上者」均須詣京修內府圖書。摩尼教約於

690 年進入中原，那些用高水準塗佈紙繪成的摩尼教畫，便是在教士入唐一百餘年中受

大唐文化影響的產物。唐玄宗曾命吳道子畫嘉陵山水，吳創游絲描，正是摩尼教士入唐

不久。這些「小紙」畫，有的只有人的拳頭寬，小筆、小線條、小幅，有塗佈「壁畫」

牆壁經驗的摩尼人或他帶來的技師，使澄心堂有創製新塗佈紙的條件都完全具備了。 

南唐李後主在位十年開始使用新安郡所造的紙（楮皮或橝樹皮），試仿製加工為

當時新創的五色花紙或其他的新產品，摩尼教人加入後，試製首要的塗佈液再塗刷、加

光及表面處理（描花、印花或灑金等），這段工作比抄紙技術困難很多。 

好的白粉及顏料在中國不成問題，好的膠很難說，古時中國人是大量使用牛皮膠、

羊角膠及魚骨膠等，松香也用在文房方面，蛋白及植物膠水也偶有用到，大量使用的動

物膠都有難於克服的臭味。中東自古即用樹脂，猶太教獻上帝的乳香，就是微有香氣透

明的樹幹排出物，在沙漠綠洲中生長的阿拉伯樹，更是中東地區最必須用的阿拉伯樹脂

的主要來源。南唐正處在五代十國的混亂中，紙張特殊加工所需的材料及助料，很難能

夠正常供應。人員製作新紙的技術也是在摸索中求進步，成品中一部分好，一部分有瑕

疵是在所難免，「幅狹不堪作詔命」的零碎「小紙」自然只有堆在牆角。 

國破了，技術人員鳥獸散，隨身帶幾張加工不全的狹幅廢品回新疆，供當地畫家

繪神像，存放石窟中供養。勢必「小紙」也不許多帶，那些被德國尋寶家完全拿走的，

才只有那麼幾張。這情境也就是為什麼剛學會生產一般日用紙的邊疆地區，能發現唐、

宋以來僅有的「純、堅、瑩、膩」的紙質摩尼教小書及小圖畫。751 年造紙法始入中東，

兩百年中不可能發展出如此好紙。 

一千年前吟韻澄心堂紙的詩情，竟然有實際物件在半個地球外的柏林博物館，如

果有機會、希望去一趟柏林，能夠當面體味，這也猶如宋太宗趙光義的詩，是值得「沉

吟復再思」的。 

 

九.結語 

澄心堂紙為北宋開國初期所見的名紙，製作於南唐烈祖宴居的澄心堂得名。主事

者李後主在位時百金不許賣一張，民間難見，故只知其名，縱然獲得也不知真假，可以

說是一種神秘的古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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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澄心堂紙為特殊的塗佈加工紙，與今日機器製作的早期銅版紙頗為近

似，其外表大致像北宋詩人所形容的「精、潔、滑、潤、純、堅、瑩、膩」，所不同的

是加工時塗佈液的配製，銅版紙著重濃厚油墨在高速印刷時墨彩光潤，速乾而墨汁不遷

移到其他白紙上。而澄心堂紙著重於手書，更必須適於中國筆墨與彩色的多樣變化，保

有特殊墨韻而筆鋒毫髮無遺。 

試製中的澄心堂紙，南唐亡國前似乎品質尚未一致，塗刷時一張紙上亦多不同優

劣部分，為選取其中較優部分留供他用，因此庫存中才出現不同尺寸的「小紙」，詩人

不察，始有將澄心堂紙都吟成「幅狹不堪作詔命」、「棄置大屋墻角堆」的詩句。 

「澄心堂紙」似乎是一個集合名詞，不是指澄心堂所製多種紙中的一個代表紙名。

例如宋太宗的「緣識」詩所使用的「五花箋紙」，必定是宋佔領金陵後第一個收到得自

投降者來的澄心堂紙，否則不會在「下筆欲書」時，因「意」義「深遠」，才會「沈吟

復再思」。 

澄心堂是前朝君王接待貴賓「宴」「居」的場所，不適宜將造紙原料的竹子、楮

樹皮之類在這裡挖坑泡水。筆者以為這裡是由外地製成的紙運此加工成美紙的所在，詩

人吟韻中才有「澄心紙出新安郡」之句，新安在安徽，鄰近金陵。 

多年前筆者遊柏林參觀博物館時，錯失細察來自高昌石窟的摩尼教小書與小畫，

今日研判該畫用紙乃澄心堂紙的次等品或廢品，純從運送美國展覽時的印刷品研判得

來，亦未見有學者提出此種想法，本文純屬個人雛見，如能由此文引出對神秘澄心堂紙

的研究熱忱，則是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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