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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一、前言 

  由金門蔡氏宗親會所收藏之「蔡復一畫像」，現存於金門縣金沙鎮蔡厝。 

蔡復一，福建同安縣人，歷任晚明湖廣參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右副都

御史、兵部右侍郎等職，最終官至「五省經略」，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

兼巡撫貴州，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盡皆聽其節制，是明代晚期重要

歷史人物，相關文獻史料諸如《明光宗實錄》、《明熹宗實錄》、《國榷》、《明史》、

《同安縣志》等書，皆有載蔡復一生平史事。由於蔡復一為晚明萬曆、天啟朝政

壇與文壇的知名人物，在金門亦有相當大的知名度與影響力，故而衍生出不少有

關蔡復一之傳說，諸如「眇目跛足」、「七鶴戲水」、「潤餅」、「無天無地」等鄉野

逸事，進而影響了後世對於蔡復一具體面貌的客觀認識。至於蔡氏宗親會所收藏

的「蔡復一畫像」，則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幅紀錄蔡復一容貌細節的傳世肖像畫與

祖先畫像，其珍貴性自當無須言喻。 

  為求能完整確認「蔡復一畫像」之文化資產價值與重要性，並慎重保護本件

重要文化資產，金門縣文化局遂於 2017 年決議委託國立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

系，針對「蔡復一畫像」進行文物研究分析與科學檢測，結合藝術史古物研究、

歷史資料考證、科學儀器檢測等跨學科研究分析，以期能完整確認「蔡復一畫像」

之文化資產價值與重要性，同時也希冀透過本研究案，為「蔡復一畫像」之後續

文化資產古物分級指定與保護，提出專業之學術建議。 

  本計畫結案成果報告共分為肆個部份，分別是文物研究、科學檢測、研究成

果綜述，以及文化資產後續工作建議，本報告另有七項附件，分別是文物普查建

檔資料表（第一階段）、文物普查研究調查表（第二階段）、文物普查調查研究－

口述史料記錄表、本研究所採用各項科學檢測儀器型號說明、XRF 成份分析檢測

數據、文物儲放櫃檢測及認證資料，以及期中與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與回覆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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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參與本計畫案之單位與工作人員名單如下： 

（一）委託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二）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三）本計畫各階段執行進度 

  本計畫執行自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起，實際執行期中報告 90 天繳交，期末

報告 180 天繳交，成果報告書為期末報告後再編印。工作項目與規劃期程如下表

所列，包括文物規劃研究、研究資料收集、文物登錄、文物攝影、科學分析比較

與研究、撰寫結案報告等工作，實際合約工作時程 180 天，共 6 個月。本研究案

委託契約所訂總金額為新臺幣陸拾玖萬元整。 

 

表一：進度規劃表 

時間 

項目 
106/03 106/04 106/05 106/06 106/07 106/08 

文物包裝運輸與 

規劃研究 

      

資料收集       

文物形制與 

風格研究分析 

      

文物科學檢測與分析    

 

   

  

損壞調查        

整合分析研究       

撰寫結案報告       

結案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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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計畫工作編組 

  本計畫設置計畫主持人 1 名、協同主持人 1 名、碩士生兼任助理 2 名，另安

排協助文物研究判讀與裝裱檢視人員、文物調查攝影人員，以及工讀生協助整理

資料與數位圖像建檔工作，研究分工如下： 

1. 計劃主持人：盧泰康教授（全案規畫與執行、文物調查研究與判讀） 

2. 協同主持人：邵慶旺助理教授（科學檢測分析） 

3. 兼任研究助理：曾鵬璇（統整並參與全計畫執行，協助史料分析） 

4. 兼任研究助理：陳俞君（協助科學檢測與分析工作） 

5. 協助文物研究分析：廖伯豪 

6. 協助裝裱工藝檢視：范定甫 

7. NIR（展色劑檢測分析）：王貞富教授、博士生龔琳雅 

8. X 光透視檢測：精彩無限光影技術有限工司 

9. 文物線稿及破損圖繪製：王汝衡 

10. 工讀生：張子杰（協助資料整理與數位圖像建檔工作）、王汝衡（協助本

案線稿與破損圖繪製）、李琪（協助資料整理與數位圖像建檔工作）、呂

欣怡（協助文物攝影工作）、杜恆箴（協助科學檢測資料彙整工作）、馮

淳蔚（協助文物攝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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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份 文物研究 

  本章為第壹部份，係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全面性、整合性文物研究與分

析鑑定，研究內容共分為十一個部份，各節名稱分別為「蔡復一生平與官職品秩」、

「蔡復一畫像的祭祀與流傳」、「人物形象與面容」、「用筆線條與施彩設色」、

「袍服與方補」、「帽冠形制」、「革帶形制」、「腰牌」、「剔犀紋踏几」、

「座椅獸皮外罩」，以及「裝裱形式分析」。以上分析論證分別運用了文獻史料、

考古與傳世文物資料、歷來相關研究論述，同時輔以本研究第貳部份科學檢測分

析結果，全面考證「蔡復一畫像」的史料文獻與口述紀錄、人物形態、藝術表現

形式與技法，及其服裝、帽冠、革帶、家具等規制特徵與細節，藉以判讀與分析

「蔡復一畫像」之具體年代、藝術形式與文物內容細節特徵、歷史與文化脈絡，

以及裝裱形式等具體學術認識，最後方能針對本件文物進行價值分析，同時確認

其重要性，最後做出事實判斷。以下就各節內容逐一分述： 

 

一、蔡復一生平與官職品秩 

  蔡復一，字敬夫，號遯庵，人稱元履先生，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翔風里蔡厝人

（今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有關蔡復一生平諸事之年譜梳理，可見陳慶元〈金

門蔡復一年譜初稿〉一文，1至於史料所載蔡氏一生所任官職與品第，則見本研

究表二所彙整編年資料。復一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幼即絕慧，年十二，

作「范蠡傳」萬餘言；年十九，領萬曆甲午科（1594）鄉薦（舉人），萬歷乙未

科（1595）第七名進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兵部車駕郎中、兵部武庫郎中等職，

居郎署十七年。萬曆三十九年（1611）36 歲，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後升任

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等職。明熹宗天啟二年（1623）48 歲，以右副都御史，撫

治鄖陽，兼制三省。天啟四年（1624）49 歲，任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右

                                                      
1 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譜初稿〉，收於《2012 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臺南：

金門縣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 年，頁 1-4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AE%8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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僉都御史，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經略五省。明熹宗皇帝特

賜尚方劍，以重事權，便宜行事，平定苗亂。天啟五年（1625）日夜治兵事，精

神耗廢，幾無休輟，患瘧下血，遂於十月病逝於平越（今貴州福泉市）軍中，遠

近震悼。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賜祭葬，謚號「清憲」。 

  蔡復一為人嚴正耿直，坦率平易，其摯友池顯方言其： 

   與人交，率以道義相勉。人有微長，獎借若渴。生平無疾言遽色，至關國

家利病，民間休戚，雖大吏前亦諤諤無少詘。性最慈，每覆爰書，研思停

筆，惟恐妄罪一人。2 

  蔡復一的一生，功勳卓著，聲譽溢於朝野，為宦秉行「報國恩以忠心，擔國

事以實心，持國論以平心」，其不僅是晚明時期「經略五省」，運籌帷幄，平定苗

亂的將帥之才，同時亦為名重一時的博學文才。3晚明何喬遠《閩書》稱： 

   復一學愽才高，下筆千言，兼工四六。他諸著作，皆崇論谹議，涵古茹今。

至書牘奏議之文，慷慨談天下事，切劘豪貴，披吐肝膽。而詩則出入漢、

魏、唐、宋間，居然一代名作。4 

  清代林焜熿《金門志》亦稱蔡復一：「學博才高，諸著作皆崇論宏議；至書

牘奏議之文，慷慨談天下事，切中時弊。」5 

  本研究專門針對金門縣蔡氏家族所藏「蔡復一畫像」進行研究分析，確認了

「蔡復一畫像」屬於典型「明代官員肖像畫」（見下文本章第三節），畫中像主正

身端坐，穿戴明朝官員之「烏紗帽」與「方補袍服」，反映其蔡復一生前尊榮與

官職地位。以下本節先就蔡復一生平所任官職與品秩，進行史料梳理確認，以利

後續圖像細節內容之判讀分析與交叉比對。 

  蔡復一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舉進士，之後在京任職長達十七年，

初授刑部主事（正六品），歷任兵部車駕郎中（正五品）、兵部武庫郎中（正五品）

等職。萬曆三十九年（1611）外調陞遷湖廣參政（從三品），後任按察使（正三

                                                      
2（明）池顯方，《晃岩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74 年，頁 297-303。 
3 郭哲銘，《浯鄉小事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年，頁 58-60。 
4（明）何喬遠，《閩書》，「卷之九十一英舊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744。 
5（清）林焜熿，《金門志》，「卷十人物列傳（二）宦績」，台北：大通書局，1984 年，頁 252。 



 

7 
 

品），督餉湖北。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易州兵備。明熹

宗天啟元年（1621）再陞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此時的蔡復一已是明朝官職中

「從二品」之高級官員。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蔡復一以右副都御史（正三

品）之職，擔任掌管湖廣及其周邊廣大特區的地方大員，撫治鄖陽，兼制三省。

天啟四年（1624），蔡復一以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右副都御史（正三品）或右

僉都御史（正四品）之銜，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至此，蔡

復一實際上已是擔任所謂「五省經略」之重職，西南諸省之廣西、雲南、四川諸

郡鄰貴州者，盡皆聽其節制。天啟五年（1625）十月蔡復一卒於貴州平越軍中，

皇帝追贈其為「兵部尚書」，屬正二品。至於後世文獻所謂詔贈蔡復一「大司馬」

之說，實為明清時期對於「兵部尚書」之復古別稱，漢晉南北朝時期所稱之「大

司馬」，即是當時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尉」。6 

  有明一代，擔任中央政府六部長官的「尚書」，屬「正二品」之秩，到了十

八世紀三十年代的清朝雍正時期，「尚書」始正式被提升為「從一品」。根據《清

史稿》所載：「吏部尚書，初制（1644-），滿洲一品，漢人二品。順治十六年（1659）

改滿尚書二品。康熙六年（1667）復故，九年（1670）仍改正二品。雍正八年（1730）

俱定從一品。各部同。」7 

 

表二：蔡復一生平所任官職與品秩彙編 

紀年 
年 

歲 
蔡復一生平所任官職與品第 出處 

明神宗 

萬曆四年 

丙子（1576） 

1

歲 

「出生」 資料 6：頁 13 

明神宗 

萬曆十五年 

丁亥（1587） 

12

歲 

「年十二，用史法作《范蠡傳》萬餘言，」 資料 5：頁 297 

「年十二，作〈范蠡傳〉萬餘言；」 資料 9：頁 248 

明神宗 18 「年十八，試冠諸生。」 資料 5：頁 297 

                                                      
6 蘇清足，《歷代職官小辭典》，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0 年，頁 46-47。 
7（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六「志第八十九職官一」，北京：新華書店，1976 年，頁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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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 

二十一年 

癸巳（1593） 

歲 

明神宗 

萬曆 

二十二年 

甲午（1594） 

19

歲 

「明年舉省試，主者錄其論以獻。」 資料 5：頁 297 

「年十九，領萬曆甲午科鄉薦。」 資料 8：頁 74 

「萬曆甲午舉人」 資料 9：頁 248 

「萬曆甲午、乙末，年十九聯捷進士。」 資料 10：頁 297 

明神宗 

萬曆 

二十三年 

乙未（1595） 

20

歲 

「萬歷二十三年進士。」 

（進士出身） 
資料 4：頁 6459 

「又明年舉南宮」（進士出身） 資料 5：頁 297 

「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進士出身） 資料 9：頁 569 

「明年，成進士。」（進士出身） 資料 9：頁 248 

「聯登乙未科第七名進士」 資料 8：頁 74 

明神宗 

萬曆 

二十四年 

丙申（1596） 

至 

明神宗 

萬曆 

二十九年 

辛丑（1601） 

21

歲 

至 

26

歲 

「丙申，拜比部郎曹。」（五品） 資料 5：頁 298 

「除刑部主事，」（無明確紀年） 

（刑部主事；正六品） 
資料 4：頁 6459 

「授刑部主事；即疏劾石星冒殺平民要

功狀，御審處死，中外憚之。歷員外郎」

（無明確紀年）（員外郎；從五品） 

資料 9：頁 248 

「受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有所平反，

多出其判。丁兩艱，」（無明確紀年）（刑

部主事；正六品，員外郎；從五品） 

資料 10：頁 878 

明神宗 

萬曆 

二十九年 

辛丑（1601） 

26

歲 

「辛丑，疏養南還。」 資料 5：頁 298 

「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 資料 9：頁 574 

明神宗 

萬曆三十年 

壬寅（1602） 

27

歲 

「明年冬，贈公歿母。公踴躃欲絕，疏

請終六年服。」 
資料 5：頁 298 

「明年，公與陳安人相繼卒。」 資料 9：頁 574 

明神宗 

萬曆 

三十四年 

丙午（1606） 

31

歲 

「除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 

（刑部主事；正六品） 
資料 4：頁 6459 

「丙午，補駕部，每陳籌邊事宜，司馬

采以入告。」 
資料 5：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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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車駕郎中；正五品） 

「丁兩艱，服除補兵部車駕，遷武庫郎

中。」（兵部武庫郎中；正五品） 
資料 9：頁 249 

明神宗 

萬曆 

三十九年 

辛亥（1611） 

36

歲 

「始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 

（左、右參政；從三品） 
資料 4：頁 6459 

「久之，擢參知湖廣。」 資料 5：頁 298 

「遷湖廣參政，分守荊、岳」 

（左、右參政；從三品） 
資料 9：頁 249 

明神宗 

萬曆四十年 

壬子（1612） 

37

歲 

「壬子六月，雨驟江漲……癸丑復然。

公方多賑恤。……」 
資料 5：頁 298 

「壬子、癸丑，雨驟江漲，堤蕩盡決，

極力賑恤。」 
資料 9：頁 249 

明神宗 

萬曆 

四十一年 

癸丑（1613） 

38

歲 

「時湖北三道並缺主者，檄公署篆。」 資料 5：頁 298 

「時三道並缺，奉檄兼署。」 資料 9：頁 249 

明神宗 

萬曆 

四十三年 

乙卯（1615） 

40

歲 

「進按察使」（正三品） 資料 4：頁 6459 

「進按察使，督餉湖北。」 

（正三品） 
資料 9：頁 249 

明光宗 

泰昌元年 

庚申（1620） 

45

歲 

「起原任湖廣布政使蔡復一，為山西右

布政使、易州兵備。」 

（湖廣、山西布政使；從二品） 

資料 1：頁

13120 

明熹宗 

天啟元年 

辛酉（1621） 

46

歲 

「陞易州兵備道、山東右布政使蔡復一

（筆者按：應為山西），為山西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山西布政使；從二品） 

資料 2：頁

13321 

「擢山西左布政，以病告南而返。」 資料 9：頁 250 

「久之，擢山西左伯。」（從二品） 資料 5：頁 299 

明熹宗 

天啟二年 

壬戌（1622） 

47

歲 

「天啟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兼制三省，益勵清白。」 

（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資料 9：頁 250 

明熹宗 

天啟三年 

48

歲 

十二月丙午條：「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

蔡復一劾……」（右僉都御史：正四品） 
資料 3：頁 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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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1623） 

明熹宗 

天啟四年 

甲子（1624） 

49

歲 

二月辛丑條「改撫治鄖陽蔡復一，為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右僉都御史：

正四品） 

資料 3：頁 5262 

三月戊寅條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蔡復一上六議，

曰……」（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資料 3：頁 5270 

四月庚寅條 

「蔡復一為總督湖廣辰常等軍務，兼巡

撫貴州」 

資料 3：頁 5274 

「丙午，賜貴州總督蔡復一尚方劍」 
資料 2. 頁

13727 

四月丙午條 

「丙午，賜貴州總督蔡復一尚方劍」 
資料 3：頁 5276 

四月辛亥條 

「貴州巡撫蔡復一言黔之潰兵……」 
資料 3：頁 5278 

「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歿，進復一兵部右

侍郎代之。……。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

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

劍，便宜從事。……因命廣西、雲南、

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兵

部右侍郎；正三品） 

資料 4：頁 6459 

「朝廷用復一為兵部侍郎，賜劍尚方，

節制五省。」 
資料 11：2744 

「經略五省，提調兩省，賜尚方劍，便

宜行事。」 
資料 8：頁 74 

  

「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貴州、雲

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

便宜從事，節制五省。」 

資料 9：248-252 

「歷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特賜尚方寶劍，以重事權，總督川、

湖、雲、貴、廣西軍務，征苗勞王事。」 

資料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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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 

天啟五年 

乙丑（1625）

  

50

歲 

「總督貴州蔡復一以水利師潰，列諸 

將罪，復具疏自劾」 

資料 2：頁

13800 

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河。賊從後襲擊，

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時復一為總督，

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湖廣、陜西

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欽等

深入，四川、雲南兵皆不至。復一自劾，

因論事權不一，故敗。巡按御史傅宗龍

亦以為言，廷議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

專督五路師。御史楊維垣獨言燮元不可

易，帝從之，解復一任聽勘……。 

資料 4：頁 6459 

「十月朔日，發疏，不能拜，叩首上床。

越四日，猶手自批答，端坐而化，」 
資料 5：頁 301 

「十月。卒於平越軍中，」 資料 10：頁 882 

稱蔡復一 

逝世後稱追晉 

「兵部尚書」者 

 

「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謚

清憲，任一子官。」（正二品） 
資料 4：頁 6459 

「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賜

葬，謚清憲蔭一子官，」 
資料 10：頁 882 

「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謚

清憲，任一子官。」 
資料 9：頁 252 

稱蔡復一 

逝世後稱追晉 

「大司馬」者 

「公歿後，傅直指疏公功高，詔贈大司

馬，蔭一子，賜諡“清憲”。廷議欲諡以

“忠”，避魏璫名也。」 

資料 5：頁 301 

「詔贈公為大司馬，蔭一子讀書太學。」 資料 6：頁 2 

資料來源： 

1. 〔明〕葉向高等纂，《明光宗實錄》，卷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66 年。 

2. 〔明〕溫體仁等纂，《明熹宗實錄》，卷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1966 年。 

3.（明）談遷著，《國榷》，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 

4.（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一百三十七」，臺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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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書局，1974 年。 

5.（明）池顯方撰，廈門圖書館校注，〈蔡敬夫先生傳〉，收於《晃岩集》，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年。 

6.（明）張燮撰，〈明總督貴州等處兵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

諡清憲蔡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收於《群玉樓集》，卷五十三，明崇禎

十一年閩漳氏家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縮影資料。 

7.（明）鍾惺撰，《隱秀軒文宿集》，「傳一，〈蔡（用明）先生傳〉」，收錄於《隱

秀軒詩集（中）》，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 

8.（明）洪受撰；（清）黃鏘補錄；（民國）郭哲銘譯釋，《滄海紀遺譯釋》，「人

才之紀第三」，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8 年。 

9.（清）林焜熿，《金門志》，卷十「人物列傳（二）宦績」，臺北：大通書局，

1984 年。 

10. 臺北市福建省同安縣同鄉會編，《福建省同安縣志》，卷之二十八「人物錄鄉

賢」，臺北：海天印刷廠，1986 年。 

11.（明）何喬遠，《閩書》，「卷之九十一英舊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發行，1994 年。 

12.《蔡厝蔡氏族譜》，手抄引印本，未出版，金門青陽蔡氏裔孫蔡元友提供；轉

引自宋孟琪，《流動的界線：金門人物傳說與史料之間的關係》，國立金門大

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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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復一畫像的祭祀與流傳 

    本研究透過訪查蔡氏家族第三十二世數名耆老之口述資料（參見本研究附件

三內容），可以較為清楚確認「蔡復一畫像」的傳世歷程，以及其蔡氏家族崇祀

「蔡復一畫像」的具體狀況。 

    蔡復一為金門蔡厝蔡氏家族第二十一世祖，而「蔡復一畫像」為該家族一代

接續一代傳承保有之重要文物，受訪人自幼即有印象，知曉此畫的存在，但此畫

像保存歷史久遠，已無從確認其確切年代。因為蔡復一在蔡氏家族歷史上成就甚

為顯赫，屬家族重要典範人物，故蔡氏家族相當重視此一傳世畫像，每年祭拜祖

先之時，同時亦會祭拜蔡復一，且長年不綴。 

    蔡氏家族每年祭拜「蔡復一畫像」的時間，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冬至」祭

祖之時（約農曆一月）。第二次是農曆十月初四，為蔡復一的忌日（見本章第一

節表二 1625 年條項）。祭拜畫像的方式，是在祭祀之時，將「蔡復一畫像」攤開，

然後垂掛懸吊起來，掛釘是固定於廳堂神主牌位之後。然後再行祭拜。祭拜時捻

香敬獻，而每戶都會準備供品以行祭祀，祭拜儀式的時間約一個小時左右結束。

祭拜完成後再將畫像收存起來。民國八十幾年以後，由於擔心頻繁打開畫像造成

損壞，所以就用照相複製品取代真品祭祀，至於畫像原作就幾乎不再拿出來了，

故至此以後的二十餘年之間，只有兩次至三次被打開。 

    「蔡復一畫像」本來存放於蔡復一的故居，也就是他原本出生的地方，今日

金門縣金沙鎮光前里蔡氏宗祠旁的蔡厝一號（圖 1），已經過世的蔡順發的家，

後來因為房屋老舊，門也未有上鎖，故由蔡厝所有宗族成員擲筊後決議，轉移至

蔡流冰處長家裡收存。 

    「蔡復一畫像」曾經被修補過，時間約略在民國四十幾年時，是當時金門縣

金沙鎮的葉德輝進行「上漆」，他是鎮公所的公務員，8本身喜歡畫畫，但蔡氏族

                                                      
8 葉德輝曾任金門縣金沙鎮鎮長，怒潮學校畢業，任期為民國49年（1960）6月1日至52年（1963）

3月12日。引見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上冊》，卷四政事志「政務」，金門：金門日

報社印刷廠，1968年，頁405；楊天厚、林麗寬編撰，《金門縣金沙鎮志（上）》，「政事篇」，

金門：金門縣金沙鎮公所，2002年，頁70-7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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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道用什麼材料去修補的。 

    本件畫像另在民國五十幾年時，曾經有重新補裱，是因為蔡厝宗親們看到「蔡

復一畫像」的保存狀況不佳，所以用塑膠透明布把它黏起來，就是以很簡單的方

法，用車縫機將其接綴起來。 

 

 

（圖 1）金門縣金沙鎮蔡厝 1 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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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形象與面容 

（一）明代「肖像畫」與「蔡復一畫像」 

  中國古代將人物肖像畫稱之為「寫真」、「寫照」、「傳影」、「傳神」或「真

容」，而帝王肖像畫則稱為「御真」或「御容」。肖像畫具有真實紀錄畫中主人

形貌的功能，在攝影技術尚未發明以前，運用寫生繪圖的方式，呈現像主之頭

像、全身像或群像等圖像形態，用以紀念、祭祀瞻仰、規鑒警世或趣味賞玩。

由於中國民間社會的實際需求，以平民為對象的肖像繪畫，以及為去世先祖追

繪的遺像畫，在宋代得到了具體的發展，並在明清時期達到極盛。這種民間祖

容像做為供奉祭祀之用途者，多為「整身」的全身畫像，有以獨張的形式出現，

亦有以男、女分成兩幀一對的形式出現。
9根據學者劉永年近年針對明清時期華

南地區祖先畫像崇拜習俗的研究成果可知，明代時崇祀祖先畫像已經是比較流

行的一種現象，在江蘇的太倉州、崑山以及浙江諸曁的明代所刊方志中，明確

記錄了民間在祠堂或中堂懸掛祖先畫像，設供香燭糕果茶飯，祭祀參拜祖先畫

像的紀錄，而作者在福建連城縣實地考察所見，甚至看到了四堡地區鄒氏家族

所保存的明代祖先畫像實物。10而透過華南各地方志所載內容可知，清代崇拜祖

先畫像的習俗更為普遍，舉凡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與廣東各省，皆

可見大量地區存在這類祭祀行為。至於祭祀的時間則以每年「正月新年初一」

或「歲終除夕」為多，亦有在「冬至」或「中元節」時懸掛祖先畫像進行祭拜

者。11 

金門蔡氏家族長期保存收藏的「蔡復一畫像」，具備了提供蔡氏後人祭祀瞻

仰的功能，是受到蔡氏後代子孫永遠追思與崇敬的「祖先畫像」。中國傳統尊祖

敬宗、供奉祭祀的“孝道”觀，直接體現在「祭」的行為上，而這樣的孝行之道，

                                                      
9 吳衛鳴，〈民間祖容像的傳承〉，收於《藝術史與藝術理論》，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

年，頁 143。 
10 劉永華，〈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祖先畫像崇拜習俗〉，《廈大史學》第二輯，廈門：廈門大學，2006

年，頁 181-197。 
11劉永華，〈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祖先畫像崇拜習俗〉，頁 18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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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忠實地反映在後世子孫對於「祖先遺像」的追思和悼念。因此要求形象逼真

和酷似，就成為了相當重要的標準。只是畫像繪製者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民間

畫工，故其藝術性良莠不齊，且帶有很強的商業性和應急性。12 

    明清時期的男性祖先畫像，頗多呈現當朝官員的形象，畫中人物多采正身

或側身端坐，身著各式朝服衣冠（含花衣、朝服、公服、常服…等樣式），透過

服色、章紋等服制特徵，可充分彰顯像主生前榮寵與身份地位。至於金門縣蔡

氏家族所藏「蔡復一畫像」，亦可以被歸類於典型的中國古代「官僚縉紳肖像畫」，

此類肖像畫十分注重描繪對象的官階、職位和權勢等級高下區別，而為了顯示

像主生前崇高的地位和不凡氣派，本類肖像畫在描繪像主門第、品級高低的衣

冠服飾等方面，顯得尤為精細入微，其特徵誠如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

言：「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13 

金門蔡氏家族傳世收藏之「蔡復一畫像」，作者佚名，畫作含裝裱全高 206

公分，全寬 98 公分（圖 2），畫心部份：全高 132.5 公分，全寬 82 公分（圖 3）。

畫中蔡復一呈現正面形像，端坐於虎皮座椅之上，頭戴明朝官員烏紗帽，面容

五官輪廓清晰，左眼全張、右眼眼簾垂闔曲閉，上唇與下巴處皆見蓄鬍，頸間

露出白色交領內衫，外著緋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寬袖，胸前縫綴有一方「彩繡

雙鶴雲紋」補子。人物右手垂放於膝前，左手輕抬托扶腰間板帶，左袖下方垂

著一塊長條狀藍色塊面，下身垂足端坐於椅之上，座椅外罩虎豹之類的動物皮

毛，椅下端兩側可見帶爪虎掌形態之皮毛飾件垂下。袍服下擺處露出一雙皂靴，

靴底面呈白色，踩踏於飾有雲頭紋裝飾的踏几家具之上。 

 

                                                      
12 徐默，《晚明、清代肖像畫的藝術表現形式》，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年，頁 25。 
13 單國強，〈肖像畫類型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四期，頁 17；徐默，《晚明、清 
 代肖像畫的藝術表現形式》，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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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蔡復一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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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蔡復一畫像「畫心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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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蔡復一畫像」做為珍貴的傳世「祖先畫像」文物，可以算是目前臺灣、

澎湖、金門、馬祖等地所見最早的祖先畫像，所屬年代可上溯至十七世紀初期的

晚明天啟年間（見本章以下各節考證），其他臺灣各地傳世的祖先畫像案例，絕

大部份要晚至清代後期的十九世紀。以彰化縣大村鄉賴氏家族所藏十四世賴樸園

畫像為例，經分析研判應為十九世紀前期（1818-1823）所畫。金門金城北門林

家所傳祖先畫像，所屬年代約在道光年間。新竹竹北忠孝堂的祖先畫像則屬道光、

同治年間；新竹新埔張氏家廟張雲龍畫像，可見光緒二十年（1894）落款。14至

於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之著名傳世國寶「鄭成功畫像」，其年代雖被粗略判定約

為十七世紀，但近年經過筆者深入考證後，確認其實際所屬年代，應該要晚至清

代的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左右。
15 

    有關明清時期中國肖像畫的發展流派之別，清代前期的張庚在《國朝畫征錄》

提出以下論述： 

   寫真有兩派，一種墨骨，墨骨既成，然後傅彩，以取氣色之老少，其精神

早傳於墨骨中矣，此閩中波臣之學也；一略淡墨，勾出五官之大意，全用

粉彩渲染，此江南畫家之傳法。16 

  明末清初時期民間祖容像的繪製，主要還是沿用上文所引的所謂「江南畫家

之傳法」，使用淡墨寫實勾繪像主五官輪廓，全畫施以粉彩渲染。至於此一時期

「波臣派」則尚未形成徹底性的影響。目前收藏在江蘇省南京博物院的《明人肖

像冊》紙本，共十二幅（圖 4），其各幅作品所繪對象，皆為明代晚期江南地區

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其成畫時間大多為萬曆朝後期的晚明時代，屬於民間畫師

中的高手之作，可算是「江南畫法」的代表作品。其畫法正如元代王繹《寫像秘

訣》中所述，先以「淡墨霸定」框格，然後「逐旋積起」，即略用淡墨，勾出五

                                                      
14 以上傳世「祖先畫像」之具體年代案例，引見李建緯，〈祖先的「再現」－彰化大村賴氏祖  
 先像的品級、風格與功能〉，《「微物史觀」與地方社會—第三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中：逢甲大學，2017年，頁195-260。 
15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 年， 
 頁 21-57。 
16「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張庚，《國朝畫徵錄》，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66044，點閱時間：2017 年 0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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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部位之大意，全用粉彩渲染的「江南所傳之畫法」，屬典型的重彩設色派。另

一方面，《明人肖像冊》中每幅人物形象格式構圖統一，極類似現代的「工作證

件照」。人物個性鮮明，筆法寫實，形象厚重飽滿，富有立體感，肌膚、皺紋、

雀斑、面痣、髭鬚等生理細微處，刻劃得毫釐不爽，堪稱中國肖像畫的「超級寫

實主義」作品。其人物面部的五官比例、骨骼結構及肌肉穿插與現代解剖學非常

吻合，讓人不禁折服。十二位像主的眼白，均以高光點綴，「白染瞳子外兩筆」

以作提神。此套肖像冊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除了人物五官精細入微的刻劃之外，

眼睛的描繪亦極為傳神，反映了畫家深入刻劃的繪畫能力，以及對不同人物內心

世界敏銳的觀察力。17 

    此外，也有研究者認為《明人肖像冊》的繪畫技法，不僅來源於傳統繪畫，

同時也完美結合了西方繪畫技法，例如肖像畫中所有眉弓骨、面頰與顴骨，是以

「面」的手法，運用色彩順著結構塑造這樣的人物形像，不但有色彩造型意識，

也呈現了體積與結構，給予人視覺上的真實感，帶有西方「自然主義」的繪畫特

徵觀念。
18 

  整體說來，根據「蔡復一畫像」的內容題材、畫面佈局、人物細節特徵，以

及用筆與施彩表現手法來看，風格特徵相當類似上述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人肖像

冊》，可以被認定是具有「江南畫法」風格特徵的明代「像生」肖像畫作品。 

 

                                                      
17 徐默，《晚明、清代肖像畫的藝術表現形式》，頁 119、125-129。 
18 李倍雷，〈比較視域下的明清人物肖像畫風格問題－以南京博物院明清人物肖像畫為例〉，《文

化雜誌》，第 72 期，2009 年（秋季刊），頁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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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江蘇省南京博物院藏《明人肖像冊》 

（二）「蔡復一畫像」面容特徵 

  「蔡復一畫像」所見蔡復一面容，臉形略成田字、腮部寬厚圓弧，上唇與下

巴處皆有蓄鬍，下頷較淺。細看五官特徵，除左面部稍有破損之外，眼窩、鼻准

（鼻樑），以及法令處，用筆線條皆纖細入微。 

  「蔡復一畫像」面部右眼及其周圍的皺紋，頗有晚明肖像畫中「江南畫法」

的風格特徵，其繪製之法，系承襲自宋元以來中國肖像畫的傳統繪圖形式，元代

王繹〈寫像秘訣〉指出：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

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

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 

逐旋積起。19 

  可見當時畫家相當重視人物面相細節的觀察，及其如何表現之手法；先以淡

                                                      
19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王繹，〈寫像秘訣〉，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9833，點閱時間：201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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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勾勒人物面容輪廓及五官特徵，再以粉彩逐層暈染，堆疊出臉部肌理質地。20 

元代王繹另在〈寫真古訣〉中，進一步將人物臉形概括區分成「田、由、國、用、

目、甲、風、申」共「八格解」，並針對面部五官之細節，進行縱向及橫向區域

定位，首先以印堂至下巴處所構成之中軸線，分作上、中、下「三庭解」。至於

雙眼魚尾、鼻樑山根所串連橫線，則稱為「五配」，嘴巴及左右臉頰處為「三勻」，21

為的是更能精確掌握人物的面容細節特徵。 

  到了十八世紀，在著名肖像畫家丁皋所著《傳真心領》一書中，則是指出了

人物面容結構之勾勒，應注意「三停」、「五部」、「地四」、「五岳」之要見（圖 4）： 

   面之長短廣狹，因之而定，上停髮際至印堂，中停印堂至鼻準，下停鼻準

至地閣，此三停豎看法也，察其五部，始之面之闊狹，山根至兩眼頭止為

中部，左右二眼頭至眼稍為二部，兩邊魚尾至邊，左右亦各一部，此五部

橫看法也，但五部祗見於中停，而上停以天庭為中，左太陽，右太陰，謂

之天三，下停以人中劃限法令，法令至腮頤，左右合為四部，為之地四，

此亦部位之法，不可不知者也，要立五岳，額為南岳，鼻為中岳，兩顴為

東、西岳，地閣為北岳，將畫眉、目、準、唇，先要均勻五岳，始不出乎

其位，至兩耳安法，上齊眉，下平準，因形之長短高低通變之耳，凡此皆

傳真入手機關，絲毫不可易也，果能專心致志，而不使有毫釐之差，則始

以誠而明，終由熟而巧，千變萬化，何難之與有。22 

  接著在肖像畫起稿之時，丁皋《傳真心領》則對於面部各項細節，在「面部

總圖」中提出了更多精準描繪時所需注意要點（見圖 5）。23 

 

                                                      
20 徐默，《晚明、清代肖像畫的藝術表現形式》，頁 125。 
2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王繹，〈寫像秘訣〉，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9833，點閱時間：2017 年 7 月 18 日。 
22（清）丁皋，《傳真心領》「部位論」，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 57-58。 
23（清）丁皋，《傳真心領》「起稿論」，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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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三停五部位圖天三地四分法 （圖 6）面部總圖 

 

  細觀「蔡復一畫像」之面容勾繪，是運用赭褐色的「鐵線描」線條，細緻勾

勒像主臉部輪郭、眼、鼻、唇、耳、下巴等處。至於眉毛、眼線、眼珠、鬍鬚等

處，則是用黑色墨筆悉心勾繪。 

    在蔡復一面部細節之中，最特殊的一項重要特徵，是雙眼的各自形態迥異，

左眼全張，外觀正常，而右眼眼簾則明顯呈現「垂曲緊閉」之狀（圖 6）。有關

「蔡復一畫像」所見像主眼部描繪之特殊形態，根據蔡氏家族訪談紀錄可知（見

本研究附件三：口述史料記錄內容），蔡氏家族後人大多傾向畫中人物的眼部形

態，反映了蔡復一天生的容貌特徵。但亦有學者提出蔡復一目眇、跛足、佝僂、

面麻，純係無稽之談，縉紳不取，而將傳說和民間故事作為人物傳記研究的依據，

亦不可取。24 

    是故，「蔡復一畫像」所繪蔡氏容貌特徵是否屬實﹖晚明時期相關文獻史料

紀錄是否有載？為求深入辨析此一關鍵議題，以下分就歷史文獻與同類明代肖像

                                                      
24 陳慶元，〈去除蒙塵還蔡復一本來面目〉，《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成

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4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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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逐一進行梳理檢證： 

  首先是蔡復一自述之直接證據，在蔡復一所撰《遯庵全集》之中，明確可見

作者自言其眼疾或身疾之語。25例如蔡復一曾經在湖北任官時期的信牘中，自我

亦稱為「瞽且尫者」，26「瞽」者，瞎盲之意，而「尫」則為骨骼彎曲或瘦弱之

意。此外，蔡復一又曾在貴州任官時期的信牘中，自稱某為「天之畸人」，27顯

示了蔡復一對於自身體質缺陷的明確自我認知。而這樣看似具有缺陷的嬴弱體質，

似乎也在蔡復一中年之後，造成了更大的不便與病痛，例如他曾經在自做的五言

詩中，提到「病眼慚妨書」之語。28或者是因身疾而承受「病嘔逆，病衂血，病

心痛，病昡暈」之苦。29 

  至於與蔡復一同樣為晚明人士的張岱（1597-1679），在其所著《瑯嬛文集》

〈王謔菴先生傳〉一文中，曾經提到王謔菴（1574-1646）與川黔總督蔡公敬夫

（復一）為同年之友，二人在讌會於滕王閣時所發生之趣事： 

   時日落霞生，先生（謔菴）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

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騖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

孤騖齊飛殆為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頸，先生知其意，襥被即行。30 

  王氏捉狹譏笑蔡復一因「眇一目」，而看不清落霞時「孤鶖齊飛」的景致，

復一為此甚為窘迫，面紅至頸。 

  透過上文所引蔡復一自述或同時代文人所記逸事可知，蔡復一生前存在相當

程度的「盲瞽眇目」之疾，應當屬實。而「蔡復一畫像」對於蔡氏右眼眼簾垂曲

緊閉的描繪方式，則極為可能具體而忠實地呈現了蔡復一生前的容貌特徵。 

  事實上，就「蔡復一畫像」中所見，當時畫師對於蔡氏眼部特徵的特殊描繪

                                                      
25 有關蔡復一在其著作中，自言眼疾或身疾之事，過去已有研究者提及討論，見郭黛暎，《竟 
 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9。 
26（明）蔡復一撰，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遯庵全集》，「卷之十一楚牘」，北京：北 
 京出版社，1984 年，頁補 60-243 至 244。 
27（明）蔡復一撰，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遯庵全集》，「卷之十六黔牘」，頁補 60- 
 482 至 483。 
28（明）蔡復一撰，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遯庵全集》，「卷之三五言律」，頁補 60- 

85。 
29（明）蔡復一撰，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遯庵全集》，「卷之十三燕牘」，頁補 60- 

274。 
30（明）張岱，《瑯嬛文集》，臺北：淡江書局，1956 年，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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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明代晚期人物肖像畫中並非特例，像是江蘇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人肖像

冊〉「羅應斗像」（圖 7），31亦可見到相當類似的現象，畫面中所見羅氏雙眼形態

迥異。《萬曆野獲編》「卷一君相異稟」條，曾經記載萬曆十四年丙戌科（1586）

進士浙江人羅應斗，任官期間「素強壯無疾，但每坐堂皇，輒眩暈欲死。」32可

知羅氏生前於朝堂執事時，動輒頭暈目眩，或許正因為此一體質特徵影響其眼部

的形貌，故「羅應斗畫像」中的右眼，清楚呈現眼簾垂闔扭曲，遮蔽大半眼珠的

現象。此外，畫師對於羅應斗臉部所出現的壽斑，亦不迴避，同樣是以細膩的用

筆進行描繪紀錄。 

  前引江蘇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人肖像冊〉中的另一幅「葛寅亮像」（圖 8），33

同樣顯示了當時畫師忠實描繪像主的特殊容貌。葛寅亮雙眼的左眼較大，略呈正

三角形，右眼則呈現出眼簾垂閉細的小形態，至於葛氏雙唇之間，顯露出怪異的

「凸牙」，亦被畫師精確如實地刻劃描繪出來。 

  透過上述兩件晚明人物肖像畫案例可知，明代晚期人物肖像畫對於描繪對象

的容貌缺陷或病容，仍然抱持了一種忠實記錄的態度，寫實而客觀的進行描繪製

作，這些肖像畫家透過像主外在面容細微特徵與形態，來展示人物的個性特徵與

內心神情，故其有意識地強調，而非迴避某些「不美」生理特點。34整體說來，

這種對於人物形象的詮釋方式，一方面盡力維持了描繪對像應有的端莊肅穆，同

時亦悉心兼顧了人物面貌的真實細節。 

  另一方面，由於蔡復一在世之時，已是晚明官場名人，故其「眇目」之面貌

特徵，在當時就已經被某些人妄稱比附，甚至出現了像是「千年獨眼蟒托生」這

樣荒誕不經的說法。此事可見於《晉江縣志》與《金門志》所引錄古籍《司空日

記》〈獨眼蟒〉條內容：35 

                                                      
31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北京、香港：文物出版社、大業公司， 

1993 年，圖版 13。 
3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君相異稟」，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 
33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12。 
34 李倍雷，〈比較視域下的明清人物肖像畫風格問題－以南京博物院明清人物肖像畫為例〉，《文

化雜誌》，第 72 期，2009 年秋季刊，頁 125。 
35《司空日記》，作者佚名，書亦不存，其可能之作者有二；一為林欲廈，萬曆壬辰（1592）進

士，《晉江縣志》「卷之七十典籍志」，僅收錄其書名《林司空日記》，見（清）周學曾等，《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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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元虛，壬戌年（1622）以憲副攝司篆，與予（筆者按：林欲棟；見註 35

論證內容）同應江右朝。一日，詢及予年友蔡元履復一云：『此清源千年

獨眼蟒也』。予曰：『何以知之』？曾曰：『聞其訪張天師至再，天師辭不

見，謂人曰：「渠為千年獨眼蟒出世，見則不便」。予殊不信。時張亦以覲

至，偶謁之，而曾元虛亦適相值，曾遽叩以前事真否？張唯唯稱說，一如

前狀。以元履之剛方正直，疑為岳神鍾靈，豈蟒類所能托化？其說最誕漫

不經。然姑存之。36 

上引史料顯示了有關蔡復一眼疾之事，在其在世之時，就已經有像「張天師」這

樣的「好事者」，妄加穿鑿附會。 

  綜上所述，無論是蔡復一自身所言，或是蔡氏友人傳述之逸事，皆顯示了蔡

氏「一目有恙」之事，早在晚明史料中已有所記載。至於這件明末所繪製的「蔡

復一畫像」（年代考證見下文），更是一件珍貴而罕見的實物證據，提供了具體而

至關重要的圖像訊息，清楚地向後世揭示了蔡復一生前的真實容貌。 

  至於有關世人對於蔡復一像貌妄加穿鑿附會之事，當其在世之時，已有所聞，

正如前述。至於後世所衍生而出的各種荒誕故事與傳說，則已非本研究計畫所應

深究討論之範圍。大體說來，目前所見行之成文，且經出版發行者，多見於二十

世紀晚期以後。如 1991 年泉州鷺江出版社所刊行之《泉州歷史人物傳》，首見將

蔡復一對於眼疾或身疾的自我認知，轉化成一種「自我解嘲」式的打油詩： 

   復一「貌寢」，腳跛，背駝，面麻，目眇，時人呼其為蔡目一；復一卻自解

嘲：「一目觀天象，一腳跳龍門，龜蓋朝天子，麻面滿天星」。後來果真進

身入宦，竟應驗了自己的解嘲。37 

                                                                                                                                                        
江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1691。其二可能之作者為林欲棟，筆者認為可

能性較高，因林欲棟與蔡復一同為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聯捷進士，故林欲棟得於文中自

稱為蔡復一之「年友」。另一方面，蔡復一與林欲棟關係密切，二人實為兒女親家，（明）張燮

〈行狀〉稱：蔡復一獨生女「適南光祿卿，林公欲棟季男，國子生長旻。」引見張燮，〈行狀〉，

收於《群玉樓集》，卷五十三，明崇禎十一年閩漳氏家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縮影資料。是

故，林欲棟理當知曉甚多蔡復一生前逸事。 
36（清）周學曾等，《晉江縣志》「卷之七十六雜志下」，頁 1841；（清）林焜熿纂，《金門志》，臺

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頁 415。 
37 泉州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編，《泉州歷史人物傳》，泉州：鷺江出版社，1991 年，頁 31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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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金門縣文化局所出版之《金門傳奇—七鶴戲水的故鄉》，則出現了更

複雜的敘事與傳說性質的荒誕內容。例如前述「一目觀天象」、「一腳跳龍門」、「龜

蓋朝天子」等內容，已經添加渲染成為蔡復一參加殿試，在進士及第之時，與明

朝皇帝的對話內容。該書另有大篇幅引述後世穿鑿附會之傳說，稱蔡家祖墳「七

鶴戲水」穴脈的風水敗壞，直接導致了蔡復一天生眼疾與身疾之貌。38 

  此外，尚可見各種脫離史實甚遠的荒誕故事，例如稱蔡復一祖父是「田地千

畝，婢僕成群」的「蔡百萬」，或者是蔡復一娶親「無天無地」的離奇預言與同

安民間歇後語，皆明顯相悖於蔡復一生平史事記載。總之，上述各種有關蔡復一

的傳說與衍生故事，在後世的研究者看來，或許是後人為了激勵那些殘障人，樹

立自強不息信念而編造的「名人效應」罷了。39另一方面，有關蔡復一的傳說故

事，也滿足了後世人們對於正義、且溫暖社會的價值盼望。從蔡家地理風水穴位、

蔡復一個人膽識與機智、戮力從公、日常對話及飲食等，活靈活現了一個在遙遠

內陸運籌帷幄的邊疆大吏且身形孱弱的形象。40 

 

                                                      
38 洪春柳，《金門傳奇——七鶴戲水的故鄉》，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4 年，頁 92-93。 
39 顏立水、陳炳容、黃振良，《先賢行跡采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年，頁 99-101。 
40 宋孟琪，《流動的界線：金門人物傳說與史料之間的關係》，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5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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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蔡復一面部 

 

  

（圖 8）明人肖像冊—羅應斗像，南

京博物院藏。圖引自山西博物院，

2015，頁 45。 

（圖 9）明人肖像冊—葛寅亮像南京博

物院藏。圖引自山西博物院，2015，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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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筆線條與施彩設色 

  本研究所繪製之「蔡復一畫像」的完整線描稿（見圖 9），可完整而清晰觀

察「蔡復一畫像」之各項細節內容與題材特徵。然而，透過本研究報告第貳部份

科學檢測（包含紅外線不可見光攝影、X 光攝影、光板攝影等各項檢測結果），

顯示了「蔡復一畫像」的內容，已有相當部份歷經後人修補覆蓋與重繪。而根據

上述檢測影像判讀，可以將上述所有「蔡復一畫像」所見線描內容，具體區分為

兩組具有時間先後關係之筆繪線條： 

    第一組是屬於較為「原始」的輪廓與線條（見圖 10 黑線；同圖 9 之黑色部

份線稿），應該保留了「蔡復一畫像」最初完成時的作品原貌，其具體部位包含

面部輪廓、五官、手指、部份衣袍、小部份方補、部份革帶，以及虎皮椅罩等部

份，皆為本件珍貴晚明肖像畫所保留的重要訊息。 

  至於第二組筆繪線條（見圖 11 藍線；同圖 9 之藍色部份線稿），則可以確定

是年代較晚的後世修補覆蓋層，甚至是重繪後的全色補筆，其具體部位包含了帽

冠、大部份衣袍、大部份方補、部份革帶、皂靴等處。 

  上述兩組筆繪線條，不僅繪製時間先後不一，其繪畫技法與品質亦呈現極大

差異。第一組為「原作繪製線條之用筆」，以面部線條為例，赭褐色的線條均勻

工整，既有屬於中國傳統之「鐵線描」用筆，亦見隨物像調整粗細變化之黑色筆

觸（例見鬍鬚處），其它各項衣著服制特徵之呈現也較為細緻。 

    至於時代較晚的第二組線條，屬「後世補筆」，品質粗劣，線條韻律感極差，

且用筆模式不甚連貫，在繪製線條粗細變化時，無法合理對應物像結構變化（例

如像主衣袖之轉折）。 

  以蔡復一所著常服領口為例，其原作用筆所繪「盤領」，線條圓弧流暢，且

盤領橫帶之用筆，粗細寬度一致（見圖 12 黃線處）；而第二組後世補筆的盤領線

條扭曲，明顯可見繪製者運筆不穩，致使盤領橫帶線條的品質較差，寬窄不一（見

圖 12 黑線處）。 

  另舉「蔡復一畫像」人物左手袖擺部份為例，第一組原作之線條所繪袖口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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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用筆直爽俐落，自然垂墜於下，大袖摺呈弧線轉折，自然流轉排佈（見圖

13 黃線處）。而第二組補筆線條所繪袖口下擺（見圖 13 黑線處），線條向右側斜

出，但線條運筆時而中斷，致使袖褶呈現出生硬而不自然的塊面。 

  明代人物肖像畫的敷彩設色，特別是在衣著部分，善於搭配輪廓線條，進行

塗染著色，其運筆塗佈之技法，除技巧準確俐落之外，多在勾描線條周圍略施暈

染。以第一組「原作繪製線條用筆」所繪官員紅袍為例（圖 14），其輪廓多以深

色線條勾勒，然在衣摺處，沿著摺線施以暈染漸層效果，營造紅彩衣褶起伏厚度，

可使官員穿戴所戴之衣袍，在視覺上更具立體感。至於第二組「後世補筆線條」

內所見紅袍敷彩，已不見任何上述質感（圖 15），其所用紅色顏料，僅為深淺一

致單調平塗，且局部因顏料老化造成斑剝褪色。 

  此外，明代肖像畫對於中服飾用器的描繪與用色，相當重視物件原屬材質特

徵，例如官員所戴烏紗帽之翼翅（見下文），皆以淡墨設色，呈現紗絹薄透的質

感與視覺效果。而革帶材質若為玉質，則施以接近玉塊瑩潤的白色顏料；若為犀

角玳瑁，則會具體描繪該種材質之紋理特點。以第一組原作線條所繪蔡復一像中

虎皮座墊為例（圖 16），此處經檢視未見任何後世補筆全色的痕跡，可見原作描

繪筆觸甚為細膩，以黃色及白色淡色為底，上以朱色及黑色細筆勾勒毫毛，使觀

者清晰感受到獸皮的質感及斑紋的走勢，可合理推斷原作畫師應相當注重各種物

件質感的呈現。 

  整體來說，「蔡復一畫像」所見第二組後世補繪覆蓋者，繪畫品質低劣，僅

能揣摩原作大致之輪廓與設色，而其重繪之墨線，亦只能盡力摹寫原線條之約略

位置，而無法顧及其繪畫品質。至於其所填補之設色用彩，品質亦稱低劣，已完

全無法顧及衣摺的光影效果，甚至忽略原作服裝配件等細節，導致了烏紗帽翼翅

部份，出現了錯誤的絨毛筆觸，或是像主腰際所繫革帶之「三台」位移，且帶銙

材質不明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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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蔡復一畫像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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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蔡復一畫像「原作」部份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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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蔡復一畫像「後世修補」部份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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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蔡復一像盤領處經紅外線光檢視，所見原筆（黃線）與補筆（黑線）

在線條掌握度有明顯落差。 

 

 

（圖 14）蔡復一像袖擺處經紅外線光檢視，所見原筆（黃線）自然衣摺線條與

補筆（黑線）構成的不自然且間斷的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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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所見〈沈度像〉中衣摺線條

俐落，且周邊設色略施暈染。 
（圖 16）所見〈蔡復一像〉中衣摺線

條間斷、紅彩設色無層次，無法有效凸

顯其立體感。 

 

 

（圖 17）所見〈蔡復一像〉中座墊獸皮描繪筆觸，清晰呈現絨毛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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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袍服與方補 

  「蔡復一畫像」所見人物頸間，露出白色交領內衫，外著緋紅色盤（團）領

右衽大袍，寬口大袖，衣袍前胸處縫綴一方「五彩雙鶴雲紋」補子。 

  明代官員的服飾種類繁多，以因應不同禮節場合穿用，根據《大明會典》記

載，洪武三年（1370）訂定官員「常服」，為朝常視事著之，其特徵為「烏紗帽、

團領衫、束帶。」41，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定訂常服「補紋」，藉以明辨

官員等級位階：「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品、四品，孔雀、雲雁；五

品白鷳，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鵲（雜職官員

使用）。」42 

  另有「公服」，為每月朔望朝謁之日，執笏朝參時著用。同年進而確定了公

服之規制：「用盤領右衽袍，或紵絲紗羅絹，從宜製造，袖寬三尺。一品至四品，

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43透過上述史料紀錄可知，明

代官員的常服與公服，形制大抵雷同，皆做盤領右衽，依其位階可分做三色，其

中以緋紅色等級最高，青色為中階官員所用，綠色袍則屬於低階官員服色。 

再則參考明代史料《三才圖會》所繪內容，則可以具體區別「常服」與「公服」

在冠戴、衣袖形式上的組合差異。官員穿著常服時，頭戴烏紗帽，袖口過手復回，

故袖擺略淺（圖 17）；著公服時則頭戴展腳幞頭，袖口寬至三尺，袖擺及膝（圖

18）。44此外，區別品級的補子（方補），一般是縫綴於官員的常服或忠靜服之上，

而公服前後，則是不綴補子。 

 

                                                      
41（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37。 
42（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二)》，頁 237。 
43 同前註。 
44（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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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三才圖會》中官員常服樣式。 （圖 19）《三才圖會》中官員公服樣

式。 

 

  此外，參考傳世明代常服與公服實物，以及明代官員肖像畫可知，公服與常

服皆作盤領右衽，其右肩頂部有一盤釦，可繫於底襟，使衽口自右肩固定，再順

勢下垂至腰間處。故在傳世明代官員肖像畫中，往往可見畫家仔細描繪像主右肩

之盤釦細節，例如山東省博物館藏「畢自嚴像」中的盤領結鈕，突起於右肩盤領

的邊緣線處（圖 19）。45而南京博物院藏「明人肖像冊—汪慶百像」，中的盤領結

鈕，則是位於右肩盤領內線交接處（圖 20）。46反觀「蔡復一畫像」的人物右肩

處，完全未見任何類似盤扣的結構，研判應是後世修補畫作時重繪或覆蓋，導致

其消失未見。 

  另一方面，到了明代晚期，官員公服及常服的形制差異逐漸模糊，當常服的

窄袖演變成大袖時，吾人僅能透過袍服前胸是否縫綴補子（圖 21、圖 22），以及

穿戴冠帽的種類搭配（圖 23、圖 24），區分二者。 

                                                      
45 故宮博物院、山東博物館、曲阜文物局，《大羽華裳—明清服飾特展》，山東：齊魯書社， 
  2013 年，頁 25。 
46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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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畢自嚴像中的盤領結鈕特徵。圖

引自山東省博物館，2013，頁 23。 

（圖 21）明人肖像冊—汪慶百

像，南京博物院藏。圖引自山西博

物院，2015，圖版 14。 

 

 
（圖 22）明緋紅色公服袍，山東孔府舊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山東省博物館，

201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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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明一品常服袍，山東孔府舊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山東省博物館，

2013，頁 22。 

 

  
（圖 24）明戶部尚書邊貢公服像，山

東省博物館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山

東省博物館，2013，頁 20。 

（圖 25）明戶部尚書畢自嚴常服像（崇

禎元年晉太子太保銜），山東省博物館

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山東省博物

館，201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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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常服胸前縫綴章補（補子、方補），可做為鑑別官員品第高下之依據，

又因其被縫製於常服前後兩側，故又稱為「胸背」。根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

所訂常服「補紋」，可知「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品、四品，孔雀、

雲雁；五品白鷳，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鵲（雜

職官員使用）。」47而透過明朝官方章典所刊佈的補譜圖繪，可知明代典型之禽

鳥紋補子，經常是以上下或左右成對的形式表現（圖 25）。 

  就「蔡復一畫像」中所見像主胸前方補內容，可見丹頂鶴上下成對，展翅於

雲彩之間（圖 26），其紋飾佈局與形態，可完全對應《明會典》中對於「一品鶴

紋章補」的描繪。然而細看「蔡復一畫像」方補中的雲紋造形特徵，可知其實與

《明會典》所見傳統的十字形結構品字紋雲略有不同。類似雲紋特徵的「一品鶴

紋繡補」案例，可見於山東孔府舊藏明代晚期衍聖公忠靜服「一品鶴紋繡補」（圖

27），48以及上海地區所發現的明代隆慶朝至萬曆年間諸純臣夫婦墓出土「五品

鷺鷥紋緞補」（圖 28），49二者之雲紋形態特徵，較為接近「蔡復一畫像」中的補

紋風格，可知明代晚期以後，官員常服上的方補紋飾，已經發展出了另一種橫向

排佈，且佈局疏密有致的雲紋地樣式。 

 

                                                      
47（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二)》，頁 237。 
48 故宮博物院、山東博物館、曲阜文物局，《大羽華裳—明清服飾特展》，山東：齊魯書社， 
 2013 年，頁 25。 
4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圖版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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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明會典》中一品官補紋樣。 

 

 
（圖 27）蔡復一畫像中官服補服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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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明晚期一品鶴紋繡補山東

孔府舊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山東

省博物館 2013，頁 25。 

（圖 29）隆慶-萬曆年間五品鷺鷥紋緞補

上海諸純臣夫婦墓出土。圖引自上海市文

物管理委員會 2009，圖版 22-4。 

 

  此外，從傳世方補實物與官員肖像畫中，可以發現明代「一品鶴紋方補」的

紋飾特徵，除了《大明會典》所刊載的「成對」樣式之外，明代晚期又出現了「單

隻」構圖的案例，以山東孔府舊藏的晚明「一品常服袍」上的補紋為例（圖 29），

所見丹頂白鶴位於畫面中央，展翅昂首，單腳站立於海浪岸石之上。另一年代明

確的晚明「一品鶴紋方補」實例，可見於浙江省博物館所藏，南明弘光朝右僉都

御史祈彪佳（1602-1645）坐像（圖 30），50祈氏常服所綴「一品鶴紋方補」的瑞

鶴型體碩大，幾乎充滿方補的中央，並且是以「單禽」構圖方式呈現。而上述所

見明代晚期才開始出現的嶄新佈局方式，也影響了日後清代官員文禽方補的設

計。 

 

                                                      
50 東莞莞城美術館、浙江省博物館編，《傳神阿堵：明清人物畫精品展》，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11 年，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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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明晚期一品常服袍中之鶴紋繡補山東孔府舊藏。圖引自故宮博物院

2013，頁 22。 

 

  
（圖 31）南明弘光朝右僉都御史祈彪佳（1602-1645）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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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明代官員服制與清代官員服制所存在的具體差異，實為漢、滿二族群在

生活文化上的不同，滿族服飾以較為貼身的窄袖為主，並習慣於袍服之外再搭掛

子，致使明清兩代補子形制及紋飾產生了明顯的差異。首先在形制上，清代補子

是縫綴於對襟褂上，並可同時罩於朝服、吉服與常服之外，故胸前方補需分成兩

半；反觀明代官員服飾則無穿搭外褂的習慣，因此補子是直接綴在袍上，故不見

胸補分對半者。51 

  至於在紋飾形態特徵，以一品鶴紋補為例，清初順治朝的鶴紋形象及雲紋大

抵直接承襲了明代的風格，以Arthur M.Sackler Gallery所藏「太子太保總督湖廣

軍務李廕祖（1616-1644）像」為例，52鶴紋母題佈局幾乎充滿方補的中央，體型

碩大，並且是以「單禽」的方式呈現（圖 31）。到了清康熙朝以後，補服樣式大

抵定型，以Arthur M.Sackler Gallery所藏「兩江總督于成龍（1671-1684）像」為

例（圖 32；成畫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53袍服方補上的鶴紋母題，，約占方

補畫面的三分之二空間，畫面上方飾有一紅色太陽紋，使鶴首作翹首向日之勢，

太陽為天子的象徵，寓意官員執事，奉天而行，相關方補實例可見（圖 33）、（圖

34），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康熙朝一品鶴紋、二品錦雞紋補（背）。54此外，

由於清代補子採「單獸」的緣故，官員及其妻子的補子往往是成對出現，故方補

內母題動物頭向及日紋位置等佈局，亦為左右對稱，因此衍伸出了所謂「太陽方

向」可鑑別官員文武職及性別的說法。55 

 

                                                      
51 廖伯豪，《清代官帽頂戴研究：以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文物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 
 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4 年 12 月，頁 76-77。 
52 引自 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php?q=fsg_S1991.103（2017 年 6 月點 
 閱） 
53 引自 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php?q=fsg_S1997.39（2017 年 6 月點 
 閱） 
54 宗鳳英，《清代宮廷服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圖 31、37。 
55 王淵，《服裝紋樣中的等級制度-中國明清補服的形與制》，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6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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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清順治太子太保總督湖廣軍務李廕祖（1616-1644）像，Arthur M.Sackler 

Gallery 藏。引自

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php?q=fsg_S1991.103 （2017 年 6
月點閱） 

 

  
（圖 33）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兩江總督于成龍（1671-1684）像，Arthur 

M.Sackler Gallery 藏。引自

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php?q=fsg_S1997.39（2017 年 6 月點

閱） 

 

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php?q=fsg_S19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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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清康熙一品鶴紋補（背）北

京故宮博物院藏。圖引自宗鳳英

2004，圖 31。 

（圖 35）清康熙二品錦雞紋補（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引自宗鳳英

2004，圖 37。 

 

  透過以上針對明清常服方補紋飾的分析與討論，可以確認「蔡復一畫像」中

的「一品鶴紋繡補」，具有明確「晚明萬曆時期」鶴紋方補的風格特徵。另就章

補內容所呈現的品第位階來看，蔡復一在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死後獲贈兵部

尚書，是為正二品，依其品秩所屬章補應為「錦雞」，實與「蔡復一畫像」中的

「一品鶴紋繡補」有所出入。根據官修正史所載低階官員獲賜一品仙鶴補案例，

可見於《明史》「卷六十七 志第四十三輿服三」：「仙鶴，文臣一品服制也……而

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詞，亦賜仙鶴。尋諭供事壇中乃用，於是尚

書皆不敢衣鶴。」56 可知唯有皇帝親賜之近臣，方有可能獲此殊榮，故就連位

居六部高位之尚書，如未獲加銜，也不敢穿著鶴補常服。蔡復一在世為官之時，

並未有蒙獲賜服的紀錄，而「尚書」位階抬升為「秩從一品」的時間，則要晚至

清雍正八年後（1730），始修訂之。57 

  故此，「蔡復一畫像」的年代上限，可以確定應是在蔡氏去世之後（1625），

由其後人委由畫師繪製，因此避免了遭致品秩僭越之議。至於本件「蔡復一畫像」

的年代上限，是在蔡復一去世後多久製作呢？根據蔡復一的摯友池顯方所著〈附

特祠奏記〉中，稱： 
                                                      
56（清）張廷玉，《明史》，卷六十七，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640。 
57（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台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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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完才，存沒俱關于氣運；寸心直道，品評必協乎大公。切瞻斗而興

思，兒女皆知司馬；聞隕星而揮淚，祝屍何啻桐鄉。既錫光乎枌榆，宜

永薦以蘩藻。58 

（明）張爕﹤蔡公行狀﹥則言： 

   喪車過楚，楚人哭公於途諸名士裹糧路祭，賦大招者冠蓋相望。其明年喪

還里門知與不知者，皆為灑涕。於是紳韋父老謀所以香火君者，上記當道

建祠，於學宮之芴蓋異典云。59 

  根據以上引文內容可知，天啟五年（1625）十月蔡復一在貴州平越去世之後，

遂歸葬閩南同安故里，沿途受到了各界追思路祭，越明年（1626），當蔡復一遺

體歸喪返還同鄉之時，閩南同安各界鄉紳父老，必定組織了具有相當規模之祭祀

或建祠活動。故此可以研判，「蔡復一畫像」所屬年代上限，必定是在 1625 年蔡

氏去世後不久，至 1626 年歸葬同安之時，本幅畫像便可能已經很快地被繪製完

成，以因應蔡氏家屬祭祀，或是官方各界舉行紀念儀式的迫切需求。 

  至於「蔡復一畫像」繪製時間的年代下限為何時?根據上文所舉李廕祖

（1616-1644）畫像、祈彪佳（1602-1645）畫像二例觀之，則可推斷其具體時間

不會晚於清初順治朝初立之 1644 年，以及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亦即其應

不會晚於「『單隻』鶴紋滿佈方補」的形制出現之時。 

 

 

 

 

 

六、帽冠形制 

  明代官員所佩戴之烏紗帽，承襲唐宋「幞頭」之制，其特徵為「前低後高，

                                                      
58（明）池顯方著，〈附特祠奏記〉，收於《晃岩集》，「卷之十三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9 年，頁 303。 
59（明）張燮撰，〈行狀〉，收於《群玉樓集》，「卷五十三」，明崇禎十一年閩漳氏家刊本，臺 
 北：國家圖書館縮影資料，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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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傍各插一翅，通體皆圓」，60主要可分作「前屋」與「後山」，宛如以頭巾包覆

額頭至髮髻之勢，後山中央可見一樑，剩餘巾角則演變成冠上的翼翅。明代帝王

常服所用之紗帽，稱之為「烏紗折上巾」又稱「翼善冠」，其冠上折翅（巾）朝

天，至於官員所戴烏紗帽，雙翅則是向左右兩側展開（圖 35）。另，明代官員公

服所穿帶之紗冠，甚至保留了「幞頭」的稱謂，並維持宋代紗冠翼翅向左右延伸

的特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官員烏紗帽的翼翅，是以薄紗製成，故在官員肖像

畫中，常見以淡墨暈染該處，表現出輕薄透光的效果（圖 36）。然而，若檢視「蔡

復一畫像」之烏紗帽特徵，所見雙翅施以濃墨，並繪有密集的不明平行細紋，呈

現出粗糙織紋的質感，迥異於明代冠帽的表現方式。再者，「蔡復一畫像」帽冠

邊緣的輪廓線處與填墨處，用筆線條參差不齊，同樣顯示該處為後世補繪施彩不

均所遺留下的痕跡。 

 

  
（圖 36）潘允徵烏紗帽，上海潘允徵家族墓

出土。圖引自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2009，
圖版 60-1。 

（圖 37）畢自嚴像中的烏紗帽特

徵，可清楚看見帽梁及薄帽翅。 

                                                      
60（明）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新興出版社，1978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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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蔡復一像中的烏紗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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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革帶形制 

  明代官員著常服與公服時，腰間皆繫有革帶（又稱「束帶」或「板帶」），而

革帶上的塊狀裝飾稱為「帶板」，又稱「帶銙」，為中國古代服飾中繫於腰間革帶

之裝飾配件，縫製於絲緞或皮質革帶之上。明代規制之帶板，以二十塊為一組，

全組帶飾各部之外形特徵與名稱分別為：三台（由一方形或長方形主銙、兩件長

方條形跨組成）、圓桃（一側圓弧，一側尖形之銙，左右各三，共六件）、輔弼（長

方條形銙，左右各一，共兩件）、鉈尾（長方形單側圓弧，左右各一，共兩件）、

排方（方形銙，共七件）（圖 38）。61 

  在明代方以智所著《通雅》中，則是具體說明了革帶之數量與名稱：「今時

革带，前合口曰三台，左右各排三圓桃。排方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二小方。後七

枚，前大小十三枚。」62此外，葉夢珠在《閱世篇》一書中，亦提到了革帶之材

質與特徵： 

腰帶用革為質，外裹青綾，上綴青玉花青金銀不等。正面方片一，兩傍

有小輔二條，左右又各列三圓片，此帶之前面也。向後各有插尾，見于

袖後。後面連綴七方片以足之。帶寬而圓，束不著腰……。63 

  透過以上的描述，可以知道葉氏提及腰帶上正面方片及兩側小輔結構即所謂

的「三台」，然而葉氏所見三台兩側之小圓片，實為所謂的「圓桃」則為桃形。

至於革帶正面兩端亦有輔弼及插尾（鉈尾）結構，一般藏於背後，會被袖擺所擋

住，故一般觀看明代人物肖像畫時，往往看不見插尾結構，僅能看到中央的「三

台」及兩側「圓桃」形帶銙。 

  明代革帶係參考自唐宋時期官員公服、朝服所用的帶飾進行設計，其所用帶

銙材質，按官員品級高低而各有區別，《明會典》中記載官員所用革帶等級為：「一

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品素

                                                      
61 白寧，〈汪興祖玉帶研究〉，《故宮文物月刊》，1998 年 3 期，第 15 卷 12 期，頁 118-128。 
62（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七衣服配飾，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頁 705。 
63（清）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新興出版社，1978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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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64可知革帶之等級高下，以玉質帶銙的品質最高，除

一品官員外，公、侯、駙馬皆可繫之。明代皇室貴族或高級官宦服飾所用革帶，

即以玉帶為主，目前所知完整的考古出土實物，業已累積了相當數量，例如北京

定陵萬曆皇帝陵出土素面碧玉帶板，一組共二十件，背面有墨書編號，標明玉板

的排列次序（圖 39）。65萬曆皇帝陵另出土素面羊脂白玉帶板，保存狀況甚佳，

可與革帶穿繫完整恢復其原貌（圖 40）。66另例舉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元妃

李氏墓出土的素面玉帶板，共二十件，67全組玉板與襯帶保存完整，亦可恢復其

原貌（圖 41）。68至於高位權臣配用玉帶案例，例見南京太平門外板倉徐達家族

墓出土玉革帶（圖 42）。69至於明代一品官員的肖像畫中，像主腰間所繫革帶為

白色「玉質」帶板的圖像，亦時有所見。以山東省博物館所藏「畢自嚴畫像」為

例（圖 44），畢氏生前晉太子太保（從一品），常服綴以鶴紋方補，所用革帶應

為玉質，故圖像上所見設色，以白色方式呈現。另見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代周用

四代像」，70畫中人物所著常服綴以鶴紋方補（圖 45），其所用革帶亦是以白色呈

現，同樣顯示其應為玉質，且帶板之可見線紋刻花裝飾。 

  有關「蔡復一畫像」的板帶特徵，可見「三台」及「圓桃」帶銙，每塊皆有

雙線邊框。但有趣的是，革帶上的三台結構明顯向左側偏斜（圖 43），迥異於一

般明代官員的肖像畫中，腰間革帶之「三台」位於像主腰際正中的位置。而「蔡

復一畫像」的帶銙部分填以黃彩，亦使觀者無法具體辨識其材質。 

  透過本研究第貳部份科學檢測結果可知，「蔡復一畫像」革帶部份，業已經

過後人修補重繪，而「蔡復一畫像」所見革帶位移的現象，可能顯示了後世修補

者，對於明代官員服裝制度不甚理解。另一方面，既然修補後的「蔡復一畫像」

革帶位置有誤，而修補者又是以何種依據選擇「黃色」來進行施彩填色呢？本研

究透過另外兩件傳世明代官員肖像畫內容，或可提出若干合理的猜測判讀；首先

                                                      
64（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37。 
6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頁 207。 
6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頁 207。 
67 江西省博物館等，《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頁 136。 
68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9 江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34。 
69 南京市博物館，《明代首飾冠服》，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6。 
70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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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出第一幅案例，為南京博物院藏明代書法大家沈度（1357－1434）肖像畫（圖

46），71沈氏自永樂初年（1403）入廷供職，奉旨撰寫寶冊、詔誥制敕，以及御

撰詩文碑刻等，按照〈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72記載，沈度曾獲皇帝

賜下二品袍服及象牙笏。沈氏生前雖僅位居五品官職，但因隨侍御前之功而獲賜

二品服制。在這幅傳世沈度肖像畫中，卻在服制上呈現了相當特殊的描繪內容；

其常服縫綴了與其品第位階不相符合之「一品鶴紋方補」，惟其革帶材質仍採用

符合二品服制之「花犀帶」，從畫面上明顯可見其革帶之帶板部份，呈現黃褐色

調。 

  另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弘治十六年（1503）〈甲申十同年圖〉中的官員

畫像（圖 47），73可見兵部尚書劉大夏身著一品常服，腰繫犀角帶（或為玳瑁質）。

雖然史料上曾經紀載弘治十七年（1504）劉氏曾獲明孝宗皇帝賞賜玉帶、麒麟服，

至正德元年（1505）則獲明武宗皇帝晉一品太子太保銜，足以顯示劉氏所受明朝

皇帝恩寵，但劉氏亦不忘配戴屬於自己真正品階之黃褐色犀角帶板。 

  透過以上二例研判，蔡復一像原所繫革帶之材質，很可能是採用可以對應其

死後受封「兵部尚書」二品位階的黃褐色犀角帶板。但在本幅畫像破損之後，後

世修補者可能是依據其殘餘黃褐色料，進行大面經平塗填色，導致了吾人無法針

對革帶細節進行明確判讀。 

 

  
（圖 39）明代帶板規制 （圖 40）萬曆皇帝墓出土素面碧

玉帶板 

                                                      
71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7。 
72（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臺北，明文書局，頁 806。 
73 楊新主編，《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年，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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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萬曆皇帝墓出土素面羊脂白玉帶板 （圖 42）益宣王妃李氏墓出土素

面玉帶板 

 
（圖 43）南京太平門外板倉徐達家族墓出土玉革帶。圖引自南京市博物館，2000

年，頁 46。 

 

 
（圖 44）蔡復一畫像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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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畢自嚴像中所見一品鶴補與玉帶。 （圖 46）明代周用四代像 

 

  
（圖 47）明沈度像，南京博物院藏。圖引自山西博物院，2015 年，頁 71。 

 

  
（圖 48）明甲申十同年圖-劉大夏（兵部尚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引自楊新，

2008 年，圖 5。 

 



 

55 
 

八、腰牌 

  明代官員肖像畫中，常見下擺左側垂落一條藍色帶穗之衣帶，係為官員所攜

帶之「牙牌」，又稱「朝參牌」或「號牌」。按《萬曆野獲編》記載：「本朝在京

朝士，俱配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為別耳。」74可知明代任職京

城的官員進出大內或執事時，可以透過其腰際所繫牙牌上鐫刻之官員名號、職銜，

確認其具體位階身份。 

  「牙牌」之具體特徵為「長絛垂帶」，並下結一穗，牌穗之下隱約露出白色

方牌。傳世明代實物可見於山東孔府舊藏「明代衍聖公朝牌」一方（圖 49），75該

朝牌之頂帶繫孔，原垂帶絲穗已散佚。而形式相同之腰牌，亦可見於朝鮮國李朝

官員服飾之中，其繼承了明代冠服制度的傳統，故兩國官員常服形制，幾無二致。

明代牙牌頂部所繫長穗之實例，可於見今日本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澹人服飾美術

館所藏，藍色及紅色號牌長穗（圖 50），76其牌穗前端裝飾珠玉結子串。而在前

文所引南京博物院所藏沈度（1357－1434）肖像畫（圖 51），77以及〈甲申十同

年圖〉中劉大夏之肖像（圖 52），78皆明確可見像主左側腰際垂繫「帶穗牙牌」。 

  檢視「蔡復一畫像」左側大袖下方的藍色長條形區域，儘管該區上部已有缺

損，但以所在位置與長條形特徵，相當類似明代官員肖像畫中的牙牌牌穗形態。

事實上，蔡復一早年在 21 歲至 36 歲的十餘年間，即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

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間（見上節表一），確實曾經在北京供職於朝廷，「居郎

署十七年」，79擔任過刑部主事、兵部車駕郎中、兵部武庫郎中等職，而這樣曾

在京任官的經歷，顯示其應可配掛腰牌。一般來說，在一般明代官員肖像畫像中，

腰牌配於左側腰際，且於牌穗覆蓋牙牌，大多呈現若影若現之貌（見上圖 51、

圖 52），或是牌穗完全覆蓋牙牌的狀況（圖 53）。80而透過本研究第貳部份科學

                                                      
74（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新興書局，1976 年，頁 347-348。 
75 山東省博物館，《斯文在茲-孔府舊藏服飾特展》，山東：山東省博物館，2012 年，頁 29。 
76 張淑煥、原田美佳，《朝鮮王朝の衣装と装身具》，東京：談交社，2007 年，圖 99。 
77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7。 
78 楊新主編，《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圖 5，2008 年。 
79（清）張廷玉，《明史》「傳二十一」，臺北：中華書局，1991 年，頁 6451。 
80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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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可知，「蔡復一畫像」至少歷經兩次後人修補，故「蔡復一畫像」中的

佩掛腰牌的位置（圖 48），僅能殘見長方形藍色塊面，並未發現牙牌輪廓，亦無

流蘇絲穗，應是後世修補者已無法理解明朝官員腰牌之形制與佩掛方式，故其僅

能在修補時，完全塗色覆蓋所造成的結果。 

 

   
（圖 49）蔡復一像中所見袖子下方露出藍色牌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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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明牙雕衍聖公朝參牌，山東孔府舊藏。

圖引自山東省博物館，2012 年，頁 29。 
（圖 51）李朝朝鮮國官員

號牌牌穗，日本梨花女子大

學博物館藏。圖引自張淑

煥，2007 年，頁 99。 

 

  
（圖 52）沈度像中人物袖子下方露出腰

牌者。 

（圖 53）甲申十同年圖中所見官員身

繫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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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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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剔犀紋踏几 

  「蔡復一畫像」中人物腳踏之「踏几」，亦是明代人物繪畫作品中經常可見

的家具類型，「踏几」表面可見一排雲頭紋橫飾帶（圖 54、圖 55），這是剔犀器

常見的紋飾。剔犀為漆器的一種特殊品項，始於宋代。明代黃成《髹飾錄》所記

載剔犀器之特徵： 

   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烏間朱線、或紅間黑帶，或雕黸等複，

或三色更曡。其文皆疏，刻劍鐶、縧環、重圈、回文、雲鉤之類，純朱者

不好。81 

  有關這類漆器的製法是以黑色及紅色漆一層層交覆塗於器胎，堆疊至一定厚

度後用，刻刀剔出各式漩渦狀之卷曲紋樣，若細看其刻面可見一輪又一輪的細紋，

宛如樹木年輪一般，故日本人又將其稱之為「屈輪文（ぐりもン）」。剔犀所裝飾

紋樣中，又以雲頭紋（如意紋）最為典型，將紋樣以幾何形式重複排列，呈現出

一種特殊的視覺效果，多製成桌椅家具、茶具及容器等器類（圖 56）。82 

  剔犀紋家俱製品常出現於明代的肖像畫及人物畫中，以山東省博物館所藏

〈邢玠夫婦像〉為例，83所見人物踏几繪有密集重環的雲頭紋（如意紋）裝飾（圖

57）。另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代繪畫〈傳宋人十八學士圖〉中，亦出現剔犀

製床榻及椅凳（圖 58、圖 59），84所見家具之器表佈滿密集的雲頭紋、捲雲紋的

裝飾紋樣。 

  「蔡復一畫像」中所見踏几，實屬明代人物繪畫作品經常出現的物件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該「踏几」表面所勾繪之每塊雲紋，皆清晰可見朱線與黑線交疊

出雲紋的細緻線條，企圖表現出剔犀紋中「烏間朱線」或「紅間黑帶」的質地效

果，顯示「蔡復一畫像」的繪製者，對於明代剔犀器的細節特徵十分熟稔。 

 

                                                      
81 昌彼得，〈蒹葭堂本髤飾錄〉，《故宮圖書季刊》，3 卷 2 期，1972 年，頁 128。 
82 http://www.hoonmu.com/news/show-147.html ，點閱時間：2017 年 04 月 25 日。 
83 山東省博物館，《斯文在茲-孔府舊藏服飾特展》，山東：山東省博物館，2012 年，頁 118。 
84 林莉娜，《文人雅士—明人十八學士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年，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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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蔡復一像中所見踏几上之剔犀雲頭紋飾。 

 

 
（圖 56）蔡復一像中所見踏几上之剔犀雲頭紋飾。 

 

 
（圖 57）明剔犀雲紋長方几，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引自：

http://www.hoonmu.com/news/show-147.html（2017 年 04 月 25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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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明邢玠夫婦像，山東省博物館藏。圖引自山東省博物館，2012 年，頁

118。 

 

  
（圖 59）明人十八學士圖-琴（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引自林莉娜，2012

年，頁 13。 

  
（圖 60）明人十八學士圖-棋（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引自林莉娜，2012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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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座椅虎皮外罩 

  「蔡復一畫像」之像主正身垂足，端坐於座椅之上，座椅外罩具有條紋與

點紋特徵的虎豹類動物皮毛，皮毛紋理細節用赭石精緻點畫勾勒，椅下端兩側

可見帶爪虎掌，虎掌掌面朝上，一爪在上，四爪在下，呈合掌拳握狀，自然垂

佈於座椅兩側。 

  本類獸皮外罩頗見於明清時期官員肖像畫中，以浙江省博物館所藏南明弘

光朝右僉都御史「祈彪佳（1602-1645）坐像」為例（圖 61），85座椅下端兩側

同樣可見五爪虎掌，虎掌掌面朝上，類似「蔡復一畫像」所見者，惟後者之虎

爪呈向外散射狀。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肖像畫」（圖 62），86座椅下端兩

側亦見帶爪虎掌。另一明清時期著名人物肖像畫案例，為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

「鄭成功畫像」（圖 63），87鄭成功端坐於端坐於圈椅之上，座椅外罩虎豹類動

物皮毛，左右兩側座椅扶手之下，可見輪形五指掌爪，爪尖朝內。 

 

  
（圖 61）蔡復一畫像座椅獸皮外罩 

 

                                                      
85 東莞莞城美術館、浙江省博物館編，《傳神阿堵：明清人物畫精品展》，頁 40-41。 
86 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圖版 19，頁 52。 
87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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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浙江省博物館所藏南明弘光朝右僉都御史「祈彪佳（1602-1645）坐像」 

 
（圖 63）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肖像畫」 

 

  
（圖 64）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鄭成功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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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裝裱形式分析 

   「蔡復一畫像」裝裱結構之各部名稱與材質（圖 65），由上至下依序分別為：

天杆（木質）、天頭（紙質）、上錦眉（印花紙）、畫心（紙質）、邊（紙質）、旗

桿邊（印花紙）、下錦眉（印花紙）、地頭（紙質）、地杆（木質）。 

「蔡復一畫像」之裝裱工藝檢視結果簡述如下： 

    本件作品的裝裱外觀符合傳統中式裝裱「一色裱」樣式特徵，雖然破損、老

舊，但仍能清楚辨識裝裱材料主要為空白無底紋紙張以四鑲方式貼接在畫心主體

上；錦眉與旗杆邊使用相同的秋香色色印花紙張裝飾，天地杆兩端皆以印花布包

封、無軸頭裝飾。另從吊掛繩環（已遺失）孔洞的製作工藝、以及上下錦眉所使

用的材料樣式，初步推測應該是由混合中日式裝裱技法風格的裝裱人員裝裱製作

的掛軸。 

本幅作品『蔡復一祖先畫像』雖然嚴重破損與老舊，保存現況不佳，但仍

能清楚辨識其裝裱格式，並於檢視過程中透過目視及放大鏡、顯微鏡等儀器檢視

能基本判別材料材質，茲將目前檢測訊息整理說明如下： 

1. 裝裱樣式外觀初步觀察符合中國式的裝裱風格，採單色紙裝裱，兩側加飾旗

杆邊(通天邊)格式，屬於『一色裱 88』；裝裱尺寸全幅縱約 206 公分，橫 98 公

分。 

2. 天、地頭的裝裱材料在不包含夾口尺寸的條件下，縱向尺寸分別為約 42 公分

與 27 公分，橫與裱件同寬為 98 公分；分別鑲接在上下錦眉之上，搭接尺寸

約為 0.3 公分。經目視及顯微鏡觀察初步比對，天地與兩者材料相同，為沒

有任何花紋或顏料塗佈的白色紙張，與傳統中國宣紙相似。 

3. 左右雙耳裝裱材料材質與天、地頭裝裱才料相同，縱向尺寸約 136 公分，橫

約為 8 公分；鑲接在畫心與錦眉之下、命紙上方，搭接尺寸約為 0.3 公分。 

4. 兩側旗杆邊(通天邊)並未做翻邊處理，尺寸與裱件相同，縱約 206 公分、寬

為 2.6 公分，為具有印製有淺白色花紋、秋香色為底色的紙質材料。內側搭

接在左右雙耳裝裱材料下方，搭接尺寸略大於 0.2 公分。 

                                                      
88 馮鵬生，《中國書畫裝裱技法》，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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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畫心上下鑲飾錦眉，材質樣式與兩側旗杆邊相同，尺寸寬與畫心相似約，尺

寸為 82 公分、高約 0.8 公分，錦眉上下兩端分別以 0.3 公分鑲接在天頭裱料

之下與畫心之上。 

6. 天杆為材料為木質，形式為中式風格之方圓背，縱 1.7 公分、橫 98 公分、高

1.5 公分，天杆夾口約 1.9 公分。兩側包覆的飾杆 89材料雖已破損，仍能從殘

留材質上辨識與保存較為完整的地杆飾杆相同，為具印製花紋的布質材料。 

7. 天杆上共有兩個繩環釘孔，而具吊畫功能的繩環與繩帶皆已遺失。殘存繩環

釘孔並非傳統中國式『繩圈/雞膠圈
90』的製作工藝技法，並將天杆區分出三

個間隔，左右寬度相同、約為 23.5 公分。 

8. 地杆為木質，未來可可進一步與天杆材料進行比對兩者間的異同。直徑約 2.7

公分、橫 98 公分；地杆夾口約 4.5 公分；兩側包覆的飾杆材料保存較為完整，

為具印製花紋的布質材料。 

9. 形式特徵分析說明： 

書畫裝裱不不同文化脈絡裡皆有其基本形式特徵，諸如傳統中國式裝裱與日

式裝裱為代表，而範圍更小的各地域間也存在差異化，通常僅能從外觀格式、使

用材料與製作基法等作品中呈現的訊息探討分析，在非文物流傳脈絡資訊清晰的

條件下，惟仍具不確定性。關於此件作品的形式特徵，描述說明如： 

I. 從此件作品的裝裱尺寸而言，基本符合中式裝裱格式特徵，如天地頭裱料為

傳統樣式比例 3:2。 

II. 天杆型態符合中式裝裱格式的應用，惟地杆直徑尺寸較小，不同於一般與此

幅作品相同裝裱會應用的格式安排。傳統上與此作品尺寸相似之裝裱格式-

中堂裝裱形式下，通常會搭配直徑約為 1.1~1.2 寸（3.3～3.6 公分）之地杆，

然此件作品僅 9 分（2.7 公分）。與日式裝裱常用之地杆尺寸相似，當然一般

民間裝裱在材料限制之下，有可能會以現況材料進行裝配。 

III. 從日式風格裝裱的表具，以及現存古代書畫與現代以傳統中式裝裱技法進行

裝裱之裱件與風格觀察比較，可以得出中式裝裱之旗杆邊(通天邊)的使用通

常以使用單色、或染色之紙張、綾絹進行裝裱，與此件現況不同。 
                                                      
89 同上，頁 73。 
90 中國書畫裝裱工藝學院書畫裝裱教研室，《中國書畫裝裱藝術》，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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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同上，傳統地杆之飾杆材料已是以單色、或染色之紙張、綾絹，甚至是以錦

布進行包覆裝飾。 

V. 傳統中式裝裱的天杆繩圈均有其基本製作形式，同時數量配置、尺寸位置均

依關乎文物懸掛、審美意識甚為重要，更是區分裝裱流派風格的重要資訊。

從此件作品僅存的兩個繩圈孔洞型態初步檢視，與傳統中式裝裱通常會配四

個繩圈的格式不同，當然裝裱繩圈數量的設置是裝裱人員當下的選擇，但最

重要的特點是，此件作品繩圈製作技法並非依傳統中式繩圈裝置技法進行配

置，比較接近日式繩圈的裝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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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裝裱形式與結構名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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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裝裱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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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蔡復一畫像裝裱結構名稱、尺寸與局部特寫 

  
地杆型態、旗竿邊與飾杆材料 天杆型態、旗竿邊與飾杆材料 

  
天杆繩圈（兩孔）殘存孔洞型態 下錦眉及地頭裝裱材料型態 

  
旗杆邊/錦眉印製花紋與型態特寫 地乾飾杆材料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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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份 科學檢測 

  有關本案畫像之科學檢測部分可區分為三個認知部分，其分別展開保存現況

檢視、圖層檢測分析與成分科學分析，進行畫像全面性的科學理解，以利發現潛

存於畫像的肉眼不可見訊息。 

  第一部分為「保存現況檢視」：主要瞭解畫像保存現況之科學檢視，經由科

學調查已瞭解原作及經由多次（至少兩次）修補後現況之認知，檢測項目包含（1）

可見光檢視、（2）數位顯微檢視（可見光、紫外線）、（3）色彩紀錄（採用色差

儀器）、（4）光澤度紀錄（採用光澤度儀器）、（5）紅外線熱影像檢視（Thermal 

Image）、（6）黴菌檢測與分析等項目。 

  第二部分為「圖層檢測分析」：用以發掘潛在於原畫像與經修補之基底與彩

繪層次，以及損壞現況檢視。檢測項目包含（1）X 射線影像檢視（X-ray Image）、

（2）紅外線影像（InfraredImage）、（3）多光譜影像（Multispectral Image）檢視

畫作潛在之現象分析。 

  第三部分為「成分科學分析」：本項科學檢測為瞭解「顏料」的主要構成色

料（色粉、染料或色澱等）、展色劑（如動物膠、植物膠、天然漆、天然油質或

合成樹脂等），藉由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XRF）

進行顏料之單元素分析，並另外針對近紅外線光譜檢測（Near-Infrared，NIR）

可瞭解顏料展色劑之比對與成份。 

 

一、保存現況檢視 

  「蔡復一畫像」自 105 年 3 月 12 日從金門取回後靜置於修復室，至 3 月 21

日共十日的第一次環境溫濕度適應後，進行外包裝拆封。自 3 月 21 日外包裝拆

封後靜置於修復室，至 3 月 28 日共八日的第二次環境溫濕度適應後，進行畫軸

攤開調查。 

  首先規劃調查研究室之環境溫度（攝氏 20℃ ± 3）、相對溼度（50％R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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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後，以毛針式環境條件紀錄器進行監測。之後再進行木質蓋盒內所見「不明

粉末」取樣，以作為後續保存修復之參考。 

（一）可見光檢視 

  以可見光影像進行畫像保存現況紀錄，以作為建立損壞圖典之判斷與依據，

以利瞭解畫像各種損壞現況，以為後續長期保存維護與修復之參考依據。避免損

壞現象（如剝落、黴菌等）持續的影響畫像的保存。 

  減少開闔畫像次數，可避免顏料層剝落與摺痕，避免開闔畫像時不當的捲收，

同時亦可防止垂直裂紋的產生。「蔡復一畫像」較為明顯的人為損壞，是未經規

劃設計的修補行為，例如畫像表面可見「感壓式膠帶（透明膠帶）」直接貼附於

畫作之上，造成了畫作受到嚴重的酸化、纖維損壞等現象。此外，尚可見不同材

質顏料附著所造成的剝離，以及不適當的後世裝裱所導致的畫像損壞。 

 

 
（圖 67）畫像外包裝拆封 

 
（圖 68）畫像取出 

 
（圖 69）進行第二次靜置適應環境 

 
（圖 70）將畫像移至楮皮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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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檢視畫像現況 

 
（圖 72）尺寸丈量 

 
（圖 73）畫像尺寸紀錄 

 
（圖 74）不明殘留物取樣位置紀錄 

 
（圖 75）進行取樣 

 

  有關「蔡復一畫像」保存現況之觀察，依據其構圖位置進行格狀分區，以作

為劣化狀況檢視位置之依據，分別以英文字母賦予編號 A、B、C、D、E、F、G、

H、I、J、K、L 等代號，劃分為十二個不同等分的區域，進行分區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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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畫像區域檢視劃分圖 

  經由本研究「現況檢視」可知，91「蔡復一畫像」表面覆蓋髒汙、灰塵，而

「蔡復一畫像」畫心部份彩繪層之損壞與劣化現象，則有起皺、缺失、破碎、裂

痕、摺痕、黃化、褐斑、汙漬、暈染、表層分離、顏料脫落及脆化等現象；生物

危害部份則有黴菌、蟲蛀及生物排遺等現象；人為損害部份則有懸掛不當、膠帶

黏貼、膠漬、修補及撕裂等現象。本研究根據「蔡復一畫像」保存現狀所獲致之

檢視結果，建立文物「損壞圖典」可見於下（表五）與「破損圖」（圖 77）共有

                                                      
91 檢測名詞與現象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織品服飾、紙質 
 文物保存專有名詞類編》，臺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頁 
 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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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項損壞現象。 

  根據本研究檢視「蔡復一畫像」保存現況可知，本件文物之紙質、顏料皆有

嚴重損壞現象，其中尤以「後世修補」更形加劇了畫像損壞的狀況，像是以「感

壓式膠帶」直接進行撕裂處黏貼，造成了殘留膠漬無法移除的問題，而不合適之

修補材料也造成了塗膜過厚與脆裂問題，甚至是在修補過程造成之畫心汙染等，

皆嚴重影響本件畫像之壽命，同時致使其文化資產價值逐漸降低。 

 

表四：文物損壞圖典 

損壞狀況 Condition 狀況圖示 

物理性及化學性 

髒汙 Dirt 

 

灰塵、油垢或異物等堆積一

定的塵垢，形成深色遮蔽物。 

因髒汙微粒多半呈酸性，且

夾留於紙張纖維之縫隙間，

不易移除。 

顏料脫落 Polichromy loss 

 

因長時間且重複性的摩擦，

導致文物顏料層呈現不規則

塊狀剝落。 

灰塵 Dusty 

 

為空氣中的懸浮粒子，以物

理力的方式附著在文物的溝

槽，以手觸摸微粉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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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及化學性 

起皺 Cockling 

 

紙材表面呈現平行凹凸皺紋

之現象，其因多為紙材受外

部環境因子或捲收不當，造

成紙張平整度發生變化。 

缺失 Loss 

 

不規則狀剝落，部分區域可

見基底材或顏料層喪失。 

破碎 Break 

 

基底材或顏料層之剝離（包

含物理性及化學性）。 

 

裂痕 Fissure 

 

因外力或者材質本身的收

縮，導致基底材或彩繪層開

裂，形成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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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及化學性 

摺痕 Creases 

 

捲收或壓摺之痕跡，可能為人

為疏忽，或者是基底材纖維先

天之特性所造成。 

黃化 Yellowing 

 

本件文物之紙張可見全面性

黃化現象，此現象經常見於酸

性材質之文物，同時也會伴隨

紙質脆化、強度遞減等劣化狀

況發生。 

褐斑 Foxing 

 

紙質表面出現褐色斑點， 

而黴菌可能為褐斑形成的原

因之一。 

另將文物置於潮濕與高溫的

環境，亦可能導致褐斑之形

成。 

汙漬 Stain 

 

通常是指異物深入紙張纖

維，造成顏色變化之情形，此

類外來物可能造成紙張之磨

損、酸化或劣化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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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及化學性 

暈染 Dye migration 

 

彩繪層因摩擦或濕度所產生

的毛細現象，導致顏料層向

外轉移擴散。 

表層分離 Skinning 

 

基底紙材與下層托裱之紙材

產生剝離，且在開裂處產生

翹曲之情形。其因可能是捲

收或壓摺，導致上、下層紙

材易位之情形。 

脆化 Brittle 

 

紙材耐摺力低，易造成斷裂

的狀況，而紙張纖維斷裂之

處，多呈現短而銳利的線條。 

生物性 

蟲蛀 Insects 

 

昆蟲對紙材或媒材所造成之

損壞；其所導致之現象包括

紙材變薄、缺失、孔洞。 

蟲害之發生多出現在潮濕陰

暗且空氣不流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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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 

黴菌 Mold/Mildew 

 

黴菌會形成絨毛狀的菌落，

其所釋出的色素，會對紙張

造成影響，而其所釋出的有

機酸，則會導致纖維素纖維

水解。 

生物排遺 Flyspeck 

 

昆蟲排泄物所導致之異物沾

黏、變色、汙漬等損害。 

人為性破壞 

撕裂 Tear 

 

人為外力破壞所造成之斷

痕。 

膠漬 Adhesive stain 

 

聚氯乙烯膠帶長時間貼附在

紙張上，致使膠體軟化，進

而滲入紙張纖維內，形成膠

狀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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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性破壞 

修補 Old repairs  

人為不當修補、補色之痕跡。 

懸掛不當 Handing dents  
因重複且長時間持拿或懸

掛，致使畫像頂條部份出現

損壞。 

膠帶 Adhesives tape  
使用的聚氯乙烯膠帶，貼補

畫軸撕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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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蔡復一畫像破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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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顯微檢視（可見光/紫外光） 

  本研究運用可見光與紫外線顯微放大進行檢測，觀察「蔡復一畫像」所見污

染層、保護層、顏料之螢光反應位置與種類，藉以判讀畫作之各部份之材質保存

現況與污染狀況。檢測點位置規劃共 40 點，其檢測位置同於材料成分分析檢測

位置，檢測位置說明見（圖 78），各檢測點列表逐一列出現象判讀結果。 

  本檢測結果顯示「蔡復一畫像」的命紙與小托紙質纖維，呈現明顯的螢光反

應，推測為現代紙或受現代材料紙材影響（含螢光劑），產生螢光反應之檢測點

編號為：編號 1、編號 2、編號 4、編號 8、編號 15、編號 19、編號 26、編號 34、

編號 35、編號 36、編號 36。 

  檢測結果顯示大部分「蔡復一畫像」所見顏料，均無螢光反應，僅有鶴紋方

補內小部份面積：團雲周邊之編號 9（白色團雲）、編號 10（白色團雲）、編號

16（白鶴）周邊可見些微螢光反應，推測應為鉛白顏料之螢光反應。 

  「蔡復一畫像」之緋袍表面紅色處，經顯微放大檢視，可見其已呈現老化龜

裂現象，且其底層所顯露之顏料具有螢光反應，推測其應為之「原畫作」含有硫

化汞或鉛丹之顏料所產生。 

  另有編號 36 顏料裂縫處，呈現明顯的螢光反應，推測其應為後世修補之顏

料或黏著劑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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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檢測點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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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裝裱紙質纖維 無反應 裝裱紙質纖維 

色差儀 L/ 74.13 a/ 5.38 b/ 19.03 

No.2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命紙纖維 無反應 有螢光反應（推測為

現代紙） 

色差儀 L/ 64.48 a/ 5.76 b/ 19.02 

No.3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黑色帽冠處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墨） 

色差儀 L/ 27.02 a/ 0.36 b/ 2.33 

No.4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小托纖維 無反應 有螢光反應（推測為

現代紙） 

色差儀 L/ 75.82 a/ 5.05 b/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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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臉部（眉間）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3.28 a/ 10.40 b/ 21.41 

No.6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臉部（嘴唇） 嘴唇線稿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2.67 a/ 13.44 b/ 22.22 

No.7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圓領處（左側）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75.27 a/ 3.17 b/ 14.66 

No.8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圓領處（右側）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小托顯

露處有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73.60 a/ 3.21 b/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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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紅色團雲） 紅色團雲線稿 有螢光反應（推測為

鉛白顏料） 

色差儀 L/ 59.60 a/ 6.78 b/ 15.79 

No.10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赭色團雲） 赭色團雲線稿 有螢光反應（推測為

鉛白顏料） 

色差儀 L/ 56.36 a/ 6.04 b/ 18.67 

No.11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紅色團雲） 紅色團雲線稿 無螢光反應〈小托顯

露處有明顯螢光反

應） 

色差儀 L/ 51.47 a/ 16.46 b/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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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綠色團雲） 綠色團雲線稿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42.45 a/ 2.95 b/ 17.20 

No.13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藍色團雲） 藍色團雲線稿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42.41 a/ 1.08 b/ 10.17 

No.14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土黃底顏料）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2.07 a/ 5.09 b/ 16.35 

No.15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革帶（藍色）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小托顯露

處有明顯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44.40 a/ -3.02 b / 2.68 

No.16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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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子（白鶴） 白鶴線稿 無螢光反應（局部斑狀

螢光反應，推測為鉛白

顏料，無反應處推測為

其他白色顏料） 

色差儀 L/ 64.34 a/ 4.74 b/ 17.05 

No.17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土黃底色顏料）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5.43 a/ 13.29 b/ 35.91 

No.18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補子（白鶴綠色嘴部）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小托顯露

處有明顯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46.02 a/ 1.47 b/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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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無反應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小托顯露

處有明顯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36.87 a/ 0.18 b/ 5.44 

No.20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左手（膚色） 無反應 顏料脫落處有些微螢

光反應 

色差儀 L/ 59.23 a/ 13.23 b/ 24.66 

No.21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革帶三台（黃色顏料）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60.04 a/ 15.13 b/ 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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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緋袍（顏料層較厚重

繪處）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底層紅色

顏料有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38.85 a/ 27.19 b/ 17.41 

No.23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緋袍（顏料層較薄重

繪處）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底層紅色

顏料有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44.56 a/ 35.46 b/ 22.50 

No.24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右手（膚色） 無反應 顏料脫落處有些微螢

光反應 

色差儀 L/ 58.79 a/ 14.04 b/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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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背景（修復處塗有現

代化合顏料 PU） 

無反應 有些微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63.75 a/ 4.98 b/ 18.61 

No.26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背景（修復處塗有現

代化合 PU 顏料） 

無反應 有些微螢光反應（小托

顯露處有明顯螢光反

應） 

色差儀 L/ 60.78 a/ 7.24 b/ 19.74 

No.27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不明材料堆積 無反應 局部有螢光反應（線

狀、點狀） 

色差儀 L/ 57.30 a/ 3.45 b/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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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8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緋袍（有不明白色材

料堆積） 

無反應 有螢光紅色反應，推測

為具螢光性之紅色顏

料 

色差儀 L/ 50.76 a/ 13.70 b/ 14.77 

No.29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流蘇（綠色顏料）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6.00 a/ -18.68 b/ 27.79 

No.30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背景（白色顏料） 無反應 有些微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69.32 a/ 3.13 b/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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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1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虎皮（推測為原有之

赭石顏料線條） 

無反應 背景有些微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6.74 a/ 10.31 b/ 21.69 

No.32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皂靴（白色顏料） 無反應 底層有些微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77.72 a/ 3.06 b/ 13.58 

No.33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座椅紋飾 無反應 脫落處有螢光反應（推

測為現代紙/含碳酸鈣

之小托纖維） 

色差儀 L/ 47.37 a/ 10.05 b/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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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4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座椅下方 無反應 左側有些微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60.31 a/ 61.18 b/ 18.44 

No.35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小托纖維 無反應 有明顯螢光反應，推測

為現代紙纖維 

色差儀 L/ 69.10 a/ 9.47 b/ 22.24 

No.36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裝裱背景汙染處 無反應 左上側有明顯螢光反

應 

色差儀 L/ 68.59 a/ 6.37 b/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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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7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玉珮流蘇（藍色顏料

表面有白色堆積）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裂縫處有

明顯螢光反應，推測為

其他顏料或纖維 

色差儀 L/ 45.43 a/ 1.15 b/ 1.76 

No.38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玉珮流蘇（藍色顏料

表面有白色堆積）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裂縫處有

明顯螢光反應，推測為

其他顏料或纖維 

色差儀 L/ 41.74 a/ 0.61 b/ 0.84 

No.39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緋袍（紅色顏料有溶

出堆積） 

 

無反應 局部紅色顏料有螢光

反應，其底部命紙明顯

螢光反應，推測為現代

纖維 

色差儀 L/ 43.86 a/ 31.27 b/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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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0 可見光顯微〈50x〉 紅外光顯微〈50x〉 紫外光顯微〈50x〉 

   

虎皮（赭色） 無反應 無螢光反應（局部顏料

脫落處有螢光反應） 

色差儀 L/ 52.57 a/ 10.04 b/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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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紀錄 

  本項色彩檢測工作，主要運用科學儀器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客觀量化的

文物表面明度、色相紀錄，藉以獲致本件畫像「未清潔前（修復前）」之表面汙

染處、損壞處數據，可做為後續清潔與保存修復工作之參考與比對依據。 

  本次色彩檢測之科學原理，是當白光照射物質後，各種色光經物質吸收，剩

餘未被吸收之有色光，經由反射後即為物質之顏色。本檢視紀錄方式為非破壞性

檢測色彩感覺差別量，其測儀器型號為 NR-11A（手持式色差儀），透過不同的

色彩記錄之 Lab 差值，判斷其色差數據，可有效獲知畫像是否變色，以及文物清

潔處理之前後差異。 

  本次儀器檢測條件與設定為：量測口徑採 ψ5mm，D65 光源及 2°視角測試。

其系統為國際照明協會（1976）CIE 之 L*a*b*系統，分別代表明度（L*＝100 代

表白色 L*＝0 代表黑色），色調及彩度（a*正值為紅色，負值為綠色；b*正值為

黃色，負值為藍色）以下列公式來表示各種顏色參數。並以 3 次量測值平均計算，

數據同時紀錄 SCI100 及 SCE100 兩項反射圖譜結果，並採 CIE1976 L* a*b*色度

空間測色標準，以標準白板（校驗標準 NPL）為基準，檢測結果數據（見圖 79）。 

 

 

（圖 79）色彩紀錄 L、a、b 值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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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澤度紀錄 

  本研究運用光澤度計〈Glossmeter〉針對「蔡復一畫像」表面之「反射能力」

進行紀錄。「光澤度」屬光學之專有名詞，可呈現物件表面對光線之反射能力，

其功能主要是提供日後進行文物清潔之參考依據，特別是污染物造成光澤減少程

度，以及清潔後標準光澤度數值之依據。本次共記錄各區共十點之光澤度（檢測

位置與結果見圖 80）。 

 
（圖 80）光澤度檢測示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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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紅外線熱影像 

  本研究使用紅外線熱像儀，運用紅外線波段偵測，確認目標物之熱輻射狀況，

藉以判斷「蔡復一畫像」是否存在「潛在性損壞現象」與「隱蔽性裂縫損傷」。 

  本項檢測原理，係利用紅外線波段之偵測器，檢視目標物之熱輻射狀況，藉

以判斷畫作表面汙染物狀況，同時顯示其內部結構之材料密度與材料分布情形，

以判讀是否有隱蔽性之破損或劣化。（圖 81）所見全幅熱影圖可知，顯示「蔡復

一畫像」缺損處、修補材料之明顯色相差異，從（圖 82、圖 83）影像可以明確

發現顏料缺損處之邊緣、底紙表面之顏料所存在之皺裂現象。 

 

 
（圖 81）全幅圖 

 

（圖 82）頭部檢測 

 

（圖 83）補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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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黴菌檢測與分析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年平均溫度約為攝氏 23℃，相對濕度約為 80﹪RH，

其溫濕度特性實為助長黴菌等微生物滋長的溫床，造成文物經常性面臨霉腐、霉

斑等微生物破壞的威脅。所謂「微生物破壞」是指有害性的細菌與真菌（通稱黴

菌）對文物所造成之的危害，黴菌汙染會產生紙質書畫的變質，造成不可逆的破

壞作用，進而出現紙張變色、黴菌色素染色產生或褪色，形成多種顏色且難以清

洗的變色現象，而黴菌之分泌物則會釋放有機酸，造成紙質酸度增加，進一步分

解紙張纖維素，造成黴斑處外的破損，影響紙質文物外觀；另一方面，黴菌生長

過盛，嚴重者則會發生紙張粘黏，機械強度下降、脆裂，無法修復。92 

  微生物需要從外界環境中不斷吸收營養物質，其生長所需的主要元素包括碳、

氫、氧、氮、硫、磷，其中以碳和氮是需求量最大的元素。可以提供微生物碳元

素的營養素，稱之為碳源，例如葡萄糖。提供微生物氮元素的營養素則稱之為氮

源，例如胺基酸。高溼度、適宜溫度與酸鹼值（PH）等，皆是有助於黴腐微生

物生長發育的條件。 

  本研究初步以肉眼觀察「蔡復一畫像」後，發現畫像木質外盒、基底材、彩

繪層上有疑似黴斑情形。為了近一步確認且便於日後追蹤，本研究規劃進行「蔡

復一畫像」調查地點溫度、濕度監測、可見光檢視與紀錄、紫外線影像、落菌培

養與分析。並在菌種培養完成後，以比對方式推測出可能之細菌種屬，並針對上

述結果提出文物保護建議。 

  「蔡復一畫像」為紙質類文物，原存放於金門縣金湖鎮瓊林 13 號半開放空

間之內；而在本計畫研究階段，則暫存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

研究所調查工作室。  

                                                      
92 唐歡、王春、范文奇、周理坤、馬冠華，〈館藏紙質書畫文物上霉菌的分離與鑒定〉，《文物 

 保護與考古科學》，2015 年第二期，頁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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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質盒體檢測 

規劃落菌取樣共 5 處，並在培養皿底部註記編號與日期。 

 
（圖 84）使用標籤紙標記檢測位置 

 

（圖 85）盒體取樣標記點 

  以滅菌棉簽輕輕滾動於欲取樣處，再將棉簽輕沾於 PDA 培養皿中心處。每

處重複一次，5 處共得十個培養皿，以避免取樣失敗。蓋上 PDA 培養皿上蓋，

並以石蠟封膜包覆邊緣。拍照記錄，完成取樣。 

  分別於木盒之頭（1）、中（3）、尾（2）各放置一 PDA 培養皿，二十分鐘後

封邊。拍照記錄，完成取樣。接菌日期為 5 月 30 日。 

 
（圖 86）外盒環境落菌 

 
（圖 87）擺放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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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於 5 月 24 日、5 月 30 日、6 月 4 日、6 月 7 日，無光照生長，進行拍

照記錄，如下表： 

表五：盒體黴菌培養 

2017.06.07（第 15 天） 

位置 正面 反面 

盒體-1 

  

盒體-2 

 

  

盒體-3 

  

盒體-4 

  

盒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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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分別於 5 月 30 日、6 月 4 日、6 月 7 日，無光照生長，進行拍照記錄，如

下表： 

表六：盒體現擺放環境黴菌培養 

2017.06.07（15 天） 

位置 正面 反面 

盒體環境-1 

 

 

盒體環境-2 

 

 

 

盒體環境-3 

 
 

 
2. 掛軸檢測 

  針對「蔡復一畫像」掛軸部位，進行黴菌檢測之落菌取樣，共 15 處。製作

約1公分之三角形吸水紙標籤，上以鉛筆標記編號，再以鑷子將標籤置於文物上，

並於培養皿底部以簽字筆標註編號、日期。 

  以滅菌棉簽輕輕滾動於欲取樣處後，將棉簽輕沾於 PDA 培養皿中心。每處

重複一次，15 處得三十個培養皿，以防取樣失敗。蓋上培養皿上蓋，以石蠟封

膜包覆邊緣。拍照記錄，完成取樣。取樣日期為 5 月 24 日。分別於文物壓克力

保護罩外的頭（上）、尾（下）與壓克力罩內（中）各放置一 PDA 培養皿，二十

分鐘後封邊。拍照記錄，完成取樣。接菌日期為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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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掛軸環境落菌 

 

  畫像掛軸分別於 5 月 24 日、5 月 30 日、6 月 4 日、6 月 7 日，無光照生長，

進行拍照記錄，如下表： 

表七：掛軸黴菌培樣 

2017.06.07（15 天） 

位置 正面 反面 

點 1-1、1-2 

 

  

點 2-1、2-2 

  

點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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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4-1、4-2 

  

點 5-1、5-2 

  

點 6-1、6-2 

  

點 7-1、7-2 

  

點 8-1、8-2 

  

點 9-1、9-2 

  

點 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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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11-1、

11-2 

 

 

點 12-1、

12-2 

 

 

點 13-1、

13-2 

 

 

點 14-1、

14-2 

 
 

點 15-1、

15-2 

 

 

 

  掛軸位置檢測分別於 5 月 30 日、6 月 4 日、6 月 7 日，無光照生長，進行拍

照記錄，如下表： 

表八：掛軸位置黴菌培樣 

2017.06.07（15 天） 

位置 正面 反面 

文物上段 

 

 

文物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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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下段 

 
 

 

3. 結果分析 

  針對「蔡復一畫像」所取文物取樣菌種與環境落菌分析樣結果，進行資料比

對，獲致五種常見紙質類文物黴害菌種：青黴菌（Penicillium citrinum）、黑麴黴

（Aspergillus niger）、米麴黴（Aspergillus oryzae）、黃麴黴（Aspergillus flavus），

以及毛黴屬（Mucor），見下表八。以下分述： 

1.青黴菌（Penicillium citrinum），（見圖 89）： 

  青黴菌適宜生長之溫度約為攝氏 25℃～30℃，相對濕度約為 80﹪RH～85

﹪RH。青黴菌常生長於土壤、皮革、果皮和衣類，約有 150 多種。由於分生孢

子大都是青綠色，所以稱為青黴菌。形態特徵為放射狀生長，向四周擴散，由落

菌處向外擴張。內部呈現黃綠色，最外圍為白色新生兒，底部顏色為黃色與橙

色。93 

 
（圖 89）青黴菌 

 

                                                      
93 圖片引用：https://i1.read01.com/uploads/0DEhXP00.jpg（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圖片引用：http://thunderhouse4-yuri.blogspot.tw/2015/08/penicillium-citrinum.html（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圖片引用：http://atlas.sund.ku.dk/microatlas/food/fungus/Penicillium_citrinum/（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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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麴黴（Aspergillus niger）： 

  黑麴黴適宜生長溫度約為 35～37℃，相對濕度約為 80～88﹪。蔓延迅速，

初為白色，後變成米黃色直至黑色絨毛狀，底部為黃褐色。與其他菌種相比，生

長快速，菌絲體呈白色，菌叢呈黃褐色，分生孢子呈球形而黑色（見圖 90）。94 

 
（圖 90）黑麴黴 

 

3.米麴黴（Aspergillus oryzae）： 

  米麴黴適合生長溫度為 35～38℃，相對濕度約為 80～85﹪。米麴黴菌落生

長快，10d直徑達 5～6cm，質地疏鬆，初生為白色、黃色，成熟後為褐色至淡綠

褐色。分生孢子幼時洋梨形或卵圓形，成熟後多為球形或近球形，一般 4.5μm（見

圖 91）。95 

 
（圖 91）米麴黴 

 

4.黃麴黴（Aspergillus flavus）： 

                                                      
94 圖片引用：http://www.chaetomiumqueen.com/aspergillus-niger/（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圖片引用：https://www.inspq.qc.ca/en/moulds/fact-sheets/aspergillus-niger（2017 年 6 月 10 日點 
閱） 

95 圖片引用：https://alchetron.com/Aspergillus-oryzae-1768601-W（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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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麴黴適宜生長之溫度約為 30～38℃，相對濕度約為 80～86﹪。「黃麴黴菌」

的中文名稱來自於外觀的顏色，菌落初生長呈現米黃色後轉為黃綠色，成熟後呈

褐綠色。黃麴黴是污染和腐壞文物的主要黴菌之一（見圖 92）。96 

 
（圖 92）黃麴黴 

 

5.毛黴屬（Mucor）： 

  毛黴屬無法在高溫中生長為高濕型黴菌。菌落的顏色為白色、米黃色或灰色，

外型如同棉花糖般蓬鬆，在PDA中生長快速，底部呈現米黃色與白色（見圖 93）。97 

 
（圖 93）毛黴屬 

 

  梧桐木盒菌種與存放環境落菌比較結果顯示，梧桐木盒之黴菌種類較為多元

（見圖 94），根據木盒的內部取樣點之黴菌進行觀察，其所培養出的菌種大多相

                                                      
96圖片引用：https://www.inspq.qc.ca/es/node/482（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圖片引用：http://www.chaetomiumqueen.com/aspergillus-flavus/（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97圖片引用：

http://www.tutorvista.com/content/biology/biology-iii/kingdoms-living-world/fungal-reproduction.p
hp（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圖片引用：https://www.pentaxuser.com/photo/saprophytic-mucor-fungus-49800（2017 年 6 月 1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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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重複率高；相對之下，調查工作室所見之環境落菌，菌種種類較少，較為單

純。 

 

 
（圖 94）梧桐木盒之黴菌種類 

 

  掛軸菌種與環境落菌比較結果顯示，「蔡復一畫像」測點共為 15 處，其中培

養出菌種則有六處，皆以青黴菌為大宗（見圖 95）。由其黴菌生長處特徵可以推

論，黴菌在畫心彩繪層生長較多，其原因可能為顏料所含展色劑屬有機材料，或

者是該檢測點為黴菌孢子紛飛的原掉落處（見圖 96）。至於調查工作室之環境落

菌，其菌種之種類，大致同於「蔡復一畫像」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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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掛軸菌種與環境落菌比較分析 

 

 

（圖 96）環境落菌與作品取樣菌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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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菌種統計 

 木盒 文物 木盒環境落菌 文物環境落菌 

青黴菌 4 2 2 2 

黑黴菌 1 1 0 0 

毛黴菌 3 3 1 1 

黃麴菌 1 0 0 0 

未知菌種 0 2 0 1 

 

  本次黴菌檢測由環境落菌與取樣處之分析與推測結果如下： 

(1) 本次實驗所辨識出的菌種約為四種，以青黴菌為大宗，這些酸性代謝物會降

低書畫文物周圍的pH值，使得書畫文物造成腐蝕。酸性增加也會加快纖維素的

水解速度，尤其在高濕度環境下更為明顯，造成纖維素長鏈斷裂，成為易碎的水

解纖維素。進而造成書畫文物變得陳舊並脆裂。98 

(2) 梧桐木盒與畫像本身相對培養出的菌種大致相似，為青黴菌、黑黴菌、毛黴

菌等，相似度達 60﹪，故推測其所生成黴菌之間，存在交互影響。 

 

  

                                                      
98 李曉晨，〈古代書畫保護修復過程中的霉菌防治〉，《文物世界》，2015 年第四期，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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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層檢測分析 

  本研究除以可見光觀察「蔡復一畫像」之外（圖 97），另運用 X 射線影像（圖

98）、紫外線影像（圖 99）、紅外線影像（圖 100、圖 101）與 LED 透光板等數

種科學檢測方式，進行交互檢視，明確獲知本件文物除該畫作原始圖像之外，另

外至少歷經過兩次後世修復，覆蓋於原畫作之上（線描稿見圖 102）。以下列表

分述臉部、革帶、帽冠、袍服、右手、右虎爪、補服黑點、左手、左手臂、左虎

爪、左腳、左手衣袖、左虎皮、右肩、右手臂、左下擺、右下擺、方補鶴紋等

22 處畫像各個局部檢視結果： 

 
（圖 97）可見光全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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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X 光全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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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紫外線全幅圖（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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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紅外線全幅圖（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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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紅外線全幅圖（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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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臉部 

    畫像之額頭部份在紅外線影像下，出現帶狀不明塗層，但線稿並未檢視出修

補之情形，故推測臉部彩繪之赭色與墨色線稿，並未有後世修補。 

    另從 X 射線影像可見出不同顏料在 X 光的照射下，各自呈現不同的反射現

象；透光板攝影則可觀察出顏料施塗厚薄之差異。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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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帶 

    紅外線影像可清楚觀察被藍色顏料覆蓋之原畫作線條，且可見新覆蓋線條、

原作舊線條二者所呈現色調深淺之明顯不同（舊：顏色較淺，新：顏色較深）； 

X 射線影像則可檢視出不同顏料在 X 光的照射下所呈現反射現象之差異。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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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帽冠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原始墨跡，被修補重繪之白色塗料（背景）局部覆蓋； 

透光板影像則可見帽冠顏料層，明顯較薄。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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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袍服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被紅色顏料所覆蓋的原畫作墨線，共出現四條不同長度

的細線，且可明顯看出原畫作墨線（舊）與後世修補墨線（新）筆法之差異； 

X 射線影像可見不同顏料及其厚薄之差異，以及在 X 光的照射下， 前者所

呈現反射現象之差異。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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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右手 

    紅外線影像可見手指處出現兩至三條不等的細線（研判應為打稿線條）； 

    袍服部份則可見紅色塗料在紅外線下所產生不同層次之反應，顯示袍服所施

紅彩，可能是由不同成份之紅色顏料所構成。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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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虎爪 

    可見光照片隱約可見虎爪處殘留原畫繪製過程的修改痕跡，而在紅外線下觀

察更能清楚確認其被覆蓋墨線之位置； 

    X 射線影像則可檢視出白色顏料在 X 光的照射下所呈現強烈反射現象。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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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補服不規則黑點 

    紅外線影像可觀察出紅色顏料層之下存在不規則、大面積的黑點覆蓋； 

    X 射線影像可檢視出後世重繪者，在塗佈顏料時所留下的塗刷筆痕。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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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手 

    可見光影像與紅外線影像皆可見手背存在局部不規則黑點，此外，紅外線影

像尚可見手指部分被顏料覆蓋的稿線（推測應為打稿線）。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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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手臂 

    可見光影像顯示紅色顏料具有光澤感；紅外線影像則可觀察出紅色顏料層之

下，覆蓋了原畫作之四條衣摺墨線； 

    透光板影像則可看出紅色顏料之透光性，明顯低於虎皮的部分。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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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補服黑點 
紅外線影像可見被紅色顏料層所覆蓋之疑似墨跡或其他汙漬痕。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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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左虎爪 

由紅外線影像可以清楚分辨後世重繪層墨線（墨色較深），以及原畫作墨線（墨

色較淺），而後世修補重繪層的筆法品質，明顯較為拙劣。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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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左腳 

   可見光影像顯示左腳部份覆蓋黑色汙染物，且呈現手掌印痕，上述黑色汙染

物在紅外線影像中甚為明顯，推測應為後世裝裱或修補時，所造成的髒汙痕跡。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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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左手衣袖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紅色顏料所覆蓋之墨線，共有六條不同長度的細線，應

屬原畫作所繪線條，其筆法明顯不同於最外層後世覆蓋之墨線。其中第三、四條

細線可與衣袖的內襯相連。 

    另經由透光板觀察可見，後世修補層下所見第三、四條細線之衣袖處，仍有

原畫作塗佈之顏料殘留。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131 
 

15.左虎皮 
    經紅外線影像之觀察，可知虎皮外罩處並無後世重繪塗佈之痕跡； 

    透光板影像亦未見顏料重繪之痕跡。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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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右肩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紅色顏料所覆蓋下之墨線，共有三條細線，其筆法特徵

明顯有別於可見光影像所見之後世覆蓋重繪之墨線筆法。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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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右手臂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被紅色顏料所覆蓋之墨線； 

    X 射線影像則可觀察本處明顯有存在後世添加補筆之痕跡。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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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左下擺 
     紅外線照射下所見影像，清楚顯示被藍色顏料所覆蓋之墨線； 

     X 射線影像下可見後世修補塗佈覆蓋之藍色、綠色與紅色顏料，且各自呈

現不同層次的的深淺色調。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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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右下擺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綠色顏料所覆蓋之墨線；而在 X 射線的照射下，紅色、綠色顏料也呈現出不同層次的深淺反應。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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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右下擺 
紅外線影像及透光影像清楚可見紅色顏料所覆蓋之原作墨線稿，共有兩條互相平行的細線。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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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右下擺 

紅外線的照射下可見綠色顏料區塊出現兩種不同深淺層次反應，且有不規則黑點； 

透光板影像則可觀察到紅色塗層的厚薄差異，至於綠色顏料區塊的透光性較弱，可知其顏料材質較不具透光性。 

紅外線影像與 X-ray 影像呈現較不規則條狀形態。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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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方補鶴紋 

紅外線影像清楚可見白鶴身軀存在兩種不同筆法的墨線。其中後世重繪層所見白鶴羽毛、如意雲紋之用筆線條，明顯較為凌亂。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X-ray 影像 透光板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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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原有線稿（黑色線），紅外線檢視出修補線條（藍色線） 

 
 

  被修復線條(藍色線)         原有線稿(黑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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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分分析 

（一）顏料成份分析（XRF） 

  本研究運用非破壞性、非侵入性與非取樣之方法，進行「蔡復一畫像」裝裱

與顏料之成份分析，藉以理解其所使用顏料之個別元素成份，進而推斷「蔡復一

畫像」所使用之顏料元素。本次顏料成份分析（XRF）共檢測 34 點，各點分佈

位置（見圖 103）。 

   

（圖 103）XRF 檢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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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檢測位置與顏色說明 

編號（圖） XRF 機內編碼 位置 顏色 
NO.1 #2 畫軸（天）  
NO.2 #3 錶紙  
NO.3 #4 帽 黑 
NO.4 #5 命紙  
NO.5 #6 眉心 膚 
NO.6 #7 嘴唇 膚 
NO.7 #8 左領 白 
NO.8 #9 右領 白 
NO.9 #10 雲 紅 
NO.10 #11 雲 藍 
NO.11 #12 雲 赭 
NO.12 #13 腹帶 藍 
NO.13 #14 鶴 白 
NO.14 #15 補服（上） 土黃 
NO.15 #16 鶴嘴 綠 
NO.16 #18 補服（下） 土黃 
NO.17 #19 左手 膚 
NO.18 #20 腹帶 黃 
NO.19 #21 補服 紅 
NO.20 #22 補服 紅 
NO.21 #23 右手 膚 
NO.22 #24 背景- 白 
NO.23 #25 背景 白 
NO.24 #27 補服 綠 
NO.25 #28 虎爪（右） 橘 
NO.26 #29 鞋（右） 白 
NO.27 #30 椅 灰咖 
NO.28 #32 椅 灰黑 
NO.29 #33 帶 藍 
NO.30 #35 帶 藍 
NO.31 #37 補服 紅 
NO.32 #26 背景 白 
NO.33 #31 椅 灰咖 
NO.34 #36 椅 灰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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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裱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2 NO.1 50200 24900 11900 8034 7047 1769 841 754                   894000 
 

3 NO.2 25700 24400 7657 11200 10500 2620 958 1593                   914900 
 

5 NO.4 26800 16400 9996 8619 8288 2244 976 1704                   924500 
 

黑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4 NO.3 31900 31700 2369 25900 22400 4092   2399 1339                 876000 
 

白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8 NO.7 3200 12600 9046 88900   12000     6956 34600 3465             824000 
 

9 NO.8   13200 11600 98100 2066 8487     4678 57100 5431             795700 
 

14 NO.13 6893 19300 14100 96700 8220     1022   13200 2291             837300 
 

24 NO.22 17800 13200   33300 8295 43600 5051 862 6601                 869600 
 

25 NO.23 18400 26500 4613 53500 11600 15800     9078 3931               847100 
 

29 NO.26 2769   19600 115100 8362     1874   50700 5930           198 770900 
 

26 NO.32 18800 18100   38300 10300 42400 4590 798 6663                 858600 
 

紅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10 NO.9 10100 25300 7142 87500 14000         5860     6101         835700 
 

21 NO.19 10500 18600   58600 6915 44700     28300 34900     30400         756100 
 

22 NO.20 25600 23900 9353 67000 9090         43100 5791   38000         769100 
 

37 NO.31 4733 15700   50400 4083 53800     35200 22600 1933   18300         788400 
 

綠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16 NO.15 15000 37800 5233 45600 17900     1416   4147       24900       844800 
 

27 NO.24   15700   36200 6838 21400 6033   12700         35200   8017   846100 
 

藍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11 NO.10 10900 35600 4391 32100 17200         5941       54000       835500 
 

13 NO.12 7295 63100 7011 71200 26900         16000 2629     13100       790300 
 

33 NO.29 6818 53000   57600 20500 13900     7745 7080   2042   12900       814200 
 

35 NO.30 6002 24300   49400 7903 24600     14000 7048       12000       848300 
 

赭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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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O.11 25300 31000 5195 43500 25100 1186   2884   1541               862200 
 

土黃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15 NO.14 23500 25100 3685 26500 16600     8213       17400     1763     873800 
 

18 NO.16 25900 35900 3891 29200 24600 1640   12200       1893           861100 
 

膚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6 NO.5 9712 24700 12800 75500 11000         18400 2934 1707           840400 
 

7 NO.6 9253 24400 13100 78600 11800         25800 3749 2152           825600 
 

19 NO.17 10700 24400 15900 97300 15500     1281   8891 1754             822000 
 

23 NO.21 6406 25300 11000 98900       1365   13300 2426             826500 
 

黃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20 NO.18 8485 16300 9652 67800 11200 5505       8861   12600           852800  

橘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28 NO.25 25000 39800 12700 66200 25900     4647   3033   1675           818600 
 

椅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30 NO.27 30300 50500 8656 39300 30500 1525   17400   1692   1182           817800 
 

32 NO.28 33200 47800 7775 18800 34400 1858 713 3868       1001           849800 
 

31 NO.33 32000 52400 6194 33800 39200 2075 787 5606       1087           824900 
 

36 NO.34 23900 37200   56000 24700     4936   3128     10500         830600 
 

 
  Ca Si Cl S Al Ti Zn P V Pb As Fe Hg Cu W Cr Sn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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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次成份檢測結果，可明確透過各檢測點所顯示成份數據，確認「蔡復

一畫像」曾歷經後世修補。以下分述各項檢測結果判讀： 

  首先是裝裱（下層：裱紙、中層：小托、上層：命紙）部份之主要成份含有

碳酸鈣，推測應為畫像所使用之紙材，在其製作過程中，韌皮纖維細胞壁上皺紋

間所積留的碳酸鈣。其他檢測所得成份如矽、氯、硫、鋅等元素，應為宣紙表面

塗佈時，所採用之白色礦物細粉（如石膏、石灰、高嶺土、滑石粉等），在混合

膠粘劑之後，均勻塗刷於紙面，再以石材研光，以增加紙面白度與平度，緊密紙

面，提升吸墨性，同時減少透光性。 

  本次檢測部分繪畫顏料含有鈦（Ti）元素，這種白色氧化物：「二氧化鈦（鈦

白）」，在 1912 年被確立以「硫酸法」從礦石中產出做為白色顏料，1916 年在挪

威開始工業化生產。到了 1940 年以後，「氯化法」進入工業性試驗階段，並在 1958

年由美國工業化生產。99透過以上認識可知，「蔡復一畫像」檢測出鈦白的位置，

應可確定為後世修補之處。而上述修補應非完全填補覆蓋，而是部份與舊有顏料

混合，故可見鈦白與其他顏料共同被檢測出之情況。 

  「蔡復一畫像」原畫部分所使用之白色部份，推測主要為礦物性顏料鉛白（見

檢測編號 8、編號 26），該顏料從古至今皆有使用，推測為鹼式碳酸鉛

（2PbCO3·Pb(OH)2），此顏料有自然礦彩與人工製作，儘管無法完全確認其使用

年代，但仍可推測其應為較傳統之白色顏料。 

另有編號 7、編號 13、編號 23 位置，不僅含有鈦、鋅或硫酸鋇，局部或全

部覆蓋，亦有少量之鉛元素，可確認其為後世修補時所使用之現代白色顏料。 

  紅色部份：根據檢測結果推測為硃砂（HgS）、鉛丹（Pb3O4）。編號 19、編

號 20、編號 31 含汞較多之，含鉛濃度亦高。編號 19、編號 31 含有鈦（Ti）元

素，推測應為現代顏料修補處。另從本次檢測結果可以推測，紅色表層修補顏料

覆蓋之下，疑似尚留存有原畫作之彩繪層。 

  編號 11 鶴紋方補內彩雲部份所見赭色部份，並未檢出可相對應的顏料，推

測主要為有機顏料之混和物。 

                                                      
99 朱驥良、吳申年主編，《顏料工藝學》，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1989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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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部份：編號 15 含有較高濃度的銅元素，推測其應為石綠之原料。編號

24 除含有銅元素之外，亦檢測出鈦元素，故可確定其應為後世修補時所使用之現

代顏料。 

  藍色部份：應為石青之原料，編號 10、編號 12 未含有鈦元素，推測應為早

期原畫作部份，未經後世修補覆蓋。而編號 29、編號 30 明確含有鈦元素，則推

測應為現代繪畫材料。 

  土黃色部份：推測為使用磷（P）和鐵（Fe）之現代顏料。 

  膚色部份（臉部、手部）：含有較高的硫元素、鉛元素，並未檢測出現代元

素，可知其應為早期原畫作部份。 

  革帶之「三台」主要含有硫元素、鉛元素、鋁元素，綜合圖層細節觀察研判

其應為現代顏料。座椅部份使用顏料較少，透過表層圖像科學分析推測其含有大

量的鋁元素，應為明礬。 

  此外，全幅畫像皆檢測出氯（Cl）、硫（S）兩元素，推測疑為後世修補時所

進行之清洗，故殘留了次氯酸鈉、連二亞硫酸鈉（NaS2O4）物質。但亦不排除可

能是其他形式之修補、清潔過程，所遺留下之材料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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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色劑分析（NIR） 

  「蔡復一畫像」所使用之顏料，主要是由色粉（如礦物性或合成染料/色澱）

與展色劑（推測為膠、亞麻仁油、合成聚胺酯）所組成。本次檢測運用近紅外線

光譜儀（Handhold-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進行成份分析，所得檢測

結果見表十內容。本次檢測之「蔡復一畫像」並非現代新完成之畫作，故比較分

析時所採用之近紅外線數據資料庫，以「經歷九個月自然老化之展色劑」做為比

對參考。分析比對門檻設定為比對率 0.95，每個檢測點皆進行三次檢測，所得比

對率低於 0.8 者不予採用。 

  本檢測結果顯示「蔡復一畫像」所見展色劑，因其性質差異可分為以下三種

類型（見圖 104、圖 105），第一類是亞麻仁油（資料庫建立採用虹牌 801 與虹牌

802），第二類為聚胺基甲酸酯塗料（資料庫建立採用虹牌 713 與虹牌 722），第三

類則是檢測點因展色劑使用量較少，或被後世修補時遭到覆蓋而無法被檢測出。

根據以上檢測獲致之「蔡復一畫像」所使用三種展色劑塗層特徵，可以較為清楚

地確認「蔡復一畫像」曾經歷了兩次後世修補（見圖 106），其修補之時間亦可大

略推估。以下依其製作時間先後關係與圖層疊壓序列，逐一分述： 

1. 第一層（最下層之原畫作）： 

  本次 NIR 儀器無法檢測出展色劑之處，為臉部、手部、部分座椅，以及虎皮

外罩處，皆為本研究判別屬於「蔡復一畫像」未經後世修補之原畫作部份（見上

文）。至於無法檢測出展色劑之原因，應可歸究於使用動物膠或植物膠之用量較

少，或已有老化現象，導致儀器無法檢出。 

2. 第二層（第一次修補）亞麻仁油展色劑： 

  儘管亞麻仁油運用於紙本繪畫非常少見，但因十七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初期，

中國與西方國家經貿來往頻繁，西方傳統油畫技術就此正式傳入中國，其中以人

物肖像畫與風景畫最受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所青睞，乾隆朝以後出現的油畫家如

關添昌、關作霖、黃達生等人，皆能熟練地掌握古典寫實技法。甚至有滿族畫家

五德，即以紙本油彩山水畫著名，是故，在當時中國使用油彩顏料繪於紙材者，

應有相當程度之實踐經驗。至於臺灣則是在日治時期受日本畫家影響，亦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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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油彩顏料進行繪畫創作。本研究根據彩繪顏料檢測數據與圖像檢視分析結果，

推測亞麻仁油展色劑應為時間較早的「第一次修補」，其所屬年代之合理推估，

應介於十八世紀以後，乃至於近代。 

3. 第三層（第二次修補）PU 漆展色劑： 

  聚胺酯（Polyurethane，PU）展色劑，為含有胺基甲酸酯特徵單元之高分子

材料，其開發者 Otto Bayer（德國）於 1937 年應用加成聚合原理，採液態異氰酸

酯和液態聚醚或二醇聚酯，產出另一種與聚烯烴和縮聚生成塑料之新型塑料。其

發展為噴塗彈性材料，則要晚至 1990 年代。此材料並未被使用於一般書畫繪製，

而是做為工業與家庭塗料，其材料膜厚較厚，至於臺灣開始使用這種現代合成樹

脂的時間，約在 1950 年代。根據以上認識可知，PU 漆展色劑應是本畫像第二次

修補所使用的材料，從而推知本修補層出現的時間上限，亦應在 1950 年代。 

    本研究所執行之成份分析檢測，分別針對所使用之色料與展色劑，進行有機

材料與無機材料之多種儀器檢測（XRF、NIR），而此一檢測方式實為臺灣首次運

用於書畫類文化資產之重要研究分析方法。 

  總結以上認識可知，本次檢測結果所見亞麻仁油繪於紙本繪畫者，雖屬較為

少見案例，但仍可從而推估「蔡復一畫像」第一次修復時間，應介於十八世紀至

近代，而合成聚胺酯（PU）之檢出，則顯示本畫作第二次修補的時間上限約在

1950 年代，其與本案耆老口訪調查所稱之曾於「民國四十幾年時，由當時金門縣

金沙鎮葉德輝進上漆」之描述相符。 

     另一方面，由於檢測方法之限制（採非取樣、非破壞與非侵入性分析）與

儀器檢測限制（難以檢測少量之動物膠與植物膠），故無法得知其原畫作使用之

展色劑，但從無機材料分析結果可知，本畫作使用含汞之紅色顏料，應屬早期繪

畫色料，然因後世修補顏料大規模覆蓋了原有繪畫層，故建議在後續修復階段移

除不當彩繪層之後，再進行顏料與圖層結構檢測。 

  因本研究主要以非侵入性（Non-invasive）與非破壞性（Non-destructive）圖

像與科學分析為主，故並未進行紙質纖維分析，建議於後續修復階段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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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NIR 檢測分析報告 
編號 1 2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37.138.139 140.141.142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3 4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43.144.145 146.147.148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5 6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49.150.151 152.153.154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7 8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55.156.157 158.159.160 

分析結果 O-lin801-09m CC:0.8069 

亞麻仁油 

無符合結果 



 

149 
 

編號 9 10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61.162.163 164.165.166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11 12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67.168.169 170.171.172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13 14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73.174.175 176.177.178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15 16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79.180.181 182.183.184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O-lin801-09m CC:0.8272 

亞麻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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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7 18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85.186.187 189.190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O-clin802-09m CC:0.9834 

亞麻仁油 

編號 19 20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196.197.198 199.200.201 

分析結果 O-lin801-09m CC:0.9206 

亞麻仁油 

O-pu722-09m CC:0.9365 

聚胺基甲酸酯塗料

（polyurethane，PU） 

編號 21 22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03.204.205 206.207.208 

分析結果 O-lin801-09m CC:0.8903 

亞麻仁油 

O-pu713-09m CC:0.9571 

聚胺基甲酸酯塗料

（polyurethane，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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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 24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09.210.211 212.213.214 

分析結果 O-clin802-09m CC:0.9626 

亞麻仁油 

O-clin802-09m CC:0.9012 

亞麻仁油 

編號 25 26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17.218.219 221.222.223 

分析結果 O-lin801-09m CC:0.8359 

亞麻仁油 

O-clin802-09m CC:0.8927 

亞麻仁油 

編號 27 28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24.225.226 233.234.235.236 

分析結果 O-pu722-09m CC:0.8817 

聚胺基甲酸酯塗料

（polyurethane，PU） 

O-lin801-09m CC:0.9236 

亞麻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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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9 30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38.239 240.241.242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31 32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243.244.245 307-312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無符合結果 

編號 33  

取樣點照片 

 

 

掃描編碼 313-315  

分析結果 無符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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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NIR 檢測圖 



 

154 
 

 

（圖 105）NIR 與 XRF 檢測點結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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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原畫與修補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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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份 研究成果綜述 

  總結本研究第壹部份係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全面性、整合性文物研究

與分析鑑定，同時進行多種科學儀器交互檢證之圖層與成份檢測分析，最後獲

致了多項具有關鍵性與重要性之研究成果。以下具體條列分述： 

1. 「蔡復一畫像」做為珍貴的傳世「祖先畫像」文物，京本研究考證後可以確

認其應是目前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地所見，年代最早，且品秩位階極

高之明代祖先畫像，畫作完成年代可上溯晚明天啟年間（十七世紀初；西元

1625 年），相較於其他各地傳世祖先畫像案例，大多要晚至清代後期的十九

世紀。 

2. 本畫作像主蔡復一，官至「五省經略」，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

撫貴州，鄰近諸郡盡皆聽其節制。蔡復一歿後追贈兵部尚書，是明代晚期重

要歷史人物，同時享譽晚明政壇與文壇。正因蔡復一在蔡氏家族歷史上成就

顯赫，屬重要典範人物，故蔡氏家族相當重視此一傳世畫像，每年兩次祭拜

「蔡復一畫像」，分別是冬至及其忌日，且長年不綴，清晰呈現了本件重要

文物與金門歷史文化、在地族群、宗族祭儀傳統的緊密連結。 

3. 本研究針對「蔡復一畫像」之圖像內容細節、相關考古出土與傳世文物、以

及歷史文獻資料進行整合分析考證後確認，「蔡復一畫像」繪製完成的時間上

限，應在 1625 年蔡氏去世後不久，至於其繪製時間之年代下限，則推斷其應

不晚於清初順治朝初立之 1644 年，以及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 

4. 根據可信文獻史料記錄可知，無論是蔡復一自身著述所言，或是蔡氏友人傳

述之逸事，皆顯示了蔡氏「一目有恙」之事，早在晚明時期已有所載。至於

本件明末所繪製的「蔡復一畫像」，更是一件珍貴而罕見的實物證據，提供

了準確而至關重要的圖像訊息，清楚地向後人揭示了蔡復一生前的真實容

貌。 

5. 「蔡復一畫像」的內容題材、畫面佈局、人物細節特徵、用筆線條，以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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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設色等表現手法，風格特徵類似南京博物院所珍藏之《明人肖像冊》，可

以被認定是具有「江南畫法」風格特徵的珍貴明代「像生」肖像畫作品。 

6. 「蔡復一畫像」同時亦屬典型中國明清「官僚縉紳」肖像畫，像主所穿戴之

緋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前胸所綴「五彩雙鶴雲紋」方補、帽冠（烏紗帽）、

革帶、剔犀紋踏几、座椅虎皮外罩等細節，皆清楚反映了典型明代高階官員

服制特徵，是記錄明代高階官宦服飾、品秩位階、座具等物質文化的重要傳

世文物。 

7. 本研究運用可見光影像、X 射線影像、紫外線影像、紅外線影像與 LED 透

光板、成份分析等數種科學檢測方式，進行交互檢視觀察，確認「蔡復一畫

像」至少歷經兩次後世修復，覆蓋於原畫作之上。至於「蔡復一畫像」所保

存最初完成時原畫作的具體位置，包含了面部輪廓、五官、手指、部份衣袍、

小部份方補、部份革帶，以及虎皮椅罩等部份，皆為本件珍貴的晚明肖像畫

所保留之重要訊息。 

8. 本研究分別針對「蔡復一畫像」色料與展色劑，進行有機材質成份與無機材

質成份之多種儀器檢測（XRF、NIR）。從而確認了「蔡復一畫像」曾經歷兩

次後世修補。檢測結果所見亞麻仁油展色劑，雖屬較為少見案例，但仍可從

而推估「蔡復一畫像」第一次修復時間，應介於十八世紀至近代。至於合成

聚胺酯（PU）之檢出，則顯示出本畫作第二次修補的時間上限，約在 1950

年代，此一研究判讀結果，可明確對映口述歷史訪查紀錄。以上針對「蔡復一

畫像」之科學檢測成果，實為臺灣首次運用於文化資產書畫類文物之重要研

究分析方法。 

9. 本研究另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了完整的文物保存現況檢視，建立本件文

物所屬損壞圖典，以利瞭解其各種損壞現況（如剝落、黴菌等），可做為後

續長期保存維護與修復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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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份 文化資產後續工作建議 

一、文化資產古物提報與出版 

（一）提報文化資產「一般古物」 

  根據本計畫研究成果可知，「蔡復一畫像」所屬年代明確，是目前臺、澎、

金、馬等地所見年代最早的祖先畫像。該畫同時也具有明代「官僚縉紳肖像畫」

的典型風格特徵，是反映晚明物質文化的重要傳世文物。故此，本報告建議有關

「蔡復一畫像」之後續工作，應儘快進入文化資產古物分級程序，首先由文物所

有人或團體，主動向金門縣文化局提報文化資產「一般古物」（國家三級古物），

提報時應檢附「文物普查建檔資料表（第一階段）」（見本報告附件 1 已填表格內

容），以及本計畫結案成果報告，以備相關古物審議委員會進行會勘與審查。 

  「蔡復一畫像」業經專業文物研究調查所獲致之成果，當可順利完成文資審

議後，正式指定並公告為我國文化資產「一般古物」，其不僅將成為金門縣首件

具有文資身份之國家級認證「第三級古物」，而「蔡復一畫像」之後續文物修復、

保存典藏、展示陳列、推廣教育、出版與影音多媒體等相關工作，亦皆得享有文

化部經費補助或專業協助。 

 

（二）提報文化資產「重要古物」 

  由於「蔡復一畫像」之文化資產價值與重要性極高，本計畫研究結果認定其

應有提報我國文化資產「重要古物」之價值，故本報告建議當「蔡復一畫像」完

成文化資產「一般古物」提報程序，並經指定與正式公告以後，應即刻由金門縣

文化局主管部門，主動行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提報「蔡復一畫像」為我國文化

資產「重要古物」（國家二級古物），提報時應檢附「文物普查研究調查表（第二

階段）」（見本報告附件 2 已填表格內容），以及本計畫結案成果報告，以備相關

中央古物審議委員會進行會勘與審查。待上述審議與指定工作完成後，「蔡復一

畫像」將成為金門縣首件具有文化資產身份之國家級認證「重要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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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研究專書 

  由於「蔡復一畫像」之文化資產價值與重要性極高，未來不僅將具備文化資

產國家級認定之古物身份，且必定受到全國乃至海峽兩岸學術與文化界的廣泛重

視，因此本報告建議將此一金門重要文化資產研究成果，正式出版發行。 

 

二、文物保存規劃 

  經本計畫調查研究後可明確得知，「蔡復一畫像」曾歷經多次不適當材料與

不合適技法之修補，例如採用現代化合顏料（PU 漆）、透明膠帶（感壓式膠帶）

等不當材料進行修補，造成原畫作遭受疊壓覆蓋，導致其文化資產價值有所減損。

儘管如此，經由圖像科學檢測可知，「蔡復一畫像」局部仍然保存原畫作之明確

線稿，科學材料分析亦證實部份原畫作所用礦物性顏料（如硃砂等），仍然存在

於畫作底層。 

  此外，透過之「蔡復一畫像」現況檢視之損壞圖典可知，存在多種損壞現象

（如破損、皺褶等），且裝裱之紙質呈現弱酸性（介於 pH5~pH6），故實有必要進

行現代專業修復，以利延續「蔡復一畫像」之壽命。 

  至於本計畫期中審查時，曾有委員提出本畫作「不需環境控制之保存環境」

之意見，實為非專業與嚴重錯誤之看法。故此，本研究專門依照之尺寸與現況，

規劃客製化專業保存櫃（見下文），以利控制畫像保存之環境濕度，避免畫像紙

材之纖維素、半纖維素受酸產生水解反應，造成紙質纖維斷鍵等損壞。櫃體宜採

用全遮蔽式防光害的密閉性結構，避免光線影響畫像而造成畫像之纖維素因光線

造成變質、變色、粉化等問題。另一方面亦可避免受到生物性的危害。 

 

  關於「蔡復一畫像」後續長期保存建議，以下分就「畫像修復建議」與「日

常管理維護建議」進行說明，以供後續保存與典藏之參考： 

（一）畫像修復建議 

  經本案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損壞調查後，提出文物修復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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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畫像修復前保存：畫像修復處理前，建議放置於防潮櫃體，減少蟲害、黴菌、

微生物與環境條件變化造成畫像之受損。後續進入修復階段之時，須經由專業修

復人員審慎評估，並規劃合宜之現代修復方法。此外，明確建議在本案完成之後，

「蔡復一畫像」應直接於臺灣進行修復工作，避免因再次運輸或移動所造成文物

損壞。 

2. 減少人為損壞：應管控畫像開合次數，以避免畫像現有彩繪層皺折與脆裂處產

生脫落，建議減少畫像之開合次數。並且應注意人為不適當的開合造成畫作物理

損壞或人為汙染物造成畫作生物著生。 

3. 採用現代修復材料：因本件畫像裝裱之材料屬現代製紙，所以容易殘留因製紙

過程使用藥劑所產生之酸鹼質，進而破壞文物之纖維素，建議經評估後，採用重

新揭裱的方式，移除現有裝裱材料（另行保存），並以現代無酸性材料重新進行

裝裱。其修復所使用之材料，應採用博物館級之無酸材料（黏膠、全色材料等）。 

4. 修復原則與建議：透過本計畫科學檢測結果可知，「蔡復一畫像」仍保有被覆

蓋之原畫作墨線、打稿線與傳統無機材料。故建議後續揭裱修復時，在不破壞原

畫像之原則下，詳細評估原畫像顏料與線稿是否被疊蓋，並考慮移除畫像表層現

有之不當修補材料（PU 漆），至於其缺損處建議進行現代全色修復法，以恢復畫

像原有面貌，以有效增進「蔡復一畫像」原畫之價值。 

 

（二）日常管理維護建議 

  有關後續畫像之日常管理維護，建議採用專業設計之防潮櫃體進行保存，保

存之相對濕度約為 50% ±5RH，避免過高濕度產生黴菌或其他微生物，造成畫像

紙質的損壞。櫃體設計按其每小時用電 12 瓦（W），每月用電約近九度，每個月

使用電費約為 22.5 元。防潮櫃體其規格與效能如下所示： 

1.採高分子式物理吸附：此種設計可避免冷凝式斷電融霜之返潮傷害，並具備淨

化及控濕效能： 

A.淨化效能：可有效吸附並降低櫃內化學污染值（如：氮氧化物、硫氧化類、苯、

烷、烯…等有害物質），以避免長期保管之化學污染傷害，並通過國內第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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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環保署許可認證機構）檢測報告。 

B.控濕效能：不受溫差影響，攝氏-5℃～40℃工作環境中能正常運作有效控溼效

能至少達 25～55%RH。 

2.具備斷電保護設計： 

A.停電時可自動啟用備援除濕功能，確保良好保存效能。 

B.可於環境溼度 90%RH，攝氏溫度 25℃條件下持續 48 小時，可有效防禦溼氣入

侵，具第三公正單位之書面認證。 

3.電器安全： 

A.通過低電壓及電磁相容性安全認證（如：CE 或國際級檢測機構）；產品附加三

千萬（含）以上產品責任險。 

B.機殼耐高溫通過國際安全認證（如：CE 或國際級檢測機構）；防燄達攝氏 500

℃（含）以上。 

4.文物儲放櫃體與機心尺寸：外櫃體其長度 140cm；寬度 54.5cm；高度 40.5cm。

內櫃體其長度 135cm；高 30cm；寬度 50cm（圖 105、圖 106）。運作機心其長度

18.5cm、寬度 6.5cm、高度 21.5cm，採用對開門封閉式設計（圖 107），材質為防

鏽烤漆鋼板，可分別放置畫像及木盒（以上檢測與認證資料見附件 5）。櫃體採全

包覆式防光害與密閉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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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文物儲放櫃 

（圖 108）文物儲放櫃（開合狀態） 

（圖 109）環境濕度控制主機設計圖 

  



 

165 
 

參考書目 

史料 

（明）方以智，1983 年，《通雅》，收於《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 

（明）王圻、王思義，1985 年，《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申時行等修，2002 年，《大明會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池顯方，1974 年，《晃岩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明）何喬遠，1994 年，《閩書》，「卷之九十一 英舊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

社。 

（明）沈德符，1959 年《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 

（明）洪受撰；（清）黃鏘補錄；（民國）郭哲銘譯釋，2008 年，《滄海紀遺譯釋》，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明）張岱，1956 年，《瑯嬛文集》，臺北：淡江書局。 

（明）張燮撰，1638 年，《群玉樓集》，臺北：國家圖書館縮影資料。 

（明）焦竑編，1991 年，《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 

（明）溫體仁等纂，1966 年，《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明）葉向高等纂，1966 年，《明光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明）蔡復一著，（民國）郭哲銘校釋，2007 年，《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金門：

金門文化局。 

（明）蔡復一撰，1984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遯庵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明）談遷著，1966 年，《國榷》，卷六，北京：中華書局。 

（明）鍾惺撰，1976 年，《隱秀軒文宿集》，收錄於《隱秀軒詩集（中）》，臺北：

偉文圖書出版社。 

（清）丁皋，1992 年，《傳真心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林焜熿，1984 年，《金門志》，臺北：大通書局。 



 

166 
 

（清）林焜熿纂，1995 年，《金門志》，臺北：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清）張廷玉，1991 年，《明史》，臺北：中華書局。 

（清）葉夢珠，1978 年，《閱世編》，台北：新興出版社。 

（清）趙爾巽等，1976 年，《清史稿》北京：新華書店。 

（清）趙爾巽等撰，1981 年，《清史稿》，台北：鼎文書局。 

專書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2009 年，《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山東省博物館，2012 年，《斯文在茲─孔府舊藏服飾特展》，山東：山東省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2007 年，《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淵，2016 年，《服裝紋樣中的等級制度─中國明清補服的形與制》，北京：中國

紡織出版社。 

古方主編，2005 年，《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9 江西》，北京：科學出版社。 

朱驥良、吳申年主編，1989 年，《顏料工藝學》，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江西省博物館等，2010 年，《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 年，《織品服飾、紙質文

物保存專有名詞類編》，臺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

備處。 

宗鳳英，2004 年，《清代宮廷服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東莞莞城美術館、浙江省博物館編，2011 年，《傳神阿堵： 明清人物畫精品展》，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 

林莉娜，2012 年，《文人雅士—明人十八學士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上冊》，卷四政事志「政務」，金門：金門日報

社印刷廠，1968 年。 

南京博物院 梁白泉，1993 年，《南京博物院藏肖像畫選集》，香港：大業公司。 

故宮博物院、山東博物館、曲阜文物局，2013 年，《大羽華裳—明清服飾特展》，

山東：齊魯書社。 

泉州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編，1991 年，《泉州歷史人物傳》，泉州：鷺江出版社。 



 

167 
 

洪春柳，2004 年，《金門傳奇—七鶴戲水的故鄉》，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徐默，2013 年，《晚明、清代肖像畫的藝術表現形式》，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

社。 

張淑煥、原田美佳，2007 年，《朝鮮王朝の衣装と装身具》，東京：談交社。 

郭哲銘，2006 年，《浯鄉小事典》，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楊天厚、林麗寬編撰，《金門縣金沙鎮志（上）》，金門：金門縣金沙鎮公所，2002

年。 

楊新主編，2008 年，《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福建省同安縣同鄉會編，1986 年，《福建省同安縣志》，臺北：海天印刷廠。 

蔡清風，2015年，《蔡復一之遺作研究》，蔡有元出版，金門蔡氏宗親會發行。 

盧泰康，2017 年，《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

南出版社。 

顏立水、陳炳容、黃振良，2006 年，《先賢行跡采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蘇清足，1990 年，《歷代職官小辭典》，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期刊論文 

白寧，1998年，〈汪興祖玉帶研究〉，《故宮文物月刊》，3期，第 15卷 12期：118-128。 

吳衛鳴，2004年，〈民間祖容像的傳承〉，收於《藝術史與藝術理論》，杭州：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頁143-185。 

李建緯，2017年，〈祖先的「再現」－彰化大村賴氏祖先像的品級、風格與功能〉，

《「微物史觀」與地方社會—第三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

逢甲大學，頁195-260。 

李倍雷，2009 年（秋季刊），〈比較視域下的明清人物肖像畫風格問題－以南京博

物院明清人物肖像畫為例〉，《文化雜誌》72：93-125。 

李曉晨，2015 年，〈古代書畫保護修復過程中的霉菌防治〉，《文物世界》，第 4

期：63-65。 

昌彼得，1972 年，〈蒹葭堂本髤飾錄〉，《故宮圖書季刊》3(2)：128。 

唐歡、王春、范文奇、周理坤、馬冠華，2015 年，〈館藏紙質書畫文物上霉菌的



 

168 
 

分離與鑒定〉，《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 2 期：40-45。 

陳慶元，2012 年，〈金門蔡復一年譜初稿〉，收於《2012 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金門、臺南：金門縣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頁 1-41。 

陳慶元，2014 年，〈去除蒙塵還蔡復一本來面目〉，《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南市：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頁 39-51。 

單國強，1990 年，〈肖像畫類型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4 期：11-23。 

劉永華，2006 年，〈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祖先畫像崇拜習俗〉，《廈大史學》第二輯，

廈門：廈門大學，頁 181-197。 

學位論文 

宋孟琪，2015 年，《流動的界線：金門人物傳說與史料之間的關係》，國立金門 

  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黛暎，2010 年，《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 

廖伯豪，2014 年 12 月，《清代官帽頂戴研究：以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文物為 

  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網頁資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張庚，《國朝畫徵錄》，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66044。（點閱時間：2017/07/20）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王繹，〈寫像秘訣〉，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9833。（點閱時間：2017/7/18）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王繹，〈寫真古訣〉，《寫像秘訣》，網址：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9833。（點閱時間：2017/7/18） 

  



 

169 
 

 

  



 

170 
 

附件目錄 

附件一、文物普查建檔資料表（第一階段） ........................................................... 171 

附件二、文物普查建檔資料表（第二階段） ........................................................... 177 

附件三、文物普查調查研究－口述史料記錄表 ....................................................... 187 

附件四、本研究所採用各項科學檢測儀器型號說明 ............................................... 196 

附件五、XRF 成份分析檢測數據 ................................................................................ 198 

附件六、文物儲放櫃檢測與認證資料 ........................................................................ 202 

附件七、期中與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對照表 ................................................... 215 

 

  



 

171 
 

附件一、文物普查建檔資料表（第一階段） 

文物普查建檔資料表 (第一階段)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專案年度計
畫編號 

□□□□□□□□□□□補助計畫由文化部文資局給予其他類型依規定自行編碼 

*保管單位
資訊 

*保管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金門縣蔡厝西堡 

蔡氏宗親會 
單位代號 系統產生 

*保管單位屬性 □G公有  ■ P私有  □ C 自然人（個人） 

*所有人或管理
人之姓名 

社團法人金門縣蔡厝西堡 

蔡氏宗親會 
*主管機關 金門縣文化處 

所有人或管理
人連絡訊息 

電話： 

Email： 

*保管單位地址 金門縣金沙鎮蔡厝4號 

*文物保存所在
地 

金門縣金沙鎮蔡厝4號 

□願意公開文物所在詳細地址   ■不公開      縣(市)     鄉鎮市區 

文物地址 ■文物地址同保管單位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弄      號    樓 

*保存空間屬性 
□寺廟   □教堂   ■祠堂□宅第      □民俗團體   
□部落   □學校   □博物館、圖書館     □金融設施 
□醫療衛生設施  □研究設施 □產業設施  □公務設施   
□國防設施      □遺址     □其他 

*保存空間文資
身分 

■古蹟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  □史蹟      □文化景觀  □無文資身份 

*文物屬性 
（複選） 

■製成年代逾50年之文物 
□製成年代未達50年但具文化意義
之文物 文化意義 

記錄明代官宦服飾、品秩位階、座

具等物質文化之重要文物。 
■重要事件相關文物 事件名稱 晚明兵部尚書蔡復一真容肖像 

□出土（水）遺物 遺址名稱  

□已故名家(人)之作品 
作者 

 

□已故名家(人)之手稿  

*文物普查
編號 

（擇一編號） 

補助計畫編號 □□□□□□□□-  □-   □□□  -□□□□ 
   (保管單位代號) -  (屬性)- (民國年)-（普查流水號） 

自行普查編號 □□□□□□□□□□ - □   -□□□ - □□□□ 
   (保管單位電話)  -     (屬性)  -(民國年)-（普查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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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

名稱 
蔡復一畫像 

 

典藏或財

產編號 
保管單位使用之編號 

*數量 
1件 
■一案多件或附屬文物清單 

重要 
附屬物 

梧桐木盒 

*尺寸(cm) 
全畫長206公分、寬98公分。 
畫心長132.5公分、82公分。 

重量  

*主要材質 

□陶瓷  □玻璃  □磚瓦 □泥質  
□石質  □玉、寶石     □金屬 
□貴重金屬（金、銀）   ■紙質  
□木質  □竹籐  □皮革 □漆 
□骨角牙        □動植物纖維 
□化學纖維      □塑膠 
□其他： 

*照片資訊 
攝影時間：2017.8  
 
攝影者：曾鵬璇、陳俞君 
 
授權說明： 
 

*年代 
年代區間：明末（1625-1645） 
□文物紀年 ：年（西元）   
□待分析 

紀年銘文或 
題款、版本 

 

產地 中國南方 

*來源或出

處 

□受贈 時間：                     捐贈者： 
□購藏(徵集) 時間：               購藏(徵集)對象： 
□移撥 時間：                  移交單位： 
□發掘 時間：                  遺址名稱/地點/GPS： 
□採集 時間：                  地點(部落)： 
■既存(繼承) 已知最早既存時間：家族傳世        地點：金門縣蔡厝 
□其它(不詳)： 

*文物綜合

簡述 
(形制、紋

飾、技法或

文獻內容) 

    金門縣蔡氏家族所藏「蔡復一畫像」，作者佚名，畫作含裝裱全高206公分，

全寬98公分，畫心部份全高132.5公分，全寬82公分。 
    畫中蔡復一呈現正面形像，端坐於虎皮座椅之上，所見人物頭戴明朝官員烏

紗帽，面容五官輪廓清晰，左眼全張、右眼眼簾垂闔曲閉，上唇與下巴處皆見蓄

鬍，頸間露出白色交領內衫，外著緋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寬袖，胸前縫綴有一方

「彩繡雙鶴雲紋」補子。人物右手垂放於膝前，左手輕抬托扶腰間板帶，左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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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垂著一塊長條狀藍色塊面，下身垂足端坐於椅之上，座椅外罩虎豹之類的動物

皮毛，椅下端兩側可見帶爪虎掌形態之皮毛飾件垂下。袍服下擺處露出一雙皂靴，

靴底面呈白色，踩踏於飾有雲頭紋裝飾的踏几家具之上。 

*保存環境 

□庫房或展覽空間 管

理

維

護 

□溫度控制  □濕度控制 □防震措施 
□消防措施  □保全   □展示櫃(架)   
□特設防護：     □其他： 
□無(複選) 

■半開放空間(如廟宇或公共建築等) 
□戶外空間 

□其他： 

保存現況

檢視 
*目前現況□狀況穩定   □狀況不良，需維護  ■傷損嚴重，急需修護 
說明：已購置專業設計之防潮櫃體，可供未來保管存放。 

*文物提報

類別 
（參考文資

法第3條及

施行細則第

7條，單選） 

■藝術作品 
（應用各類媒材技法創

作具賞析價值之作品） 

□書法、碑帖   ■繪畫  □織繡   □影像創作 
□雕塑         □工藝美術       □複合媒材創作 
□其他 

□生活及儀禮器

物 
（以各類材質製作能反

映生活方式、宗教信

仰、政經、社會或科學

之器物） 

□信仰及儀禮器
物 

如造像、供器、法器、祭器、儀仗、禮器及各類民俗、

信仰、節慶之相關儀禮用器等 

□生活器物 
如飲食器皿、烹飪器具、酒器、茶具、梳妝及盥洗用具、服

飾、家具、貨幣、文具、樂器、棋具、體育用具、通

訊器材、醫療器具等 

□產業機具 
農/林/漁/牧/礦業及商業、傳統製造業、工業之工具與

機器，如農具、碾米機、漁獵用具、墨斗、魯班尺、度

量衡器、織機、鉛字版印刷機等 

□交通工具 如人力車、車輛、船舶、航空器等交通工具及相關器

具與設備 

□軍事設備 如兵器、火砲、防護器材、戰車、軍艦及軍用運輸、

通訊、觀測裝備、軍事用品等 

□公務器具 如司法、獄政、衛生、公安、消防、公眾服務等之器具

及設備 
□教育、科研用具 教育、調查、觀測、科學研究用具或儀器設備 
□其他 

□圖書文獻及影

音資料 
（以各類媒材記錄或傳

播訊息、事件、知識或

思想等之載體） 

□圖書、報刊 
如善本古籍、活字本、稿本、寫本、抄本及刻版等，

具有意義或稀有之書籍、報刊、海報、傳單等印刷品

等。 

□公文書 

公事申請、登記、告示、證照等文件與官方調查報告，

如國書、法典、宮中檔、軍機檔、墾照、地方志、寺

廟台帳、駐守日誌、訴訟書狀、外交、軍事、內政治

理之公文檔案及記錄文書。 

□圖繪 如地圖、海圖、航圖、圖譜、風俗圖、設計圖、工程

圖、營建圖、拓片圖、測繪圖等 

□宗教經典 如佛經、道藏、聖經、塔納赫、古蘭經、吠陀等，寫

本、稀有版本或刻版 
□傳統知識、技

藝、藝能、儀
軌之傳本 

如藥方、寸白簿、匠師圖稿、口訣、劇本、曲簿、科儀

本、咒簿等 

□影音資料 如照片、底片、膠捲、磁帶、唱片或其他媒材之影音

資料 
□契約、(家)族 人事、商事、財產、房地、水利等借貸、買賣合約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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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票證 錄，如帳冊、貨單、宗譜、族譜、家譜、番字契、水租

契、招婚契等 
□古代文字、各族

群語言紀錄 如甲骨文、新港文書等 

□名人或名家手稿、手迹、信函、日誌等 
□碑碣、匾額、楹聯、旗幟、印信等具史料價值之文物 
□其他 

□其他 說明： 

其他法定

身分 

檔案法：□永久保存檔案     
        □定期保存檔案 保存年限 
國產法：□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  登記時間： 

審計法：□珍貴動產  登記時間： 
*文資身

分建議 
□僅建檔     □列冊追蹤      ■指定一般古物 

文化資產

價值簡述 

1. 「蔡復一畫像」做為珍貴的傳世「祖先畫像」文物，可以算是目前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等地所見，年代最早，且品秩位階極高之明代祖先畫像，畫作完成

年代可上溯晚明天啟年間（十七世紀初；西元 1625 年），而其他各地傳世祖先

畫像案例，大多要晚至清代後期的十九世紀。 
2. 本畫作像主蔡復一，官至「五省經略」，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

貴州，鄰近諸郡盡皆聽其節制。蔡復一歿後追贈兵部尚書，是明代晚期重要歷

史人物，同時享譽晚明政壇與文壇。正因蔡復一在蔡氏家族歷史上成就顯赫，

屬重要典範人物，故蔡氏家族相當重視此一傳世畫像，每年兩次祭拜「蔡復一

畫像」，分別是冬至及其忌日，且長年不綴，清晰呈現了本件重要文物與金門

歷史文化、在地族群、宗族祭儀傳統的緊密連結。 
3. 「蔡復一畫像」的內容題材、畫面佈局、人物細節特徵、用筆線條，以及施彩

設色等表現手法，具有明確清晰的寫實主義性格，其風格特徵同於南京博物院

所珍藏之《明人肖像冊》，可被認定是具有「江南畫法」風格特徵的明代肖像

畫作品。 
4. 「蔡復一畫像」亦屬典型中國明清時期「官僚縉紳肖像畫」，像主所穿戴之緋

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前胸所綴「五彩雙鶴雲紋」方補、帽冠（烏紗帽）、革帶、

剔犀紋踏几、座椅虎皮外罩等細節，皆清楚反映了典型明代高階官員服制特

徵，是記錄明代高階官宦服飾、品秩位階、座具等物質文化的重要傳世文物。 
5. 經研究考證後確認，「蔡復一畫像」繪製完成的時間上限，應在 1625 年蔡氏去

世後不久，至於其繪製時間之年代下限，則推斷其應不晚於清初順治朝初立之

1644 年，以及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 
6. 根據可信史料文獻記錄可知，無論是蔡復一自身著述所言，或是蔡氏友人傳述

之逸事，皆顯示了蔡氏「一目有恙」之事，早在晚明時期已有所載。至於本件

明末所繪製的「蔡復一畫像」，更是一件珍貴而罕見的實物證據，提供了準確

而至關重要的圖像訊息，清楚地向後人揭示蔡復一生前的真實容貌。 
7. 經研究後確認「蔡復一畫像」至少歷經兩次後世修復，覆蓋於原畫作之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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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蔡復一畫像」所保存最初完成時原畫作具體位置，包含了面部輪廓、五官、

手指、部份衣袍、小部份方補、部份革帶，以及虎皮椅罩等部份，皆為本件珍

貴的晚明肖像畫所保留之重要訊息。 
8. 經科學檢測後確認「蔡復一畫像」曾經歷兩次後世修補。檢測結果所見亞麻仁

油展色劑，可推估「蔡復一畫像」第一次修復時間，應介於十八世紀至近代。

至於合成聚胺酯（PU）之檢出，則顯示本畫作第二次修補的時間上限，約在

1950 年代。 
*填表人員 盧泰康 填表日期 2017.08.16 

填表單位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連絡方式 
電話：0933819906 
Email：tk.lu@msa.hinet.net 

備註  

註1： 「*」表示此為必填欄位。註2：表件問題，請聯繫文化部文資局古物科，04-22295848#133。 
 

補充照片 
文物其他角度及相關照片 

  

畫心 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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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子細節 面部細節 
照片

資訊 
攝影時間： 2017.8             攝影者：曾鵬璇、陳俞君 
授權說明： 

註：本頁欄位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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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多件或附屬文物清單(共 2 件)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本案文物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 *文物普查編號 123456789-1-123-1234 

*序
號 *文物名稱 尺寸(cm) 材質 圖片 備註或其他 

基本資訊 

 

 
「蔡復一畫像」 

全畫長206公分、 
寬98公分。 

 

紙 

 

 

 梧桐木盒 
長123.5公分、 
寬15.3公分、 
高15.3公分。 

梧桐木 

 

 

      

      

照片

資訊 
攝影時間：  2017.8            攝影者：曾鵬璇、陳俞君 
授權說明： 

註：一案多件文物者(2件以上)或含多件附屬物件，請填附本清單。亦可檢附保管單位現有之文物清單。 
註2：本頁欄位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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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文物普查調查研究表（第二階段） 

文物普查調查研究表（第二階段）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專案年度計
畫編號 

□□□□□□□□□□□補助計畫由文化部文資局給予其他類型依規定自行編碼 

*保管單位資
訊 

*保管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金門縣蔡厝西堡 

蔡氏宗親會 
單位代號 系統產生 

*保管單位屬性 □G公有  ■ P私有  □ C 自然人（個人） 
*所有人或管理

人之姓名 
社團法人金門縣蔡厝西堡 

蔡氏宗親會 
*主管機關 金門縣文化處 

所有人或管理
人連絡訊息 

電話： 

Email： 

*保管單位地址 金門縣金沙鎮蔡厝4號 

*文物保存所在
地 

金門縣金沙鎮蔡厝4號 

□願意公開文物所在詳細地址   ■不公開      縣(市)     鄉鎮市區 

文物地址 ■文物地址同保管單位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弄      號    樓 

*保存空間屬性 

□寺廟   □教堂   ■祠堂□宅第      □民俗團體   
□部落   □學校   □博物館、圖書館     □金融設施 
□醫療衛生設施  □研究設施 □產業設施  □公務設施   
□國防設施      □遺址     □其他 

*保存空間文資
身分 

■古蹟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  □史蹟      □文化景觀  □無文資身份 

*文物名稱 蔡復一畫像 

*研究建議名

稱 
蔡復一畫像 

 

*文物普查

編號 
同普查建檔 

典藏或財產
編號 

保管單位使用之編號 

*數量 1件 
■一案多件或附屬文物清單 

重要 

附屬物 
梧桐木盒 

*尺寸(cm) 全畫長206公分、寬98公分。 
畫心長132.5公分、82公分。 

*照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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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尺寸或 
原尺寸紀錄 

全畫長206公分、寬98公分。 
原單位或普查登錄紀錄 

攝影時間：2017.8  
攝影者：曾鵬璇、陳俞君 

授權說明： 重量  

*主要材質 紙質 

*年代 明末（1625-1645） 
文物紀年
（西元） 

無 

紀年銘文或 

題款、版本 

無 

 

作者 不明 作者生卒年 布明 

產地 中國南方 製作技法 筆繪設色 

*出處或來

源 

□受贈時間：         捐贈者： 

□購藏(徵集) 時間：           購藏(徵集)對象： 

□移撥時間：           移交單位： 

□發掘 時間：           遺址名稱/地點/GPS： 

□採集時間：           地點(部落)： 

■既存(繼承)已知最早既存時間：家族傳世           地點：金門縣蔡厝 

□其它(不詳)： 

來源其他紀錄： 

*文物綜合

描述 

（形制、紋

飾、技法或文

獻內容重點、

落款、印章、

版本等或科學

檢測） 

金門縣蔡氏家族所藏「蔡復一畫像」，作者佚名，畫作含裝裱全高206公分，

全寬98公分，畫心部份全高132.5公分，全寬82公分。 
 
畫中蔡復一呈現正面形像，端坐於虎皮座椅之上，所見人物頭戴明朝官員烏

紗帽，面容五官輪廓清晰，左眼全張、右眼眼簾垂闔曲閉，上唇與下巴處皆見蓄

鬍，頸間露出白色交領內衫，外著緋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寬袖，胸前縫綴有一方

「彩繡雙鶴雲紋」補子。人物右手垂放於膝前，左手輕抬托扶腰間板帶，左袖下

方垂著一塊長條狀藍色塊面，下身垂足端坐於椅之上，座椅外罩虎豹之類的動物

皮毛，椅下端兩側可見帶爪虎掌形態之皮毛飾件垂下。袍服下擺處露出一雙皂靴，

靴底面呈白色，踩踏於飾有雲頭紋裝飾的踏几家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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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件影

響描述 

(史事文物必

填) 

1. 「蔡復一畫像」做為珍貴的傳世「祖先畫像」文物，可以算是目前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等地所見，年代最早，且品秩位階極高之明代祖先畫像，畫作完成

年代可上溯晚明天啟年間（十七世紀初；西元 1625 年），而其他各地傳世祖先

畫像案例，大多要晚至清代後期的十九世紀。 
2. 本畫作像主蔡復一，官至「五省經略」，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

貴州，鄰近諸郡盡皆聽其節制。蔡復一歿後追贈兵部尚書，是明代晚期重要歷

史人物，同時享譽晚明政壇與文壇。正因蔡復一在蔡氏家族歷史上成就顯赫，

屬重要典範人物，故蔡氏家族相當重視此一傳世畫像，每年兩次祭拜「蔡復一

畫像」，分別是冬至及其忌日，且長年不綴，清晰呈現了本件重要文物與金門

歷史文化、在地族群、宗族祭儀傳統的緊密連結。 

名家(人)重

要事蹟及影

響描述 

(藝術文物必

填) 

1. 「蔡復一畫像」的內容題材、畫面佈局、人物細節特徵、用筆線條，以及施彩

設色等表現手法，具有明確清晰的寫實主義性格，其風格特徵同於南京博物院

所珍藏之《明人肖像冊》，可被認定是具有「江南畫法」風格特徵的明代肖像

畫作品。 
 

2. 「蔡復一畫像」亦屬典型中國明清時期「官僚縉紳肖像畫」，像主所穿戴之緋

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前胸所綴「五彩雙鶴雲紋」方補、帽冠（烏紗帽）、革帶、

剔犀紋踏几、座椅虎皮外罩等細節，皆清楚反映了典型明代高階官員服制特

徵，是記錄明代高階官宦服飾、品秩位階、座具等物質文化的重要傳世文物。 
 
3. 經研究考證後確認，「蔡復一畫像」繪製完成的時間上限，應在 1625 年蔡氏去

世後不久，至於其繪製時間之年代下限，則推斷其應不晚於清初順治朝初立之

1644 年，以及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 
 

4. 根據可信史料文獻記錄可知，無論是蔡復一自身著述所言，或是蔡氏友人傳述

之逸事，皆顯示了蔡氏「一目有恙」之事，早在晚明時期已有所載。至於本件

明末所繪製的「蔡復一畫像」，更是一件珍貴而罕見的實物證據，提供了準確

而至關重要的圖像訊息，清楚地向後人揭示蔡復一生前的真實容貌。 
 
5. 經研究後確認「蔡復一畫像」至少歷經兩次後世修復，覆蓋於原畫作之上。至

於「蔡復一畫像」所保存最初完成時原畫作具體位置，包含了面部輪廓、五官、

手指、部份衣袍、小部份方補、部份革帶，以及虎皮椅罩等部份，皆為本件珍

貴的晚明肖像畫所保留之重要訊息。 
 
6. 經科學檢測後確認「蔡復一畫像」曾經歷兩次後世修補。檢測結果所見亞麻仁

油展色劑，可推估「蔡復一畫像」第一次修復時間，應介於十八世紀至近代。

至於合成聚胺酯（PU）之檢出，則顯示本畫作第二次修補的時間上限，約在

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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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訪紀錄 

(重要訪談資

訊) 

 

 ■口述史料記錄表兩份（每位訪談對象各別填表或另附檔案） 

*保存環境 

□庫房或展覽空間 管

理

維

護 

□溫度控制  □濕度控制 □防震措施 

□消防措施  □保全     □展示櫃(架)   
□特設防護：□其他： 
□無(複選) 

■半開放空間(如廟宇或公共建築等) 
□戶外空間 

□其他： 

*保存現況

檢視 
*目前現況□狀況穩定   □狀況不良，需維護  ■傷損嚴重，急需修護 
說明： 

環境改善 

建議 

已購置專業設計之防潮櫃體，可供未來保管存放。 

 

*文物提報

類別 
（參考文資法

第3條及施行

細則第7條，單

選） 

■藝術作品 

（應用各類媒材技法創

作具賞析價值之作品） 

□書法、碑帖   ■繪畫   □織繡  □影像創作 
□雕塑         □工藝美術       □複合媒材創作 
□其他 

□生活及儀禮器

物 

（各類材質製作能反映

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政經、社會或科學之器

物） 

□信仰及儀禮
器物 

如造像、供器、法器、祭器、儀仗、禮器及各類民俗、信

仰、節慶之相關儀禮用器等 

□生活器物 
如飲食器皿、烹飪器具、酒器、茶具、梳妝及盥洗用具、服飾、

家具、貨幣、文具、樂器、棋具、體育用具、通訊器材、醫

療器具等 

□產業機具 
農/林/漁/牧/礦業及商業、傳統製造業、工業之工具與機

器，如農具、碾米機、漁獵用具、墨斗、魯班尺、度量衡

器、織機、鉛字版印刷機等 

□交通工具 如人力車、車輛、船舶、航空器等交通工具及相關器具與

設備 

□軍事設備 
如兵器、火砲、防護器材、戰車、軍艦及軍用運輸、通

訊、觀測裝備、軍事用品等 

□公務器具 
如司法、獄政、衛生、公安、消防、公眾服務等之器具

及設備 

□教育、科研
用具 

教育、調查、觀測、科學研究之用具或儀器設施 

□其他 

□圖書文獻及影

音資料 

（以各類媒材記錄或傳

播訊息、事件、知識或

思想等之載體） 

□圖書、報刊 
如善本古籍、活字本、稿本、寫本、抄本及刻版等，具有

意義或稀有之書籍、報刊、海報、傳單等印刷品等。 

□公文書 

公事申請、登記、告示、證照等文件與官方調查報告，如

國書、法典、宮中檔、軍機檔、墾照、地方志、寺廟台帳、

駐守日誌、訴訟書狀、外交、軍事、內政治理之公文檔案

及記錄文書。 

□圖繪 
如地圖、海圖、航圖、圖譜、風俗圖、設計圖、工程圖、營

建圖、拓片圖、測繪圖等 

□宗教經典 
如佛經、道藏、聖經、塔納赫、古蘭經、吠陀等，寫本、稀

有版本或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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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
技藝、藝
能、儀軌之
傳本 

如藥方、寸白簿、匠師圖稿、口訣、劇本、曲簿、科儀本、

咒簿等 

□影音資料 如照片、底片、膠捲、磁帶、唱片或其他媒材之影音資料 

□契約、(家)
族譜、票證 

人事、商事、財產、房地、水利等借貸、買賣合約及記錄，

如帳冊、貨單、宗譜、族譜、家譜、番字契、水租契、招婚

契等 
□古代文字、

各族群語言
紀錄 

如甲骨文、新港文書等 

□名人或名家手稿、手迹、信函、日誌等 

□碑碣、匾額、楹聯、旗幟、印信等具史料價值之文物 

□其他 

□其他 說明： 

其他法定身

分 

檔案法：□永久保存檔案     

        □定期保存檔案 保存年限 
國產法：□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  登記時間： 
審計法：□珍貴動產  登記時間： 

*文化資產

保存法 

□國寶公告時間 
□重要古物公告時間： 
□一般古物 公告時間： 
□列冊追蹤      時間： 
□尚未具文資身份 

*建議級別 □國寶 ■重要古物 □一般古物 
□列冊追

蹤 

*建議分級

基準 
（可複選） 

□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

方之風俗、記憶及傳

說、信仰、技藝或生活

文化特色之典型。 
□歷代著名人物、國家重

大事件之代表性。 
□能反映政治、經濟、社

會、人文、藝術、科學

等歷史變遷或時代特色

之代表性。 
□具有獨特藝術造詣或科

學成就。 
□獨一無二或不可替代

性。 
□對知識、技術或流派發

展具特殊影響或意義。 

■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

方之風俗、記憶及傳

說、信仰、技藝或生活

文化之重要特色。 

■重要人物或重大歷史事

件。 

■能反映政治、經濟、社

會、人文、藝術、科學

等歷史變遷或時代之重

要特色。 
■具有重要藝術造詣或科

學成就。 
■數量特別稀少或具完整

性保存意義者。 
□對知識、技術或流派發

展具重要影響或意義。 

□具有地方或族群之風

俗、記憶及傳說、信

仰、傳統技術、藝能

或生活文化特色。 

□具有地方重要人物或

歷史事件之深厚淵

源。 
□能反映政治、經濟、社

會、人文、藝術、科

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

特色。 
□具有藝術造詣或科學

成就。 

□數量稀少者。 

□對地方或族群知識、技

術或流派發展具影響

或意義。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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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

價值論述 
(請依上列勾

選之分級基準

分項描述) 

1. 根據可信史料文獻記錄可知，無論是蔡復一自身著述所言，或是蔡氏友人傳述

之逸事，皆顯示了蔡氏「一目有恙」之事，早在晚明時期已有所載。至於本件

明末所繪製的「蔡復一畫像」，更是一件珍貴而罕見的實物證據，提供了準確

而至關重要的圖像訊息，清楚地向後人揭示蔡復一生前的真實容貌。另一方

面，蔡復一在蔡氏家族歷史上成就顯赫，屬重要典範人物，故蔡氏家族相當重

視此一傳世畫像，每年兩次祭拜「蔡復一畫像」，分別是冬至及其忌日，且長

年不綴，清晰呈現了本件重要文物與金門歷史文化、在地族群、宗族祭儀傳統

的緊密連結。故此，本件文物實能具體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之風俗、記憶及

傳說、信仰、技藝或生活文化之重要特色。 

2. 「蔡復一畫像」畫像像主蔡復一，福建同安蔡厝人（今金門縣金沙鎮），官至

「五省經略」，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廣西、雲南、四川

諸郡鄰貴州者，盡皆聽其節制，歿後追贈兵部尚書，是明代晚期重要歷史人物，

享譽萬曆政壇與文壇，諸多文獻皆載蔡復一生平史事。是故本文物能具體反映

重要人物或重大歷史事件。 

3. 「蔡復一畫像」亦屬典型中國明清時期「官僚縉紳肖像畫」，像主所穿戴之緋

紅色盤領右衽大袍、前胸所綴「五彩雙鶴雲紋」方補、帽冠（烏紗帽）、革帶、

剔犀紋踏几、座椅虎皮外罩等細節，皆清楚反映了典型明代高階官員服制特

徵，是記錄明代高階官宦服飾、品秩位階、座具等物質文化的重要傳世文物。

是故，本文物能反映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藝術、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

之重要特色。 

4. 「蔡復一畫像」的內容題材、畫面佈局、人物細節特徵、用筆線條，以及施彩

設色等表現手法，具有明確清晰的寫實主義性格，其風格特徵同於南京博物院

所珍藏之《明人肖像冊》，可被認定是具有「江南畫法」風格特徵的明代肖像

畫作品。是故，本件文物實反映重要藝術造詣或科學成就。 

5. 「蔡復一畫像」做為珍貴的傳世「祖先畫像」文物，可以算是目前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等地所見，年代最早，且品秩位階極高之明代祖先畫像，畫作完成

年代可上溯晚明天啟年間（十七世紀初；西元 1625 年），而其他各地傳世祖先

畫像案例，大多要晚至清代後期的十九世紀，故本文物實屬數量特別稀少或具

完整性保存意義者。 

研究人員：盧泰康、邵慶旺 

研究參考 

文獻 

盧泰康、邵慶旺，《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結案成果報告》，委託

單位：金門縣文化局，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7年。 

蔡清風，《蔡復一之遺作研究》，蔡有元出版，金門蔡氏宗親會發行，2015年。 

（明）蔡復一著，（民國）郭哲銘校釋，2007 年，《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金門：

金門文化局。 
*填表人員 盧泰康 填表日期 2017.08.16 

填表單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連絡方式 
電話：0933819906 

Email:tk.lu@msa.hinet.net 

備註  

註1： 「*」表示此為必填欄位。   註2：表件問題，請聯繫文化部文資局古物科，04-22295848#13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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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照片 

文物其他角度及相關照片 

 

 

畫心 補子細部 

 

 

面部細節 剔犀紋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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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圖 X光 

文物保存現況說明照片 

 

 

 

 

 

 

 

 

 

 

 

 

 

 

 
 
 
 
 
 
 
 
 
 
 
 

 

 

 

照片

資訊 

攝影時間：2017.8              攝影者：盧泰康、邵慶旺 

授權說明： 

註：本頁欄位可自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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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多件或附屬文物清單(共2件)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本案文物名稱 蔡復一畫像 *文物普查編號 123456789-1-123-1234 

*序
號 

*文物名稱 尺寸(cm) 材質 圖片 
備註或其他 
基本資訊 

 

 
「蔡復一畫像」 

全畫長206公分、 
寬98公分。 

 

紙 

 

 

 梧桐木盒 
長123.5公分、 
寬15.3公分、 
高15.3公分。 

梧桐木 

 

 

      

      

照片

資訊 

攝影時間：  2017.8            攝影者：曾鵬璇、陳俞君 
授權說明： 

註1：一案多件文物者(2件以上)或含多件附屬物件，請填附本清單。亦可檢附保管單位現有之文物清

單。 
註2：本頁欄位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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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文物普查調查研究－口述史料記錄表（共兩份） 

文物普查調查研究－口述史料記錄表（一）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本案文物名稱 蔡復一畫像 *文物普查編號  

*受訪人 蔡流冰 出生 
證件為西元1956年11月18日 

個人實際出生日期1956年9月19日 

受訪人聯絡資訊 電話：0937723873          

訪查記錄 

*訪談內容摘要 
（約300字） 

受訪人為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處長，蔡氏宗親會成員。藉由此次訪談， 

了解「蔡復一畫像」的相關資料。 

訪談詳細內容 
（逐字稿） 

（訪談錄音檔時間）：2017/8/10 上午 10:33 

問題一 

盧泰康老師：想請問您出生的時間，還有您在蔡氏家族裡的世系？還有您

先介紹一下您自己，我們再進行第二個部分。 

回答一 

蔡流冰處長：因為我出生在舊金門蔡厝，我們這邊是從宋朝的時候遷過來

的，那我是 32 代，因為我出生日期是 1956，但是我身分證的日期跟戶籍的

出生日期是有出入的，那我身分證大概是 1956 年 11 月 18 日，那我戶籍的

真正日期是 9 月 19 日。 

 

問題二 

盧泰康老師：是，那您在蔡氏家族宗親會有擔任任何職務嗎？ 

回答二 

蔡流冰處長：在金門縣蔡氏宗親會我是擔任常務監事，但是我們另外還有

一個蔡厝西堡蔡氏的宗親會，那個可能是比較屬於另外一個宗族的宗親

會。那前面擔任的是金門縣蔡氏宗親會的常務監事。 

 

問題三 

盧泰康老師：想請問您所知道蔡復一畫像的細節？請問蔡復一先生在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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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裡面他是屬於幾世或哪一個派下，跟您這邊蔡氏的支派，它大概的關

聯性是怎麼樣？蔡復一在您們族譜裡面，就您知道的，和您現在這個輩，

大概是差多少輩分，還有他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回答三 

蔡流冰處長：他是 21 世。 

 

問題四 

盧泰康老師： 

那想再請問您，我們這個畫像從它流傳下來一直保存在我們蔡厝嗎？過去

有其他任何的移動紀錄嗎？還是從你知道開始就留在我們蔡厝？ 

回答四 

蔡流冰處長： 

從我知道後，就是它本來就擺在蔡復一的故居，就是他原本出生的地方，

那後來大概因為房子也舊了，它以前最早是擺在那邊，但是後來房子舊了

以後，舊了存放，可能因為方便種植物，因為門沒有鎖也不方便，他就用

擲筊，我們蔡厝所有宗族的人都擲筊，那時我爸爸大概聖杯比較多吧，就

要擺在我們家裡，因為那時候我在台灣，那個時間大概 70 幾年我就去台灣，

所以那時候會擺在我們家，大概也是我爸爸跟我講，那一年他也沒講很清

楚。那從小我們就知道我們有這一個畫像，從小大概每次冬至，我爸講說

如果到冬至，以前都會把畫像拿出來祭拜、祭祖，然後我們金門不是有冬

至要吃頭嗎，大概就是這樣。那所以每年，我爸爸從小他印象就知道有這

個畫像了，然後一代一代傳下來，至於多久，我們應該也無從考據。 

 

問題五 

盧泰康老師：好，所以聽你這樣講起來，原來這個畫就擺在蔡厝的（蔡復

一他們那支的舊家裡），再後來才移到你們家，但是都還在蔡厝的範圍內，

是不是這樣？ 

回答五 

蔡流冰處長：對，都在蔡厝範圍內。 

盧泰康老師：所以這個畫都沒有去過同安，也沒有去過其他的地方？從頭

到尾，就你們知道，就一直擺在蔡厝 

蔡流冰處長：對，從頭到尾我們沒有印象它有去過同安，但是同安目前有

一個蔡復一故居，同安那一張畫像，就是我們這邊照完相後，他們再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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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大概大小相符、一樣的內容，所以他們那張等於是複製的，所以他

們那邊有一份，那份等於是最新的，但是是用畫像製作，才掛在同安蔡復

一故居那邊。 

盧泰康老師：好，那你知道同安照了相，後來再複製的，那是什麼時候發

生的事，您知道嗎？ 

蔡流冰處長：大概 80 幾年，民國 80 幾年，那個時候去掃墓，因為那時候

大概都我爸爸他們過去，那段時間我幾乎都在台灣，一直到 90 幾年回來，

我才有比較真正的接觸。 

 

問題六 

盧泰康老師：您剛剛有說到它都會拿出來你們宗族祭祀，所以是多久取出

來一次呢，就你所知？ 

回答六 

蔡流冰處長：每年冬至，冬至一次。 

盧泰康老師：所以中間有間隔，比如說，隔兩三年還是一定是每一年就會

拿出來一次？ 

蔡流冰處長：每年都會，後來因為怕大概 80 幾年那時候，就用照相的，我

們有拿出來那個，就是每年用它照相的那一張（複製的那一張），每年就改

用那一張，（原畫）那個就不再拆開了。 

盧泰康老師問：好，我聽您這樣講，就是民國 80 幾年以前真的就是把這一

幅畫（原畫）拿出來祭祀，80 年以後怕它再打開以後會壞掉，所以照了相。 

蔡流冰處長：對，因為大家有意見就是說，怕會每年這樣拆一次，一來一

往怕會破壞掉，那幾年幾乎都沒有再拿出來，只是好像到了你們這一次再

前一年，大概兩次。幾乎有 1-20 年沒有再拆過了。 

盧泰康老師：就是說從民國 80 幾年到今天，大概只有兩次被打開來？ 

蔡流冰處長：兩次至三次。 

 

問題七 

盧泰康老師：那民國 80 幾年以前，每一年每次的冬至都會拿出來進行祭祀

的時候，大概都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拿出來都攤開，然後掛起來嗎，您可

否說明一下？ 

回答七 

蔡流冰處長：對，攤開掛起來，然後再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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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泰康老師：那祭拜這整個過程，大概有多久，就你記憶裡面？ 

蔡流冰處長：過程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 

盧泰康老師：那攤開是把它垂掛嗎，還是攤在桌上？ 

蔡流冰處長：對，是垂掛起來，我們有一個釘子，把它釘在我們後面神主

牌位那邊，神主牌位那邊會把他攤開起來，攤開起來就把它掛起來，然後

祭祀完以後，就再把它收起來，裝回盒子帶回我家這樣子。 

盧泰康老師：那祭拜過程中有捻香嗎，或是拿香來拜嗎？ 

蔡流冰處長：有，有拿香，那個大概，因為每戶都會準備東西去拜，然後

大概拜完以後就會把它收起來。 

盧泰康老師：所以說 80 幾年以前，每一年農曆冬至都會拿出來一次，然後

祭拜的時間大概就一個多小時？ 

蔡流冰處長：每一年是兩次，冬至一次（農曆的一月多），然後農曆十月初

四會一次。 

盧泰康老師：那冬至不就是農曆的一月到二月多？ 

蔡流冰處長：冬至大概是國曆的 12 月 22 日左右，每年冬至是固定的時間

嘛。 

盧泰康老師：那為什麼是兩次呢，為什麼是拿兩次出來呢？ 

蔡流冰處長：十月初四的時候好像是他的忌日，因為一般金門習俗就是忌

日會拜拜嘛。 

盧泰康老師：那冬至拜拜是為什麼呢，冬至拿出來紀念是為什麼呢？ 

蔡流冰處長：冬至祭祖，因為他在我們蔡氏家族裡算是成就比較顯赫的人，

然後我們除了祭拜祖先，也會祭拜蔡復一。 

盧泰康老師：那您有沒有聽您父親講過，他那個時代也是這樣子嗎？ 

蔡流冰處長：對，他這兩個日子都會祭拜。 

 

問題八 

盧泰康老師：想請問蔡流冰處長，就您知道這幅畫過去有沒有修補的紀錄？ 

回答八 

蔡流冰處長：沒有，我知道的就沒有，因為我們一直再研議，等了好幾次，

最後送去，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也不敢隨便拿去修補，之前也是有研究說

要到大陸，大陸送過去又送不回來。 

盧泰康老師： 

因為，我先跟您說，經過我們研究，我們發現這幅畫從很久以前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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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被修過兩次。那這樣講起來，你知道的是沒有，那這個修一定在你之

前，您有沒有聽您父親、長輩說過有修過。 

蔡流冰處長： 

沒有聽講過。在我印象中，也沒有聽我爸爸有在講過。因為我那時候印象

中，我知道的，因為我大概年輕的時候就去台灣，等到我回來的時候，這

段時間其實是比較沒有。那後來回來大概都是問我爸爸這些印象。小時候

是因為祭祖，都會有造成印象。 

 

問題九 

盧泰康老師： 

蔡復一畫像，我們都看到蔡復一先生他不是有一個眼睛是閉起來的嗎，我

們都說蔡復一眇目、跛足，因為畫像上也看到一顆眼睛是閉著的，我們鄉

親自己在討論這個畫的時候，就你所知，是保持什麼樣的看法，鄉親們或

家裡的長輩是怎麼說這件事的？ 

回答九 

蔡流冰處長： 

因為傳說就是說他是獨眼嘛，就是有一個眼睛，另外一個眼睛看不到。那

所以他的畫像我們感覺應該是按照他，我不曉得是他當時在世時畫的，還

是，應該是後人畫的。後人畫的就按照他，你是說我們家族傳下來的，還

是說那個，說他是獨眼駝背，就講到這些，所以這個畫像應該是有一點跟

他天生的容貌有結合的。 

盧泰康老師：所以你們蔡氏家族對於畫像上他的眼睛，有一支是閉起來的

現象，大家都知道，也能夠理解的對不對？ 

蔡流冰處長：對，都知道。因為我們在講的都知道，一目觀天下，我們相

傳就是這樣。因為他有一些傳說，像金門很多在寫這些，還有包括一些文

史工作的都在寫這些，也有訪問到我們家族的一些長老、一些有年紀的，

但是這些人目前大概都已經不在了，像我爸爸、我伯父。 

盧泰康老師：您爸爸、伯父長輩他們有沒有講過眼睛的事情、他們的看法

怎麼樣？ 

蔡流冰處長：就有一個傳說的故事是七鶴戲水，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傳說的衍伸，因為七隻白鶴把牠壓住的時候，把它變成只有一目嘛，等於

是說他容貌其實長得不是很好，大概是從七鶴戲水的故事裡面傳說過來，

其實我們也沒有機會去講這件事情，因為畢竟真的只是傳說，我們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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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的是怎樣，因為可能配合他的容貌，大概有一些穿鑿附會，也不曉得

真假。所以金門大家大概都知道。 

 

問題十 

盧泰康老師：就您所之，我們目前蔡氏家族，您的建議，如果要再進行蔡

氏家族任何的訪問，還有沒有人可以訪問？比較老一輩的、或跟您一樣的

歲數、或比您年紀稍長的？ 

回答十 

蔡流冰處長：大概我一個堂哥，他可能比較大一點。那目前跟我同輩的大

概有幾位，他們應該也都了解一些，可是聽講的也大概差不多是這樣，不

曉得他們有沒有更多的資料。 

盧泰康老師：年紀再大的還有沒有？ 

蔡流冰處長：有一些年齡大概70、60幾歲的，但是應該也差不多，年紀再

大的目前差不多也都沒有了。如果您要訪問他們，我要再找時間問他們。 

受訪人提供之資料 
 

訪談圖片 

電話訪問 

受訪人照片 訪談照 

紀錄單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
學系 訪談日期 

2017.08.10 

紀錄人員 盧泰康、張子杰 連絡方式 
電話：0903645633 
Email：a0989806363@gmail.com 

註：每位訪談人，請各別填附本清單。亦可檢附調查單位現有之訪談紀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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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調查研究－口述史料記錄表（二） 

專案名稱 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案 

*本案文物名稱 蔡復一畫像 *文物普查編號  

*受訪人 蔡流泉 出生 1951年3月15日 

受訪人聯絡資訊 電話：0933699406          Email： 

訪查記錄 

*訪談內容摘要 
（約300字） 

受訪人為蔡氏宗親會成員。藉由此次訪談， 

了解「蔡復一畫像」的相關資料。 

訪談詳細內容 
（逐字稿） 

（訪談錄音檔時間）：2017/09/24 下午 20:23 

問題一 

盧泰康老師：想請問您出生的時間，還有您在蔡氏家族裡的世系？ 

蔡流泉:我是蔡流泉，民國 40 年 3 月 15 號出生。在蔡家的世系差不多是 32

代。 

問題二 

盧泰康老師：是，那您在蔡氏家族宗親會有擔任任何職務嗎？ 

蔡流泉：我是蔡厝西堡宗親會的第二組組長，負責金沙和小金門。 

問題三 

盧泰康老師：您對這幅畫的研究，就您記得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蔡流泉：從我們小的時候，我們的長輩如果到了蔡復一的忌日要祭拜的時

候，就會拿出來 。 

問題四 

盧泰康老師：從你有記憶的時候就有嗎﹖一年拿出來幾次呢 

蔡流泉：只有一次，冬至是用另外一個。這一幅畫有點損壞，所以每年只

有拿一次。到了冬至的時候就是拿複製的來拜，這幅畫就是收藏起來。 

邵慶旺老師：大概是哪一年沒有拿出來﹖ 

蔡流泉先生：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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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盧泰康老師：那這幅畫都放在你們家嗎﹖在這之前呢﹖ 

蔡流泉先生：放在我們處長的家，最早之前放在蔡厝一號，已經過世的蔡

順發的家。 

盧泰康老師：為什麼是放在他們家呢﹖ 

蔡流泉先生：就是他的故居，那間就是蔡復一住的。 

盧泰康老師：現在那家還在嗎﹖ 

蔡流泉先生：還在。現在已經損壞了，年代已經那麼久了。就是蔡順發過

世以後，放到蔡處長家。 

 

問題六 

盧泰康老師：就您的記憶這幅畫有沒有被修過﹖ 

蔡流泉先生：是有被修過。 

 

問題七 

盧泰康老師：就您的記憶大概是什麼時候﹖ 

蔡流泉先生：差不多 40 幾年的時候。 

 

問題八 

盧泰康老師：是您的父親拿去修的嗎﹖ 

蔡流泉先生：不是，是以前金沙鎮的葉德輝。我不知道是不是鎮長，應該

是民國 40 幾年的時候，那個年代附近，不確定。那個時候，因為有一點破

損。他不知道用什麼材料下去修。 

 

問題九 

邵慶旺老師：它還有重裱過嗎﹖ 

蔡流泉先生：重裱是因為我們看那幅畫這樣，所以用那個塑膠透明布把它

黏起來。用很簡單的方法把它車起來，用那個車縫機。 

盧泰康老師：這也是民國 40 幾年的事嗎﹖ 

蔡流泉先生：可能是 50 幾年，40 幾年以後。那個塑膠布差不多 50 幾年。 

盧泰康老師：那時候 40 年修的時候，是請誰來修的呢﹖葉德輝是找誰來修

的，您記得嗎﹖ 

蔡流泉先生：葉德輝本身把它上漆，他是有點喜歡畫畫啦，像這幅畫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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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修補。 

盧泰康老師：這個葉德輝是哪裡人，做什麼工作的。 

蔡流泉先生：他是鎮公所的公務員。 

 

問題十 

盧泰康老師：我們都看到那個畫，蔡復一的一個眼睛是閉起來的樣子。一

個眼睛張開，一個眼睛閉起來，那我們蔡家的鄉親都怎麼看這件事呢? 

蔡流泉先生：它就是實情嘛。他就是背有點駝，臉有點麻，眼睛就是不好。 

 

註:蔡流泉先生主述、蔡安我先生補述。 

受訪人提供之資料 
 

訪談圖片 

 

受訪人照片 訪談照 

紀錄單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訪談日
期 

2017.09.24 

紀錄人員 

盧泰康、邵慶旺、 

曾鵬璇、陳俞君 
連絡方
式 

電話：0903645633 
Email：a09898063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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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研究所採用各項科學檢測儀器型號說明 

（一） 可見光檢視與紀錄 

１. TIFFEN Q-13 校色板 100（局部拍攝採用） 

２. 全片幅相機採用 NikonＤ800 

（二） 紅外線數位攝影（SONY） 

１. 紅外線相機採用 SONY NEX-5 

２. 紅外線濾片採用 B+W 49mm 092 

（三） FLIR ONE 紅外線熱像儀 

１. FLIR ONE 紅外線熱像儀 

（四） 紫外線影像 

１. HONLE UVA 紫外線投射燈 

（五） 數位顯微檢視（可見光、紫外線） 

１. DINO（AM4113-FV2T）手持型高解析數位顯微鏡，主動投射之紫

外線波段為 375nm 之 UV（長波紫外線） 

（六） 光澤度計 

１. 光澤度計〈Glossmeter〉型號為「譽德智能-988」 

（七） 色差儀 

１. 日本電色 / JAPAN（NIPPON DENSHOKU） 

（八）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１. 手提式 DELTA  D50（Olympus Innov-X DELTA-D50），D50 使用

SDD 感測器（30 mm2） 

（九） X 射線影像檢視（X-ray image） 

１. X-Ray 發射源：Thermo Scientific PXS5-928 MicroFocus X-Ray 

Source 90kV，本次 X-ray 電壓設定為 30kV，電流為 100μA。 

２. X-Ray 接收板：Dexela，1512 CMOS X-ray detector， 15 x 12 cm 

（十） 落菌培養與分析 

１. 使用 PDA 進行黴菌培養分析 

（十一） 近紅外線光譜檢測（Near-Infrared;NIR）101 

１. PHAZIRTM Handheld NIR Analyzer  

                                                      
100 KPHOTO，http://www.kphoto.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roduct_id=952

（2017/04/04 瀏覽） 
101 Brisort，NIR 光譜儀技術原理，http://www.brisort.com/NIR.html（2017/5/2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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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XRF成份分析檢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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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文物儲放櫃檢測與認證資料 

（一）CE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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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溫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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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耐熱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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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華科技除污報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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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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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華科技除污報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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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斷電保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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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期中與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對照表 

（一）期中修正報告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回應表 

 審查意見 回應 

陳委

員益

源 

對於蔡復一畫像的來歷及其傳

說，應多紀錄金門蔡厝宗親耆老

的口述資料，以充實論述此一畫

像文化資產價值的重要依據。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未來將規劃蔡氏

宗親田野口述調查。 

金門民間傳說盛傳「七鶴戲水」

的故事，敘說蔡復一渺目、痲臉、

跛腳、駝背等「異相」的來源，

這些傳說故事(見於洪春柳，唐蕙

韻等人的採集作品)與畫像存在

什麼樣的關係，值得探索，從這

點來說，這幅蔡復一畫像無疑是

民間口頭文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

重要文物。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呈

現分析結果。 

針對蔡復一畫像的獨特性及其多

元價值，應要進一步加以比較、

分析並進行闡述。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呈

現分析結果。 

科學儀器檢測與分析的初步結

果，在報告中未見階段性具體成

果的描述。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檢測分析尚在累

積階段，將於期末報告呈現分析結果。 

李委

員亦

興 

檢測是科學，文化價值是美學，

而日後的修護是哲學，基於此，

本報告雖運用檢測儀器進行檢測

的科學方法，但報告書中有關畫

作和檢測分析之說明則未明確交

待 

本研究係針對蔡復一畫像進行文化資

產價值研究，非所謂「美學」研究，

而科學檢測手段亦極為重要，本計畫

將於期末報告確認各項檢測分析判讀

結果 

畫作文化資產價值之美術、工藝

等專業領域之美學論述，則付諸

闕如，尤其將此畫定為波臣派畫

法，卻無提出與此畫派相關(如匠

作，筆法，用色)之說明，顯係有

針對本畫像之文物研究並非所謂「美

學論述」，而是針對畫像之藝術表現形

式、母題內容，繪畫技法進行分析。

以上研究成果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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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進一步補強 

劉委

員淑

音 

建議於計劃緣起，將履約標的的

工作項目逐一詳列。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將於期末報告進

行增補。 

畫像檢視調查過程應避免損傷畫

作原件。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報告書建議增補蔡復一生平，及

重要性之文獻資料搜集及相關論

述，以強化畫作的價值。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呈

現分析結果。 

此案將為金門第一件申請“古

物”身份的案例，其身份為國寶

或重要古物，建議調查團隊應先

有思考與規劃。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將做為該畫像文

物提報文化資產「一般古物」之重要

依據。至於後續提報「國寶」及「重

要古物」事宜，則權屬中央範疇，應

待地方「一般古物」提報工作完成後，

再進行討論商議。 

許委

員維

民 

民國 80幾年，我到蔡氏家廟看到

掛像祭祖吃頭時，就感覺這畫像

是古董，後來有一天我去找耆

老，讓他掛起來，讓我以幻燈片、

微光攝影拍照，所以我接受當評

審想來一探它的身世，到底它是

哪一年代的產物？蔡葬同安為何

畫像留在金門？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未來將規劃蔡氏

宗親田野口述調查。 

這是一張有趣的像蔡復一真的長

這樣子嗎?他考到進士二甲第 27

名是要經過殿試的，儀表是否可

通過？或者這是後代子孫對奇人

異像的推測，是否是創造出來的

偶像，這是該深入的探討，因為

與他同時代的蔡獻臣、張廷拱、

林釬、蔣孟育都是萬曆年間的進

士，只是他們沒有他的道德文章

(遯庵全集)、五省經略，因此，

後代子孫創造出的一張奇人異

像。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畫像背後的人物故事，如何經過畫

像的復原保護，給予在地鄉土教育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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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的價值，這比修復「一副畫」

而已的價值性更高。 

蔡元友先生引進蔡清風的大作以

及山西大學圖書館的(遯庵全集)

是讓我們進一步瞭解蔡復一這一

位先賢的生平事蹟。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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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修正報告審查意見回覆對照表 

委員意見  回覆說明 

李委員

亦興 

1、年代的判斷，如依畫作的筆

法、敷彩材料使用、紋樣等元素

比對，報告書直言為明代唯一則

仍待斟酌。 

本研究分別針對「蔡復一畫像」，

為「蔡復一生平與官職品秩」、「蔡

復一畫像傳世歷程」、「人物形象

與面容」、「用筆線條與施彩設

色」、「袍服與方補」、「帽冠形

制」、「革帶形制」、「腰牌」、「剔

犀紋踏几」、「座椅獸皮外罩」共

十一個部份，進行了全面性、整

合性文物研究與比對鑑定，同時

配合科學檢測分析數據分析，最

後確認其年代上下限落於「明代

晚期」，為臺澎金馬現存年代最早

之明代祖先畫像。如委員提出「仍

待斟酌」之看法，應提出「具體

否定意見與反面證據」，以資後續

甄別論證。 

2、本研究標的畫作既經多次重

繪、修補且現作筆法亦非嚴謹，

則在文化價值認定上是否仍具其

意義，也是本案需再次審慎評估

之處。 

本研究成果已於期末報告第參部

份研究成果綜述內容，提出本畫

作之具體文化資產價值，至於後

續「審慎評估」，應交由日後提報

文化資產古物分級之「古物審議

委員會」審議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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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

建緯 
1、本報告中關於「蔡復一畫像」

中畫像各細節、圖範的判讀，以

及與其它文獻、明清時代傳世圖

像的比對等，相當細膩，具一定

說服力，論證亦具邏輯。 

感謝委員肯定。 

2、在文化資產價值判斷方面，關

於其歷史（蔡復一生平品級、容

貌、事蹟〉，藝術（畫作風格屬於

「江南畫法」而且呈現容貌缺陷

不美的寫實原點，以及圖像比

對），科學（經二次修補覆蓋與重

繪，是目前祖先畫像中首次如此

檢測），提出了具體成果。該成果

報告也是台灣祖先畫像首次實施

的第二階段調查研究，可作為日

後相關研究的參考。 

感謝委員肯定。 

3、有關本文使用「寫實」（realistic）
一詞，建議可再深入說明。它和

西方「寫實」強調人物量感陰影

的概念不同，（臺灣祖先畫像出

現，大約要在清末日治時代），而

是透過平塗與線條來勾勒人物輪

廓的具體特點，或可以「像生」

一詞替代。不過，臺灣祖先畫像

通常在身體與體態畫髮上有其固

定的「格套」(stereo type)，並非

寫生被繪者的真正樣貌。因此報

告中指陳的「江南畫法」，不排除

是一種明代以降的時代風格下的

大傳統。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相關修

正與補充內容，見修正後結案成

果報告頁 19。 

4、本文關於圖像學研究中，對於

局部圖範作了很細微的比較；不

過，整張畫像如何被放入金門金

沙蔡厝的地方知識系統中被呈現

與認同（祖譜中的位置、故宅現

況）？以及它使用具體的時機（因

臺灣祖先畫像通常不作為祭祀之

用），其所形塑的宗族認同與地方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相關修

正與補充內容，見修正後結案成

果報告頁 12 至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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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以及蔡復一畫像的地方知

識系統的問題，日後可以更深入

描述。 

5、有關結論文化資產價值論述，

建議可按「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

審查辦法」中六項標準具體描述

之，另也請於成果報告書中加入

計畫大綱、計畫總經費與各階段

審查意見綜理表。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相關修

正與補充內容，見修正後結案成

果報告頁 176、頁 2、附件七。 

劉委員

淑音 
1、「一品鶴紋繡補」由圖 10 與圖

11 比對，顯見原稿 90%已「被覆

蓋」或「佚已」，建議以雲紋紋飾

的演變為輔助，藉此釐清修補的

可能年代。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有關｢

雲紋」特徵分析，已有本研究已

有分析比對論述，見修正後結案

成果報告頁 39。 

2、「官僚缙紳肖像畫」與「祖先

畫像」的定義不明，其差異為何?
蔡復一畫像歸屬何類。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有關「官

僚缙紳肖像畫」與「祖先畫像」

之定義分析，本研究已有分析論

述，另亦再針對此內容進行補充

說明，見修正後期末報告頁 14
至頁 15。 

3、因應明清公服樣式不同，祖先

畫之手勢是否有其風格差異亦值

得納入探討。 

本畫作像主蔡復一「右手垂放於

膝前，左手輕抬托扶腰間板帶」，

屬明代「官僚缙紳肖像畫」常見

之典型風格特徵。 
4、以「單隻鶴紋滿佈方補」的形

制出現做為畫作之下限，值得斟

酌，是否有後世依據明代公服紋

樣繪製的可能? 

明清官員朝服「方補」風格截然

不同，入清以後，官方對於男性

漢族服裝、帽冠與髮飾規範甚

嚴，故本畫作之年代下限判讀，

自有其相關實物判讀依據；至於

二十世紀以後之修補覆蓋現象，

可見本研究科學檢測結果。 
5、畫作所屬年代上限，推估「必

定」是在 1625 年蔡氏去世不久至

1626 年歸葬同安之時，很快地被

繪製完成的說法，宜有更確切更

具說服力的舉證。 

有關本畫作年代上限之論證，系

援引「舉證」明確當時史料文獻

（明）池顯方〈附特祠奏記〉、（明）

張爕〈蔡公行狀）紀錄內容，同

時輔以年代明確之同類肖像畫紋

飾風格進行判讀，故如委員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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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具「說服力」，應提出「具體

否定意見與反面證據」，以資後續

甄別論證。 
6、建議強化畫作與金門在地知識

的聯結，突顯其文化資產上的價

值。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相關修

正與補充內容，見修正後結案成

果報告頁 12 至頁 13。 
陳委員

益源 
1、蔡復一「瞽且尪者」、「天之畸

人」得事實，以及文獻所言「眇

一目」或「金門七鶴戲水傳說」

所言，是蔡復一畫像的特殊之

處，蔡復一畫像的面貌特徵寫實

表現，合於文獻與傳說的記述，

也是此一畫像的重要價值，期末

報告於此已有補充，較期中報告

來得完整，但仍有繼續闡述發揮

的空間。 

感謝委員肯定。至於委員提出「仍

有繼續闡述發揮的空間」之意

見，則本研究只能秉持學術研究

「有一分證據，做一分判讀分析」

之原則，勉力而為之。 

2、屬於蔡氏宗親會所擁有的蔡復

一畫像，歷來每年冬至「吃頭」

均取出予懸掛，供後人瞻仰，此

一傳說應予延續，本期末報告書

或可於該畫像原件之修護、保

存、複製，以及宗親會傳統習俗

的延續如何兼顧，做出更具體圓

滿的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蔡復一畫像之文

化資產價值」進行研究分析，並

於報告第肆部份「文化資產後續

工作建議」，提出「文化資產古物

提報與出版」與「文物保存規劃」

提出具體意見，至於有關「修護、

保存、複製，以及宗親會傳統習

俗的延續如何兼顧」等議題，牽

連相關法規、人事、學術倫理問

題甚廣，已超出本計畫「履約標

的」範疇所能處理。 
張委員 
元鳳 
(書審) 

歷史考證 
1、p26.圖(9)雙色畫稿請說明不同

顏色代表意義?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該頁語句描

述已做補充修改，見修正後結案

成果報告頁 28 至頁 29。 

2、p27.圖(10)何以證明是原作線條

結構層如何確認？顏料層下方的

是否有可能為打底線條？建議詳

細舉證。 

感謝委員意見，圖(10)為原線稿

線條為從全幅畫作顯示出之線條

顯示判斷，該線條有細膩且無運

筆變化(金絲鐵線描)。部分為畫

作顯露出、部分為經科學檢測(X
光影像、透光、紅外線影像等)
獲得之線條。其線條順暢且檢測

時顯示明顯，除補筆線條(線條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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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草率)，並無其他線條，故判斷

非打底線條。 

3、p.28.圖(11)，後世修補線稿在

胸前的「一品鶴文繡補」如果比

對圖(10)，幾乎已經佔據 90%以

上，原稿的圖案大部分已「被覆

蓋」還是「已缺失」無法從附圖

看出，是否可明列？所謂的原稿

是否有追溯原圖案的可能？ 

感謝委員意見，圖(11)所顯示本

案判斷之原稿線條，非常明確的

顯示其底下無其他線條，且其描

繪細膩，所以確定為原稿線條。 

4、P.29.圖(12~13)，同圖(10),請說

明原底稿與線稿之區別，另以黃

色線條標示法覆蓋原線條，干擾

閱讀者判別觀察，建議以其他方

式表示。 

感謝委員意見，圖(12~13)之顯示

法與圖說，為本案研究後之最佳

呈現方法。 

5、P59，針對裝裱材料僅以文字

敘述，沒有照片輔助，較難認定。

以單價來看內容似乎太過於單

薄，最重要的是對於裝裱的歷史

性特徵與接下來或許會展開的修

復作業，或是並無太大效益性與

輔助價值，缺乏專業性的論述。

譬如： 
1.「能清楚辨識其裝裱材料，主要

運用空白無底紋紙張」，所謂「空

白無底紋紙張」？建議以學術、

材料特徵等歷史驗證的具體方式

續述。 
2.同上，「錦眉與旗杆邊部份，使

用相同之秋香色印花紙張進行裝

飾。天、地杆兩 端，皆以印花布

包封，無軸頭裝飾。」何為「秋

香色印花紙」？何為「印花布」？

應該要有細部高畫質照片輔助說

明。 
3.「另依照本件立軸之吊掛繩環

（已遺失）孔洞的製作工藝 ，以

及上 、下錦眉所使用的材料樣式

感謝委員意見，書畫裝裱不不同

文化脈絡裡皆有其基本形式特

徵，諸如傳統中國式裝裱與日式

裝裱為代表，而範圍更小的各地

域間也存在差異化，通常僅能從

外觀格式、使用材料與製作基法

等作品中呈現的訊息探討分析，

在非文物流傳脈絡資訊清晰的條

件下，惟仍具不確定性。關於此

件作品的形式特徵，描述說明如

下： 
VI. 從此件作品的裝裱尺寸而

言，基本符合中式裝裱格式

特徵，如天地頭裱料為傳統

樣式比例 3:2。 
VII. 天杆型態符合中式裝裱格式

的應用，惟地杆直徑尺寸較

小，不同於一般與此幅作品

相同裝裱會應用的格式安

排。傳統上與此作品尺寸相

似之裝裱格式-中堂裝裱形

式下，通常會搭配直徑約為

1.1~1.2 寸（3.3～3.6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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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初步推測其應是採「混合

中日裝裱技法風格」的裝裱人員

所製作之掛軸。」→沒有吊掛繩

環孔洞與上 、下錦眉所使用的材

料樣式照片難以認定是真的是”

混合中日裝裱技法風格〞，請再深

入從樣式、比例、材質、裝裱技

法、製作特徵等分類ㄧ一論述。 

之地杆，然此件作品僅 9 分

（2.7 公分）。與日式裝裱常

用之地杆尺寸相似，當然一

般民間裝裱在材料限制之

下，有可能會以現況材料進

行裝配。 
VIII. 從日式風格裝裱的表具，以

及現存古代書畫與現代以傳

統中式裝裱技法進行裝裱之

裱件與風格觀察比較，可以

得出中式裝裱之旗杆邊(通
天邊)的使用通常以使用單

色、或染色之紙張、綾絹進

行裝裱，與此件現況不同。 
IX. 同上，傳統地杆之飾杆材料

已是以單色、或染色之紙

張、綾絹，甚至是以錦布進

行包覆裝飾。 
傳統中式裝裱的天杆繩圈均有其

基本製作形式，同時數量配置、

尺寸位置均依關乎文物懸掛、審

美意識甚為重要，更是區分裝裱

流派風格的重要資訊。從此件作

品僅存的兩個繩圈孔洞型態初步

檢視，與傳統中式裝裱通常會配

四個繩圈的格式不同，當然裝裱

繩圈數量的設置是裝裱人員當下

的選擇，但最重要的特點是，此

件作品繩圈製作技法並非依傳統

中式繩圈裝置技法進行配置，比

較接近日式繩圈的裝配方法。 
科學檢測部分有太多看似科技，

但是否有具體意義的檢測： 
1.色彩紀錄、光澤度紀錄： 
(1) 皆是紀錄本件畫像未清潔前

（修復前 ）之表面汙染處、損壞

數據，報告說明是提供後續清潔

與保存修復工作之參考與比對依

感謝委員意見，回應如下: 
1.本案進行之科學檢測已超乎之

國寶鄭成功畫像、國寶臺灣民主

國藍地黃虎旗(本案研究人員參

與)、國寶康熙輿圖之檢測規格與

資訊。且執行項目與非契約規定

增加執行項目皆有所獲(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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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類打點檢測會根據檢測位

置而有截然不同的結果，位置必

須詳細記錄經緯與攝影存證等程

序，以利後續原位置比對，但文

中未見任何標示打點位置的記錄

說明或附錄，後續如何同位同點

比對？ 

書)，請委員詳閱本案報告書，所

謂無具體意義之檢測，恕本案研

究團隊無法瞭解。 
2.保存科學檢測在文物調查與修

復之重要性為國際與國內眾所皆

知，如委員有科學檢測實務經

驗，可知本案檢測原理與成果。 
3.請委員仔細閱讀本報告之圖

(76)，有明確指出本案之可見

光、紫外線、紅外線與色差檢測

點皆規劃為同一位置。 
(2) 清潔、加固，原本顏色的色彩

與光澤度就一定會改變，就算有

清潔前的數據也未必有其參考價

值，因為其數據的變動不穩定因

素太大，因此這兩個檢測結果既

已執行，便請詳加說明後續後續

修復延伸時，相關的配套措施與

注意事項。 

感謝委員意見，其數據是科學且

客觀的，其最主要提供色彩與光

澤為提供後續修復的參考依據。 

(3) 色彩紀錄與光澤度紀錄的檢

測結果沒有做說明與結論，光看

報告完全不知道其圖表與數字代

表什麼意義 p.86~87，無法提供整

合性的參考?以此類推，建議每一

項單獨檢測應該有其單獨的小

結，說明檢測結果與判斷成果，

最後才綜合比較成結論。 

感謝委員意見，色彩紀錄與光澤

度紀錄為客觀的檢測數據，其應

於修復階段完成後方能有所比對

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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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指出「本研究使用紅外線

熱像儀 ，運用紅外線波段偵測， 
確認目標物之熱輻射狀況，藉以

判斷「蔡復一畫像」是否存在「潛

在性損壞現象」與「隱蔽性裂縫

損傷」。根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熱成

像儀紅外線熱像儀說明，利用熱

成像儀可以發現散發熱量的對

象，在工業上，可以利用熱像儀

快速探測出加工件的溫度，例如

電動機、電晶體等電子器件發生

故障時往往伴隨著溫度的異常升

高，利用熱成像儀也可以快速診

斷故障。在流行性感冒、肺炎等

疾病流行時，可以利用熱成像儀

快速判斷是否有發熱現象。由於

癌細胞的溫度較高，也可用其判

斷診斷乳腺癌等疾病。因此根據

報告提供的照片，所謂的「潛在

性損壞現象」與「隱蔽性裂縫損

傷」，利用 X 光攝影與透光攝影就

已可看出，使用紅外線熱像儀特

殊必要性與述求請加以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如引用維基

百科對此檢測產生疑問，可知委

員對此儀器檢測之原理不熟悉，

本檢測為多光譜分析的一種方

式，也為現代科學檢測之方法。

如國際上對於達文西畫作就進行

此研究。「潛在性損壞現象」與「隱

蔽性裂縫損傷」為本檢測之成果

已詳述於頁 97。 

3.XRF 成分分析缺少圖譜 
XRF 為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但

報告提供的數據僅提供”不知何

種單位”的量的數據，卻沒有提

供光譜說明，此為資料不齊全的

XRF 分析報告。 

感謝委員意見，XRF 分析之圖譜

於附件電子檔，本案之檢測成果

主要於報告書呈現。XRF 之檢測

圖譜因其資料量多，且除非經由

專業科學檢測訓練，否則其圖譜

並無法為一般人判讀，所以僅放

置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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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色劑分析 
(1) 何謂『經歷九個月自然劣化之

展色劑』？內容為何？如何老

化？如何使其成為標準判斷參

考？何時發表？請詳加說明。 
(2) 東方繪畫為何展色劑會與工

業與家庭塗料的數據庫(虹牌)做
比對，請提供完整數據庫名稱。

個人認為準確度有待商榷，如果

是亞麻仁油，又如何確定是虹牌

雅麻仁油？建議應該尋求東方繪

畫用建立資料庫並比對此作品數

據，較能提供準確判斷。同樣，

聚酯類塗料的比對亦是如此。 

感謝委員意見，回復如下： 
(1)九個月自然老化之展色劑為

建立該儀器之基礎資料庫科學方

式，作為展色劑老化之基礎依

據。詳細研究成果與設定請詳參

王貞富老師多年之展色劑分析研

究成果。 
(2)展色劑檢測結果為經儀器之

建置之資料庫比對結果，並非特

別使用虹牌數據庫。如亞麻仁油

為按其”成分”，非特定選用該廠

牌。 

三、修復建議 
「考慮移除畫像表層現有之不當

修補材料（PU 漆）」 
如果是 PU 成分，其為聚合物，耐

久性更強於油畫顏料，執意移除

風險極大，恐會傷到原始顏料層。 
四、本研究所用儀器於 P.180 有列

表，其中最後一項 X-射線繞分析

(XRD)的使用，在內文並無任何確

實執行的數據呈現，建議依據服

務內容增加檢測或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此建議為修復階

段再經由修復師判斷，本研究僅

提供建議，無所謂「執意移除」。 
本檢測為本案研究多進行之項

目，因其結果未獲明確結果，所

以未置入報告書內，其結果將提

供於成果報告書電子檔，以供日

後相關研究與修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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