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幸福

。享生活

─發現樹火紀念紙博物館的生活美學

■文、攝影/冰山怪客

全球最大網路搜尋引擎Google今年

曾將其中國區首頁的logo變成中國四大

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羅盤、火藥)的

圖形，獨特的創意令人拍案。而讓西方

世界驚豔的中國四大發明，造紙術不但

排在首位，其對後世文明的影響更是舉

足輕重。可以說，紙開啟了人類文明的

新紀元，紙所造就的文化和歷史更成為

人類社會無可替代的最珍貴資產。

走進「紙」的世界

隱身於台北市長安東路上，穿過星

羅棋布、略顯凌亂的各式商家店招，突

然發現一塊黃色的布幔，咖啡色的字體

寫著「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這是一個

不甚起眼但很特別的小鋪，騎樓下的一

角擺放著一疊隨風起舞的摺頁，這，就

是台灣唯一以紙為主題的博物館－樹火

紀念紙博物館。

那是個夏日燠熱的午後，推開樹火

紀念紙博物館的玻璃門，迎面感受到的

竟然是一陣春意襲來，原來雪白的牆壁

上，看見手工編織的紙櫻花，正朵朵盛

開，映襯著大陸詩人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的詩句：「從明天起，做一

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

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

Suhopaper

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告訴他們我的幸

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

一個人／給每一條河 每一座山取一個溫

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願你

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裡獲得幸福／我只願面朝大

海，春暖花開。」

    這時，我看到一群孩子跟著老師走

到二樓一個「奇特」的房間，在一個很大

的紙簍邊，開始翻找裡面的「垃圾」，一

張張一條條取出，好奇的觀看。那些都是

過期的舊報紙，雖然廢棄有些泛黃，但十

分的平整、乾淨，孩童們津津有味的閱讀

報上的文章，每個字就像發出亮光，引領

▲ 推開門，一樹紙櫻花，朵朵盛開，春意
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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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特有的造紙原料─「蓪草」 ▲ 真正的手作明信片

他們進入未知的神秘「紙」世界。沒錯，

這兒就是個完全用紙打造的房間，幾面高

高的牆竟然是由一塊塊表面粗糙、色澤形

狀都很特別，但卻整齊立體的紙磚堆疊而

成的，光線從鏤空的紙磚間隙均勻的灑落

在房間內，地板上鋪的也是厚實柔軟的白

紙，裁切過的紙條像一叢叢灌草「長」在

牆角，小盆栽點綴其間，幾抹綠意更加鮮

翠盎然。

人類因著文字的誕生而產生了文明，

而紙則凝聚著古人的智慧結晶，今人珍惜

紙上的文字，展現的是對於知識和文化的

敬重。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以一粒麥子的故事

講述建館的緣起：「麥子不死，種子無以

新生：樹皮腐草轉化為紙。在這過程中，

我們看到中國文明的新里程碑，看到物質

不滅、精神不死的驗證，也看到樹火紀念

紙博物館的誕生。」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於1995年10月正式

對外開放，是為緬懷國內知名紙業長春棉

紙關係企業的創辦人陳樹火先生而成立，

藉以省思紙孕育於中國文化的古往今來，

並推廣紙文化在台灣扎根可以發揚光大。

如同人類的生命一樣，「紙」的壽命

有限、脆弱，需要悉心的呵護，但正是基

於這樣的侷限性，人們才會懂得讓有限生

命發揮到極致的價值所在。在樹火紀念紙

博物館的一樓，以紙材帶入產品、空間、

裝置、建築範例的展示中，觀者會驚訝，

原來人人隨手拋棄的免洗紙杯盤其實可以

登上大雅之堂，經過愛紙人的創意巧思，

即使宴請嘉賓貴客，一點不輸琺瑯名瓷；

用鳳梨纖維製作的吊燈不但開市招財，自

然環保還全年保鮮，因為它就是真的一顆

顆鳳梨；而用海裡來的漂流木與纖維紙

材，所塑造的家飾精品，也絕對有大師的

手感；在這裡，紙從2D到3D，從取紙到裁

花，再將一朵朵花變身為立體燈飾，大玩

光與影的迷藏，讓空間變得豐富、柔和，

充滿四季如春的溫馨與盼望。讓心，可以

如沐春風；讓人，自此與美相遇。一如大

陸詩人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

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看了這些「紙的幸福設計」，不禁令

人驚嘆，藝術家徹底挑戰紙的應用極限，

紙材更讓我們體驗到未曾有過的感動與喜

悅。

重現手工造紙

博物館一樓的第二展區是個手工造

紙坊，說到手工造紙，就不能不提及台灣

的手工造紙重鎮－南投的埔里，紙鄉埔里

的手工紙已有70多年歷史，是台灣手工紙

的先驅，創建這座博物館的長春棉紙廠也

是從埔里起家，在造紙產業裡走過40年歲

月，憑藉的正是埔里的純淨湧泉，讓紙質

更潔白、壽命增長。這個展

區也將埔里手工造紙的小工

廠原貌「搬」了過來，不但

可以一覽早年埔里紙寮造紙

的歷史畫面，整個手工造紙

的過程從原料的蒸煮、浸

泡、漂白、打漿，到抄紙

（以竹篩平均分配紙漿纖

維的動作）、壓榨、乾燥，

到最後成紙，繁瑣的工序

都一一在此呈現在觀者的面前，看著這些

古早味十足的造紙器具，嗅著空氣中彌漫

的紙槳特殊的味道，今人恐怕很難體會過

去手工造紙的辛苦和得之不易：冬天時，

抄紙師傅的雙手要浸泡在攝氏5度的水溫

中工作；而夏天，烘紙的鐵板平台邊是高

達40度的室溫，可以想見箇中的辛苦。而

此時此刻，我們按部就班的在老師的教導

下輕鬆地體驗造紙的過程，館方提供許多

DIY活動，像是手工紙最關鍵的步驟：抄

紙過程，利用木框中的竹篩，浸入紙漿中

抄起，雙手擺盪，水分從竹篩瀝去，紙漿

纖維平均分布在竹篩上，紙便成形。而在

紙上壓花、拓印，更加能感受到手工造紙

與應用的樂趣，這使得一張手工紙更美麗

了。

體驗了手工造紙，拾階而上，來到二

▲ 手作紙珠寶令人眼睛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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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收報紙做成的紙磚

▲ 台灣蓪草垂懸於滿月上，構成一幅詩的意境

▲ 台灣造紙的演進

▲

樓的特展空間，這裡正進行著一場關於紙

的綠色革命。藝術家以回收報紙製成不同

形狀的紙磚，自然質樸的紙磚排列著，展

現了報紙的不同樣貌，使庶民生活中每日

所需的報紙成為空間原素裡的角 色，透過

一絲絲報紙纖維與光影，交織出一則則感

人肺腑的故事、文本，隱含著資訊混亂、

真假難辨的意涵，更象徵著現代社會的瞬

息萬變。

如果說紙磚展現了紙的宏觀印象，

那麼，手作紙珠寶就讓金工與紙混搭出另

一種迷你貴氣的生活風格，顛覆了你對紙

的平凡想像，透過巧思重新為紙創造出新

的造型和質感，日曆紙、電話黃頁本，甚

至是雞蛋包裝，這些廢紙與金工混搭的材

料，讓紙美麗轉世，見識了紙也有貴氣的

一面。

這些藝術創作都源自綠色生活的概念

和堅持，詮釋著紙的簡樸哲學和紙孕育於

天地間的神奇力量。

回到童年  紙飛機特展 

走過春暖花開，夏天是個夢想起飛的

季節，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選在7月到10月

特別策劃了另一個「紙飛機特展」，讓童

年的幸福光景都在樹火一一呈現。

小時候，男生摺紙飛機，總希望自

己長大後可以真的成為機長，在空中自由

自在地飛翔，像神氣的小飛俠彼得．潘

一樣，飛往充滿無限驚奇、不會變老、永

保童心的Neverland(彼得．潘的住處)！

女生則傳說著，只要伸手捉住飛過天空

的飛機，吞進肚子裡，集滿100架就可以

許願，美夢成真。男男女女，之所以看到

飛機都會很興奮、很開心，是因為它代表

著：一個個的希望，以及夢想。

今天，就來這裡再編織一個紙飛機的

夢想吧。用古早的台灣蓪草芯DIY紙飛機

風鈴掛飾，這是一個充滿童趣的掛飾，利

用木條與染了鮮豔色彩的彩色蓪草芯，完

成自己手做的紙飛機掛飾，把它帶回家掛

在窗邊或門口，讓天天保有愉快、飛躍的

好心情。除了紙飛機，還有紙飛機風車，

用瓦楞紙切割、彩繪，為自己DIY一個紙

飛機風車，在風中高舉，讓它迎風旋轉，

啟動這個夏天的天真與幸福！最後還有一

項體驗是 紙飛機的科學實驗，在紙飛機夢

想家卓志賢老師的引領下，從紙飛機的演

變、製作開始，學習造飛機、射飛機、玩

飛機，怎樣利用簡單的素材，就可以讓紙

飛機飛得又高又遠！

二樓另一個展區是「紙的歷史」，

帶你認識造紙術的發明與傳播以及有趣的

「非紙之紙」（紙尚未普及前的替代品，

如埃及紙草、墨西哥樹皮紙等），以及館

方珍藏的歷代古紙；「造紙用料」介紹造

紙的原料、助料和染料，可以一窺造紙的

奧祕；「古今造紙」則從觀察比較工廠的

作業中，了解古今造紙的異同。

細數紙的淵源流長足以讓觀者增廣見

聞，從一幅幅的連環畫可以想像蔡倫造樹

皮紙的方法，而自蔡倫造紙以來，漢朝的

工藝隨著時光的遷移流傳，並且在歐洲經

過改良和發展，使得紙張已經成為人類文

化和文明的一種指標。造紙的原料從早期

的植物纖維到動物纖維，再到現代的人造

纖維，人類將纖維的應用發揮到極致，也

讓紙的生命更加豐盈，與人類的生活再也

不能分離。

來到三樓，先映入眼簾的是一輪皓月

當空照，那佔據了整片牆的明月，光影從

宣紙中散射出來，一縷縷垂懸下來的不是

詩人筆下的柳枝，而是台灣特有植物台灣

蓪草的芯，這種質輕管狀的植物既是一種

藥材，也是造紙的好材料。由於蓪草有隔

音保溫的特性，所以蓪草板可做建材，而

蓪草紙質地細緻光滑，見光亮晶晶，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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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一種非常尊重的態度呈現，從可

展、可看、可用的概念出發，以紙張歌頌

著記憶與青春，那是愛紙人在書寫世界裡

對紙的禮讚。

每季出版一本以紙為主題的「紙博季

刊」，是樹火紀念紙博物館的專屬刊物，

除了每一季的焦點特展之外，也有與紙有

關的攝影欣賞，以及特種紙張的介紹，而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紙博季刊」的封面是

由博物館工作人員做的手工紙。

走過15年，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正呈現

著方華之年的繽紛美感，它以「善念、綠

色、手感」不斷發掘PAPER IDEA，通過

對紙的觀察、體悟與創意，建構綠色生活

的美學想像。

❶	手工造紙區全景
❷	手工造紙DIY活動

▲竹院子展示區就像個大竹簍 ▲紙磚牆令人驚嘆

性強，遇水會膨脹，所以是很好的美勞用

紙，只是由於台灣蓪草的生存範圍越來越

小，如今蓪草紙已難得一見，蓪草製紙的

工藝也逐漸消失了。

「紙在台灣」的常設展是來認識台灣

造紙的歷史、常用原料和文化特色，並欣

賞「台灣紙鄉」的特殊風貌，其中最難得

的是詳實的記錄了臺灣特有的「蓪草紙」

及「手工竹紙」的製作過程。另外「紙的

科學遊戲」區藉由動手操作、定時演示等

活動，在活潑的學習環境中，使觀眾認識

紙的特性和相關小常識。

以「善念、綠色、手感」  

建構生活美學

 見識了造紙的演進史，以及形形色

色的造紙原料、造紙工藝、造紙工具和不

同用途的紙張，轉身來到樹火博物館的外

展區竹院子，就在博物館的頂樓，那是另

一個手工紙DIY的體驗區，既然已經學到

了那麼多紙的知識，還見識到那麼多美麗

的手工紙，不妨來做一張屬於自己的手工

紙吧。可能在導覽老師的教導下總是知難

行易，造紙沒有想像中那般的繁複，經過

「紙漿製作」、「抄紙」、「乾燥」這三

個過程。呵，一張厚實的手工再生紙就完

成了，館方還會頒贈一張「蔡倫金紙獎」

的證書，讓參與者更有一番成就感呢！

導覽的老師說就算在家裡也可以DIY再生

紙，雖然這個部份很實用，但代價就是你

可要願意犧牲一台果汁機或是一口鍋子。

紙的體驗真是多姿多采，看似生活中的小

物，其實充滿著無限的想像和神奇。

竹院子的一角還站著一棵被連根挖起

的樹幹，它的身上綁著一個吊牌，寫著這

棵樹的身高、腰圍和直徑，還有一行文字

「這棵樹是建大樓時犧牲掉的！」我很訝

異如此奇特的保留和紀念方式，是讓人省

思，樹的生命不該以這種形式結束。

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我看到紙在紙

之外，離生活是如此的親近，小小的空間

裡，看到博物館的用心，把紙的「質」與

❶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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