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出版與閱讀

080

閱讀˙埃及
藍夜 藝文創作者

楔子
2017 年底 2018 年初，故宮博物院的「大英

博物館藏埃及木乃伊：探索古代生活」特展，短

短的 66 天展期吸引了近二十萬民眾前往觀展。

前往參觀的人們，無不對那擁擠的展場空間印象

深刻：幾乎每個展示櫃前都擠滿三、四排欲觀賞

展品的民眾，人們等啊等、探啊探，終於能到展

品前方一窺其究竟，仔細地觀覽那木乃伊棺蓋上

的文采、石碑上的埃及文字與浮雕圖像等。在認

真觀展的當下，看這些靜態的遺存文物，鮮明地

記載、保存了千年前埃及人們的文明與生活，還

真的有些感動！也興起了對於埃及相關主題書的

探究，看看透過閱讀，過去的埃及古文明，對於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能增添哪些視野與啟示。

初始閱讀
由於是被展覽吸引，才開啟這閱讀的契機，

因此先從這次關於此展覽的書刊閱讀起。此次展

覽相關出版品：一本導覽手冊、一本圖錄；但導

覽手冊內容是從圖錄節選而來，因此僅有圖錄這

本書有 ISBN 為正式的書刊。

《大英博物館藏埃及木乃伊：探索古代生活

圖錄》這本書詳盡地介紹了此次的策展緣由，並

附有精美的展品圖片與解說，讓人們能再次藉由

閱讀回味展覽。從書中的目錄篇幅可見，此次展

覽所強調之最新現代科技對於木乃伊之研究；透

過 X 射線、電腦斷層掃描顯影等，重新深入探索

六具木乃伊所隱涵之意義。透過完好保存的物質

遺存，來看這六位生活在埃及不同的歷史時期的

人物：姓名、職業背景、身體狀況等等，拼湊其

生活的概況與當時的社會文化。

木乃伊反映著古埃及人相信肉體的延續，

能確保逝者在來世持續存在；以及肉體是此生與

來生意識連結等信仰；因此採用非侵入式的科學

技術深入研究，亦是對於逝者及其文化信仰的尊

重，同時透過這種不同的觀看方式，看到表面紋

飾圖案以外的骨骼結構與內涵，深入見證千年前

生活在埃及的人們其身體狀況與文化，也藉此探

索更多關於埃及的種種。

多樣的埃及
從木乃伊表面的紋飾圖案可知組成這些紋飾

的有一部份是埃及文，埃及文屬象形文字有如圖

案，透過閱讀 2018 年翻譯出版之日本學者松本

彌著《古埃及象形文字自然風土篇》與《古埃及

象形文字日常生活篇》，可瞭解埃及文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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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學會一些埃及文字的辨識；此兩本書內容豐

富，以埃及文字為主線，涵蓋埃及的歷史、文化、

生活、信仰、自然、風土、星象等等，相當精彩。

另一本同樣為翻譯書籍，是義大利學者瑪莉

亞 • 卡美拉 • 貝特羅（Marilina Carmela Betrò）

所著《圖說古埃及象形文字》，2013 年出版之于

宥均譯本。此書亦是圖文並茂地呈現埃及文字符

號所代表的意義及埃及文字的用法等，與前書相

互參照，可有趣地發現不同背景的學者對於古埃

及文之考察與陳述的差異。

除了文字之外，想概括的瞭解埃及歷史，可

閱讀國內研究埃及的學者蒲慕州著《法老的國度：

古埃及文化史》。此書不若一般歷史書藉，描述

政權的遞嬗；而是從文化的角度深入帶領我們進

入埃及的歷史，整本書讀來一點都不生硬，引用

書信、考古證據等，藉由埃及人們生活的記錄勾

勒出歷史，深入淺出地呈現其所理解的埃及，讓

讀者們輕鬆簡單地在讀完一本書後領略埃及的面

貌。

之後大致整理下近年來關於埃及之出版品，

如：喬治 • 安格尼斯、毛里齊奧 • 瑞著、李倩

譯 2017《埃及古文明：揭開法老王稀世珍寶》

（再版）、吳駿聲 2016《法老王傳奇：埃及古文

明、神殿、木乃伊、撒哈拉、尼羅河神秘傳說

全導覽》、李常受 2015《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贖

與神居所的建造》、近藤二郎著、張秋明譯 2013

《圖解古埃及文明：這樣認識古埃及真有趣》、

近藤二郎監修、王美娟譯 2013《進入古埃及王

朝的世界：法老、木乃伊與金字塔的故事》、邢

豔 2012《神秘的能量：埃及金字塔之謎》、鍾怡

陽編著 2011《最好看的埃及神話故事》、邱竟竟

2011《千萬別去埃及》、趙立行 2011《古埃及的

智慧：太陽神智慧》、安潔拉 • 麥克唐納（Angela 

McDonald）著、黃正鋼譯 2011《生活在古埃及：

從大英博物館館藏看古埃及人的生活與他們的世

界》、世界歷史編委會編著 2009《一生一定要探

索的古埃及52個祕密》、金觀濤、王軍銜2009《悲

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Marco Zecchi

作、林妙冠譯 2008《阿布辛貝神廟：尼羅河畔的

埃及王朝》、池上正太作、王書銘譯 2008《埃及

神名事典》、MOOK 編輯室撰文、攝影 2006《埃

及一本就 GO!= Egypt》、提拉底提 (Francesco 

Tiradritti) 作、黃中憲譯 2005《古埃及藝術》、

邱建一 2003《古埃及藝術》……等書，其層面涵

概埃及自然、歷史、風土、旅遊、藝術、信仰等

等各面向的探討，閱讀了這些書將使我們認識那

遙遠的埃及，並進而勾勒對埃及的想像。

想像的埃及
接下來，繼續從閱讀小說作品的過程中，

進入埃及的世界；筆者讀過好看且耐人尋味的埃

及小說首推克里斯提昂 • 賈克著「拉美西斯五部

曲」，在讀的過程中，恍若成為書中人物、活在

埃及。

作者以其埃及學博士級教授之背景，細膩地

考據、描摹這古埃及君主的生平歷史、野史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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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以流暢、生動的文字帶領讀者既旁觀又

參與經歷這君王的一生，真的相當精彩且驚心動

魄。只要拿起書本開始閱讀，就完全不想停不下

來，這文字就像具有魔力般地深深吸引著讀者，

同時串起那由歷史事件交織而成的劇情，讓這遙

遠且偉大的歷史人物，藉由文字，平易近人又鮮

明地活在小說中為人們所知，同時豐富了千百萬

讀者的內心世界。

克里斯提昂 • 賈克所著的其他小說作品，還

有許多依舊是以埃及為背景，同樣精彩、耐看，

如：1999「埃及三部曲」、2008「光之石四部曲」、

2009「諸神的復仇（上）（下）」、2012「埃及

王朝」等等，逐一閱讀後，深深地感受到作者透

過作品，傳達其對埃及之瞭解與熱愛，每部作品

毫不重疊地一一顯現那想像卻又具有某種程度真

實的埃及，讓閱讀其作品的人們，將閱讀做為穿

越時空的最佳享受。

此外我們亦能從其他作者的著作，如：雷克 •

萊爾頓著「埃及守護神」系列、柯琳 • 霍克著「埃

及王子」系列……等，翱翔在埃及的想像世界中，

成為魔法師或和埃及王子談戀愛等等，透過閱讀

經歷那多樣的感受，也相當有趣。

結語
透過這些虛實相映的著作，每位讀者在閱讀

後皆可於心中建構其所理解的埃及之面貌，是神

祕？偉大？抑或是哀愁？對筆者來說，埃及的面

貌或許如同那金字塔，是永恆；文明雖然衰落了，

然其歷史文化的某些重要部分卻是永存的，讓後

世的人們無盡地遐想。

也因此關於埃及的主題閱讀，最後停在這本

非常特別的書：《入門：古埃及女祭司的靈魂旅

程》。作者娓娓道來其傳奇式的一生，如何「憶

起」前世於埃及的生活與所學習到的宇宙真理，

在書中對於永恆提到：一個有窮的生命，如何去

理解什麼是永恆不朽？那深遠的問句，即是靈魂

成長最佳的寫照。依此將所體會、經歷的：幾千

年前通過入門考驗，而後跌落、又過了千年，再

次尋回自己的過程，其內在心靈的鍛鍊與成長點

滴，完整地呈現在著作中，值得我們一而再，再

而三地仔細探究與思索，最後找到並理解那何謂

真實存在的永恆不朽，真的非常不可思議！這些

就是筆者透過閱讀關於埃及主題書所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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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出版 /10711/274 面 /21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452774/783

一位 14 歲的國中生，自組棒球隊，沒有隊員、球

棒、護具，也沒有教練和練習場地。經費必須完�

自主，究竟要如何達成夢想、組成球隊？成軍一

年半未能贏球，因為戰無不敗被稱為「學校的恥

辱」……，靠著不斷苦練，和不輸給任何人的熱愛

棒球之心，終於拿下首勝並前進黑豹旗全國高中棒

球大賽。即使跌跌撞撞也要往前邁進，來一場男子

漢的對決，感動無數人的追夢故事，重燃你我的熱

血棒球魂！（釀出版）

後山棒球夢
海星棒球隊的逐夢之旅

語
言

/

文
學

（明）梅膺祚 編纂

世界 /10709/14 冊 /24 公分 /2,8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605716/802

梅膺祚編纂，全書 14 冊，共收三萬餘字，採「正

俗兼收」原則，以保存民俗價值高而歷代字書未收

的漢字，並將許慎《說文解字》中的 540 個部首簡

化為 214 部，首創依筆畫多寡排列以便檢索與使

用。清代《正字通》、《康熙字典》即承襲此法，

奠定近代字書編纂基礎。原書為掃葉山房藏本，本

次出版在保存原書原樣的基礎上，盡力修整，並

於書前增加總目及部首索引，以便讀者檢索。（世

界）

字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