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lios 5v-6r  -  RaDaK语法论文，Sefer Mikhlol..  

着名的肯尼科特圣经是现存内容最丰富的中世纪西班牙手稿之一。完全是采用 

口传 圣经和 马索礼 经卷的手抄版 塞法迪犹太人 中世纪经文，装饰华丽，由

一个 摩洛哥 山羊皮材质盒子收纳，盒体六面采用 浮雕压花 饰面。 

这份藏于牛津 博德利图书馆的宝藏，以英国希伯来语学者 本杰明·肯尼科特（

1718-1783）的名字命名，其始终致力于希伯来圣经中的英国传统研究。肯尼科



特在工作期间有幸从 拉德克利夫图书馆 获得了这份手稿，并在1872年转交至

博德利图书馆。圣经经卷为传统 马索礼 经卷，经过精心制作、极富想象力的

装饰，彰显无比珍贵。历经235年，只有30位艺术史学家和学者有幸一睹真容，

圣经保存的完好程度更是令人为之惊叹。 

该手稿的历史始于1476年西班牙西北部的拉科鲁尼亚（Corunna），当时Don So

lomon de Braga的儿子Isaac委托著名抄写员Moses Ibn Zabara撰写 Tenach（

旧约）与拉比·大卫·吉姆奇的（RaDaK）语法论文 Sefer Mikhlol。 

Folio 9v-10r  - 创世纪开篇，Bereishit。 

Folios 442v-443r  - 动物们竭力捍卫它们的城堡  

在圣经经卷的结尾绵长的 末页上，摩西伊本扎巴拉记载道，他于周三，即在创

世纪5236年（1476年7月24日）后 AV 月的第三天，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的

拉科鲁尼亚镇完成了编撰。他说，他独自负责圣经全部二十四本书的修撰：抄

录并添加了发声标记，撰写了所有的 马索礼经卷，最后依据正确的圣经进行校

对，并对撰写的经卷进行了修正。 



Folios 184v-185r  - 

大卫国王被描绘为俱乐部之王，可能是源自一套名为 妇女权力大师的西班牙扑克牌。 

1492年，在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被执行 驱逐 前近2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频频

遭受到来自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侵扰，借由投资制作内容准确制作精美的圣经

，这份手稿充分展示了犹太社区对其遗产永存的重要性。 

Folios 120v-121r  - 描绘犹大守卫 灯台 狮子和圣所的锦页。 

Folios 317v-318r  - 在对开页面上用几何交织的图案书写的赞美诗..

...   



从一开始，手稿就被计划打造成为一件非凡作品。922页圣经中有238页采用鲜

亮的色彩、抛光金 和银叶装饰。在手稿末尾的独特声明中，犹太艺术家Joseph 

Ibn Hayyim执笔撰写了自己的作品 版权页。 

高度风格化的人物 ，在抽象渲染中带来几乎现代感的呈现，以其丰富的色彩和

多样的构图令人倍感赏心悦目。在这位艺术家版权页中融入的 兽形 和 拟人化 

字符，更是他丰富想象力的最好体现。 

Folio 305r  -  约拿被鱼吞食 

约瑟夫·伊本·海伊姆（Joseph Ibn Hayyim）以其独特的风格创作了一部非凡杰

作。大卫王加冕，约拿被一条鱼吞没，或巴兰作为占星家占卜 星盘，这些都被

肯尼科特圣经收录作为文字插图。甚至 RaDaK的 语法论文 Sefer Mikhlol 并

未作为严肃文字进行复述，而是在装饰华丽的 连拱 页面中撰写，并置于圣经

的开头和结尾，可能是因为手稿是受托为年轻的艾萨克所编写，希望可以鼓励

他的兴趣。 

原稿仍然存放在极具当代风格的 摩洛哥 盒封，采用 浮雕模压 与类似于精致

多彩的图案装饰 锦页 ，其将圣经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摩西五经、先知 和 圣

录。 



整个手稿的制作，从编写 羊皮纸 到最终封装阶段，见证了抄写员、装饰匠和

赞助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塞西尔·罗斯认为肯尼科特圣经是“中世纪西班牙犹太艺术的杰作......”和“

现存最精美的希伯来文手稿之一”。 

  

传真 

Folios 438v-439r。  

引言 

作为一份美轮美含的精装版本，经过五年半的制作，肯尼科特圣经经卷得到了

已故 大卫帕特森的启发和热情支持，受到众多图书馆的赞誉，包括博德利图书

馆 （见信），被誉为品质最为卓越的精装本。其中一部分是源于妥善保存的原

始手稿，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经卷再编撰过程中各个阶段对完美品质的不懈

追求。 

拍摄 

对开页6r的细节彰显手稿的丰富色彩。  



在重修开始之前，必须对手稿进行拍照，这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因为不允

许对手稿进行拆解，并且一侧盒封装订使得 大幅面 相机难以介入操作。尽管

如此，博德利图书馆的摄影部门克服了这些看似无法克服的问题，对盒封装订

手稿拍摄制作了系列精美的照片（采用特制胶片）。 

分色和打样 

为了能让艺术家在一平方英寸的设计空间内应用多达24种不同颜色，采用计算

机控制激光扫描仪进行第一种 颜色 分离。随后将印刷 样张 与原始手稿进行

比较，通过米兰的分色器手动校正对样张进行调整。为了在印刷前获得完美的

色彩保真度，制作了多达四套样张并与牛津原版进行了比较。为了在印刷过程

中确保并保持细节的质量和准确性，Linda和Michael Falter常驻印刷工厂，并

在印刷过程中亲自检查每张印刷书页的质量。 

纸张 

不满足于单纯重现  羊皮纸外观质感，针对原版对开页纸张进行了研究，并测

量了它们的厚度、重量和不透明度。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造纸厂之一受托生产

一种具有独特透明度、外观和羊皮纸质感的纸张，前后花费近一年多的时间才

开发成功。纸张外观和质感与真实羊皮纸非常接近，以至于许多专家认为它就

是真正的原版纸张！ 

Linda Falter常驻印刷厂...   

印刷 



精装版印制委托给意大利的一家公司，这里几代人都沿用Master Printer的印

刷工艺。在Luigi Canton的指导下，Grafiche Milani将手稿重印视为一项超级

挑战，整个团队都将竭力只为呈现一本无与伦比的完美书册。他们的独创性、

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确保了完美再现极致精美的金银色彩，以及数百个装饰页

面细腻而鲜亮的色彩呈现。大量工艺和材料的非凡组合运用，营造出卓越的视

觉效果。 

鎏金 

再现原版金银书页堪称是一项重大挑战，最终由七位工匠连续工作四个月得以

达成，每一处装饰均为手工匠心制作。 

其中一张精装书页叶中有一个小孔。  

孔 

抄写员会购买最优质的羊皮纸，但有时羊皮上会存在孔洞。羊皮纸的成本很高

，抄写员不能随意丢弃，所以他会在经卷中小心的予以限定。精装页面上的小

孔切割方式与原版手稿中的位置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印刷不仅在页面的每一面

都有着完美的内容记录，而且纸张两面的打印必须以完美的相对精度定位，以

便在切割孔时不会对文字内容造成损坏。 



华丽的精装盒封装订......   

装订 

使用装订器精确复制原稿的装订并不容易。全部六个表上的精细压花 ，这一风

格样式极为罕见 ，目前所知的只有六面盒封装订，但正是这种装订方式让手稿

得以保存逾500年之久。 

为手工打造 黄铜模具 用于在柔软的 摩洛哥羊皮上压花，Master装订师著名的

Angelo Recalcati米兰工作室经过耗时且成本高昂的工艺过程，细致还原了盒

封的细节设计。 



内侧前后盖的装饰镂空贴纸。  

为了再现内侧前后封面的镂空贴片装饰不遗余力，两侧封面都在精细镂空的交

织带下进行着色。装订后，在每片叶子的边缘镀以23克拉金。 

展示 

精装版本和注解经卷一同在布置优雅的展示柜中进行展示。 

素压印精装编号。  

版 

该版本严格限定为500个编号和50份 个人定制 本。每本都附有一张经博德利图

书馆鉴证的证书，确认精装版编号和规格。每个精装版本编号采用小号钢模在

后封面内侧印制精细的永久性 素压印 。 



在精装版本印制完毕后，按照 哈拉卡律法 要求将印版xi销毁，从而确保每份

卷册的巨大投资价值。肯尼科特圣经的出版标志着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受

到热烈的新闻评论和世界各地出版物的标题社论的欢迎，可在本网站 新闻栏目 

中查阅部分文章。 

注解卷 

耶路撒冷与犹太艺术中心的创始人 Bezalel Narkiss教授，与机构时任董事 Al

iza Cohen-Mushlin博士，为了该精装版本专门对肯尼科特圣经和装饰工艺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注解卷第34-35页。 

注解卷内容： 



位于 肯尼科特 圣经一侧的注解卷。  

1. 第一部肯尼科特圣经 

2. 抄写员和手稿的编撰 

3. 手稿和插图的装饰 

4. 约瑟夫·伊本·海伊姆艺术的插图资源 

5. 艺术家和他的作品 

6. 肯尼科特圣经的盒封装订 

7. 赞助人和他的时代 

8. 参考书目 

涉及手稿实物描述的介绍，讲述其创作和编撰故事。对插图的风格和来源进行

研究，借由专门章节对约瑟夫·伊本·海伊姆的独特艺术性进行了论述，阐述了

他与西班牙古代和当代艺术的联系。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通过专家的深入剖析，加深外行

人和学者们对肯尼科特圣经的理解。 



注解卷涵盖多个比较材料的附加说明，并以与精装版相同规格单独成卷。堪称

是最精美的 摩洛哥 版圣经。这两卷在一个展示组合礼盒中封装。 

规范 

 

手稿学 

o 922页，238页金色和银色装饰 

o 24 标准 书册标题 

o 49 律法书片段 鎏金标题搭配不同颜色的 兽形 图形 

o 27张丰富装饰的 连拱 页中记载了Sefer Mikhlol经卷 

o 9页满幅装饰的 锦页 

o 150 赞美诗标题，采用鎏金和鎏银编号 

o 页面尺寸320 x 262 x 100毫米（12½“x 10⅓“x 4”） 

 

纸张 

o 精装版专属定制 

o 中性 pH值，160gsm，植物羊皮纸 纸张 

o 不透明度、质感和厚度几乎与原稿相同。 

 

颜色分离和打样 

o 激光扫描和专业手动校正 

o 通过与牛津原版的不断比较，达成完美配色 

o 每一页多达四套  样张 



 

印刷 

o 胶板印刷 十一种颜色 

o 出版商全程监督每一页印制。 

 

鎏金 

o 每一处装饰都采用手工涂抹金银箔，经由七个工匠历时四个月完成 

 

装订 

o 采用特制纸板，经优质意大利产 摩洛哥 山羊皮盒封装订 

o 所有六面的几何图案均采用手工打造 模板压制 

o 精装版边缘镀23克拉金箔 

 

展示 

o 精装版本和注解经卷一同布置在饰有天鹅绒里衬的展盒中进行展示。 

 

版 

o 严格限定为550册 

o 500册编号1-500 

o 50份 个性定制 册编号为I  -  L. 

o 每卷均使用小钢模在皮革装订内手工精细压印编号 

o 每卷都附有编号证书，上面印有 博德利图书馆 印章 

o 印版销毁（依据 哈拉卡律法 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