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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每日生活用品～印刷品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接觸各式各樣的印刷品喔！

隨手翻翻桌上的報紙、書包裡裝滿了今天要上課的書、客廳桌上的信件廣告單與雜誌、
街道上的海報、布條等，這些都是印刷的產品！甚至我們想自己印報告、影印身分證，都相
當容易，只要一台印表機或超商的影印機就搞定啦。

不過啊，看起來再平凡不過的印刷品在以前科技沒那麼發達的年代，可是相當珍貴的。

印刷術發明以前，我們的手就是一台人肉影印機，一個字一個字的抄寫，相當費時費力
又容易抄錯。

《東方活版印刷，打開現代印刷術大門》
漢代蔡倫造紙是中國印刷技術發展的重要關

鍵，在隋唐時代發展出了雕版印刷，一直到宋代
（約西元 1040 年）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
這才有了可重複使用的文字和更快速的印刷技
術。

真正實用的技術是不會被埋沒的，印刷術就
是這種隨著時代持續演進的技術。元朝王禎用木
活字改良了膠泥活字不夠堅固的缺點，而且還發
明了一個直徑約七尺轉輪排字盤，讓選字的工作
可以更輕鬆。

不過，既然是木做的活字，還是容易磨損，
那就用金屬來做吧！其實金屬活字的出現比王禎
的木活字還要早一些，宋朝時在銅板刻上要印成
鈔票的圖案，版面上留有四個金屬活字孔用來印紙幣編號（紙鈔編碼的概念從那麼早以前就
有囉！）。這是使用少量金屬活字的開始，一直到明孝宗弘治三年（約西元 1490 年），江
蘇無錫印書家華隧，運用銅活字印了上千卷的書籍。目前在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宋諸臣奏
議》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金屬活字印刷品，由華燧用銅活字印出。

從西元 1500 年以後，就陸續出現許多以全金屬印製的印刷品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間，
也有大量金屬活字印刷，像是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就由官方製造了 25 萬個銅活字印
出印 66 套《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內容文字數量高達 1.6 億字呢！

 ○王禎著作的《農書》裡所繪的印刷活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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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活版印刷，加速現代印刷術發展》
歐洲有豐富的歷史文化，是西方文明重要的發源地。要

了解歐洲是如何將文化知識以文字大量傳遞的關鍵，就不得
不講到大約西元 1440 年左右，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將當時歐洲已經
存在的多項印刷技術整合在一起，印刷技術從此有了革命性
的突破。

他利用鉛、錫、銻三種金屬的合金，做成高強度的金屬
活字，同時也發明了脂肪性油墨與印刷機，他所設計的完整
印刷系統不僅大幅度提昇印刷品質與速度還降低了成本。

古騰堡的印刷技術在西元 1463 年傳入義大利、1479
年傳入法國、1476 年進入英國。差不多到了 1500 年時，
就已經傳遍了歐洲大大小小的商業中心，可以說印刷正式工
業化了。

在古騰堡印刷術發明後的 50 年
內，歐洲用這種新印刷方法就印製
了三萬多種印刷物，共約 1200 多萬
份印刷品。這番成就讓現代的德國
國民推崇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之一。

古騰堡最著名的印刷成品，當
推《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亦稱四十二行聖經），目前
世界上已知尚存 22 個完整版本，每
一本都價值連城。其中一本古騰堡
聖經就收藏在哈佛大學的威德納圖
書館 （Widener Library）。

○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第五十二卷具茨山部

○約翰尼斯·古騰堡畫像

○古騰堡聖經照片 -photo by NYC Wanderer (Kevin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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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時光機吧~》
以上是活版印刷術在東西方重要的發展歷史簡介，在國家交流日漸頻繁後，印刷術也有

顯著的進步。接下來，我們就來認識一下，究竟什麼是活版印刷？活字是怎麼做出來的？那
麼多的字要怎麼排成文章？以及要怎麼印刷才會快？

生活在電腦時代的我們，來看看上個世代傳遞文化與知識的重要技術吧！ 

〔也想知道…〕
＊

雖然中國很早就有活字印刷的技術出現，但事實上，一直到清代，雕版印刷還是最主要
的印刷方式。為什麼呢？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原因：
1、漢字相對於英文字母而言，數量大很多，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二十多種字模就可以了，但

每個漢字都做成字模則需要數千個。兩相比較，漢字活字製作成本相當高。
2、墨水是印刷的關鍵。寫過書法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墨水真的很『水』，用金屬活字很難均

勻的沾上墨水，所以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印刷還是用木字版，但木頭會吸水膨脹不耐用，
就算用木字活版方式也不方便。而西方人針對墨水進行改良，使用油性墨水，讓印刷更
順暢、品質也更為優良。

＊
想了解完整的印刷技術發展歷史，可以參考維基百科詳細的介紹：
活字印刷術（http://zh.wikipedia.org/wiki/ 活字印刷术）

http://zh.wikipedia.org/wiki/活字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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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書裡的字「活」躍著！那是屬於爺爺的美感

臺灣光復以後，活版印刷逐漸成為主流的印刷技術。大家在一些懷舊電影，或是圖書館
資料室裡那些年代久遠的舊報紙應該都能看到當時以活字排版印刷的印刷品，文字呈現的感
覺是不是和我們現在常見的印刷品有相當大的不同呢！

《感受一下活字的溫暖與生命力~》
有些長輩會說：「我覺得以前報紙、書上的文字比較好看。」

咦？不都是字？線條筆劃都沒改變過，看得出來好不好看嗎？其實，就跟我們用電腦打
字時，會去挑『字型』的意思是一樣的。長輩說好看的意思，就是指他們覺得以前的『字型』
比現在常用的『字型』好看啦！

下面這張圖，上半部是活字印刷的字型，下半部是我們常見的標楷體，仔細看看，有哪
裡不同？

○活字與標楷體的字體具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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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發覺，活字的字體比較有書法的感覺，而標楷體這種電腦字型就比較制式。沒有
錯，以前的活字就是先用毛筆寫出來，再雕成字模，接著灌入融化的鉛液做所出來的。所以
寫這些文字時，必須考慮到單一文字的布局以及整篇文章看起來的協調性。

其實活字也有許多變化，不同人寫出來的字，雕出來的字模當然就不同啦！就連筆劃也
會略有差異，例如「勇」這個字，文字中間的「用」有些人就覺得寫成「田」會比較好看。
但是後來政府制定了文字的書寫標準，加上教科書、官方文書必須統一文字樣式，活字在字
體自由度就受到了相當的限制。

但也因為這樣的規格要求，後來文字的設計更為精細了，大家開始考慮每個文字上相同
的轉角、勾勒是不是都要一樣，這樣的想法便成為我們現代造字的準則。

《文字的觸感，值得細細品味》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文字是什麼樣的觸感！現在印刷技術精良，強烈要求紙張的平整與油

墨的細緻度。所以我們的印象中，文字跟紙是一體的，平滑的。

活字印刷品就不同了，因為壓印的關係，在平整中有著凹凸的獨特觸感，你會感覺到文
字有細微的凹陷，文字邊緣則相對的浮起。

強烈一點，就像是我們在節慶卡片、婚帖上常見的浮雕文字，製作原理是一樣的。

○注意墨的四個點在活字的呈現上各有不同；文字轉折處，
活字依據字體不同，呈現的效果也都不一樣。而標楷體因為比
較一致性，所以顯得呆板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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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使用活版印刷的書籍，透過觸摸可以明顯感覺到文字是凹進紙裡的。

○活版也是凸版印刷的一種，鉛字是凸出來的，壓印到紙張上，讓印出來的字呈
現凹陷的狀態。可以依據不同需要，製作深度不同的文字效果。



第  10  頁

活版印刷    鉛形塑的年代

§第三單元§
一本書的故事─印刷小學徒

要印文件嗎？打開電腦檔案，確定是這份要印喔？按下「列印」印表機就一張一張印好
啦！真是輕鬆愉快呢！

以前沒有電腦要怎麼印東西呢？活版印刷要經過哪些流程、使用哪些器具才能印出那些
印刷品？讓我們先來初步認識活版印刷的過程吧！

《活版印刷流程初體驗》
基本流程有：鑄字→檢字→排版→印刷。

大家看完以上的步驟，是不是對於印刷有了初步的認識？原來要把一頁裡所有的字排成
一個版，再用這個版來印東西啊！

○使用鑄字機來鑄字。 ○從字架上取出需要的鉛字稱為檢字。

○在排版桌上排出需要的印刷用版面。 ○把活版固定在印刷機上進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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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透過下面這部影片，快速的幫大家把活版印刷製作慨念建構得更清楚一點，這
些畫面我們在現代很難再親身體驗了，相當珍貴喔！一起來看看吧 ~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在電腦時代的我們真的太幸福了，不用一個字一個字做出來，也不要盯著字架挑字挑到
眼花，更不用費時費力去排版，也不必被油墨弄髒手，就可以印出一頁頁精美、色彩繽紛的
的印刷品了！

〔也想知道〕
即使是現代，活版印刷並非完全消失，而是以文創、藝術與文化保存的方式繼續存在著。

香港歌手黃耀明的粉絲前幾年製作了一部 MV，全部的鏡頭都是活版印刷機器運作的畫
面，搭配上歌曲，相當耐人尋味，連黃耀明官方 FB 也推薦。活版印刷用現代的角度詮釋，
也可以很流行、很時尚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81tfXp_d7c

（影片將連結至 Youtube，版權所有，影片若移除，可於 Youtube 自行搜尋。）

https://youtu.be/ktfcQYUslZs?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81tfXp_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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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字」的重量─鑄字

答、答、答，輕輕敲打鍵盤，文字就這麼一個個的浮現了。要多少字就打多少，用複製
的更方便。

相較於我們習慣的數位輸入，以前沒有電腦的時代，使用活版印刷技術要印出一本書，
就要先製做出足夠的活字。這個單元，將介紹「鑄字」的詳細程序，讓我們瞭解鉛字是如何
從無到有。

《活字誕生》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要如何做出一個金屬活字吧！
1、準備好每個字所需要的銅模，有了這個模子，才能讓鉛金屬塑型，就好比我們在做

的石膏模型一樣，把石膏倒入一個已經刻有圖案的盒子裡，等凝固了，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
啦！

2、把銅模裝在鑄字機上並且固定好。

3、把鉛金屬塊倒入鑄字機，並加熱到大約攝氏 300~350 度，讓固體的鉛熔化成為液體。

4、為了讓機器運作流暢，要在主要關節軸承的地方補充一點潤滑油。

5、啟動鑄字機，熔化的鉛液沿著管線流入銅模裡，塑型成文字後快速冷卻。這就是一
個的鉛字了。

6、最後，將同一個銅模所做出來的字整理好，放在字盒裡，等補字員拿去放在字架上
歸類囉！

以下是鑄字過程的動畫以及珍貴的歷史影片，藉由動態的影片加深大家對於鑄字流程的
印象，一起來欣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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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字動畫影片：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手動鑄字影片：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https://youtu.be/iqRaR-MMrBU?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qFXxmVvX0&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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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鑄字影片：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手上代表知識的重量》
做好的鉛字拿在手上感覺還滿輕的，大約只有幾公克而已。但是，我們知道一篇文章是

由好多個字所組成，因此，當完整的一頁文章排出來，需要幾十個甚至是上百個字，那重量
可就是幾”公斤”了，不費點力氣可是搬不動的呢！就如同無形的知識也有著相當的份量！

〔也想知道〕
＊

認識了鉛字的製作過程，您是否也想瞭解銅模是怎麼做來的？前一個單元有介紹，文字
是由專人寫的，寫出來的這個字，就用它先做成鋅凹版，接下來將鋅凹版與切割好的銅塊放
在「銅模雕刻機」上，利用雕刻機的下方的描繪工具沿著鋅凹版的筆畫順序移動，牽引上方
的金屬鑽頭在銅塊上刻出凹陷的文字字體。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開放式典藏庫有更詳細的介紹：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0/OpenStorage/MonthStar3.aspx

○鋅凹版是雕刻銅模的字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602WMMN5A&index=4&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0/OpenStorage/MonthStar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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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銅膜雕刻的實際操作影片：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
特殊字怎麼辦？
如果遇到特別的字體，字架上遍尋不著，這時候就可以將字拆開來，在其他現有的鉛字

中找到對應的部份，用機器切割，組合成一個新的鉛字。例如「叻」這個字就可以取「啞」
的”口”字邊和「助」的”力”字邊，組合成一個臨時的新鉛字喔！

○有了銅模就可以製作鉛字了。

https://youtu.be/xAC-qAM56qM?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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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古早味的Office~ 一起來排版吧！

設定一下邊界，調整一下文字，分頁的地方也弄好，再把頁碼加一下。這邊補一個字，
那邊斷行改一下，OK，完美，列印吧！

用 Office 或是 InDesign 這類的排版軟體對現代人而言，真的是無比方便，每個人都可
以輕鬆排出想列印的畫面，不管是字體大小、圖片、顏色，都毫無障礙，輕鬆完成。

那麼，活版印刷要完成這些程序又該如何進行呢？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當年的細膩工法 ~

《排版前，先檢字囉！》
「檢字」，就是將要用在一頁文章上所有的

字找齊，鉛字就放在字架上，依據部首分類把
字集中，經常用到的鉛字（例如你、我、他…等）
就獨立起來放在方便取得的同一區。檢字的工
作要求快速、正確，所以訓練有素的檢字員手
腳都相當俐落，不一會兒，要用的活字就都在
字盒裡了。

檢字的工作有以下幾個基本要領：
1、按照原稿將鉛字從字架上挑選出來。

2、把鉛字按照語句順序在字盒裡排列好。

3、蒐集好一部分的字後，為了避免滑落、
弄亂，用俗稱「菜刀」的固定器將它們暫時固
定。

4、檢完的字或是蒐集滿一盒的鉛字用棉線
綑綁固定起來，準備交給排版師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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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檢字的實際工作情形：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把字排成一個版吧！》
排版其實跟我們在電腦上排列文字的概念差不多，有行、列的分別，也需要注意空行、

邊界、行間距、每頁的字數等等。如果排錯或少了一個字，之後的字就得重排了！因此，排
版師傅要格外謹慎才行。

○這是排版的桌檯，活字排版就是使用桌面與架上各
種工具排出來的。

○以前的教室日誌說明就是這樣的一個版印出來的
喔！

https://youtu.be/VrEyLszaYIY?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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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活字要如何排成一個活版：
1、先將檢好的鉛字放進字盒再解開棉線。

2、小心的將排列好的鉛字取出來，放到排版台上。依照版面大小將字整齊排好，並用
鉛塊、金屬片或木條調整行距與字距。

3、排版完成後，用棉線加以固定，並用鑷子做細部調整。

4、把排好的版放到打樣機上，在鉛版上頭上墨。

5、把紙平鋪在鉛版上，轉動打樣機的滾輪，印出樣品。

我們準備了一段排版影片，一起來看看實際的流程是如何進行的：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https://youtu.be/qAOr-jwyFL8?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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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校稿與檢視樣式，在大量印刷之前，都會先印個樣品，方便校對，如果有錯誤
的話，就需要重排修正直到沒有問題為止。

現在就透過影片，來看看打樣的完整過程：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從檢字到排版，大家是否有了初步的認識？了解到活版印刷所需要的人力、時間與細膩
的心思。全部的作業人員都是經年累月的訓練、實作，才能以最快的速度達成顧客的要求，
準時交件。

 

《遊戲時間，挑戰排版》
我們準備了一個排版小遊戲讓大家試試自己的反應

力。
一起來挑戰吧！

（點選圖片或點這裡即可開啟遊戲，遊戲執行需連結網路，記得
將網路打開喔！）

《圖片的印刷－照相製版》
不單是文字，圖片也可以印刷，要印製圖片需要先取得圖片的版，這就是照相製版技術

了！
1、先用製版照相機將原稿的圖文內容製作成製版專用的負片。

2、準備鋅版，併將它平放在工作檯上。

https://youtu.be/T8dnhNUmirE?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http://www.nstm.gov.tw/game/g03/


http://www.nstm.gov.tw/game/g03/


第  20  頁

活版印刷    鉛形塑的年代

3、將感光劑均勻塗抹於鋅版上。塗抹完成後，把圖文負片貼在塗有感光層膜的鋅版上
方，進行圖文的轉印。

4、確認負片與鋅版相疊合後，把鋅版進行『曝光』晒製。

5、透過鋅版『顯影』、『堅膜』的處理，讓圖文完整轉印到鋅版上。接下來要浸泡藥
水定影後續再進行洗版。

6、使用高溫來烘烤鋅版。

7、使用特殊的化學藥劑來腐蝕鋅版版面，會把不需要的空白處腐蝕凹陷，而得到一個
與圖文高於版平面的金屬凸版。

這就是照相製版，鋅凸版的製作過程，完成後再打樣，印一張來看看品質如何。您也可
以點選以下影片，藉由影片，將會更熟悉這套製做工法：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也想知道〕
從前從事印刷業的師傅、員工可是很有前途的。早上穿西裝上班，下班就去舞廳唱歌、

跳舞。有時候接案量大，有時就連除夕當天都得加班趕工做年節用的印刷品呢！所以當年有
句話說「那嫁印版工，沒吃聞也香。」

可見在活版印刷的黃金年代，做這行的人走路都有風。

https://youtu.be/T01RMrbBNL8?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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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
要「印」還要「刷」？

印刷與紙型

拿到排版完成的樣張，經過校稿確認後，便可以進行正式印刷的工作流程了。

一本書那麼多頁，就要排那麼多個活版嗎？

是的，就算是現代，要快速、大量的印刷可不是用印表機或影印機去印，也要透過電腦
製版，用那個”版”搭配印刷機器來印才能符合出版社的需要。

《印刷機，啟動~》
印刷機開始運轉，無論是以前還是現代，聲音都很大！我們馬上來看看活版的「印刷」

流程是如何進行的。

1、將排好的鉛字版放到印刷機上。

2、用木條將鉛字版固定好，確認穩固後拆掉棉線。

3、因為版面大小不同，比較小的版就需要再用木條填補空出來的間隙。

4、選擇這個版所要使用的油墨顏色。

5、把油墨倒進油墨槽，並使其分布均勻。

6、打開印刷機開關，開始送紙。

7、印刷的同時檢查成品是否有不清晰的地方，再黏貼紙片增加該處的壓力，讓顏色均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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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來看看實際的操作影片吧：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印刷機持續轉動，直到頁面印完為止。

這就是用活字排成鉛版印刷的過程。接下來就可以把印好的紙送去裝訂了！

或許有人會問，這些鉛版印完後，要保留著以後再印嗎？如果書籍暢銷，才可以追加個
二版、三版嘛。

印刷用的版的確需要保存，尤其是知
名作家的書，再版機會很大，可不能重新
再排一次，那真是費時又費力啊！

不過，鉛版體積大、重量不輕，而且
又不是很牢固，一個不小心，所有鉛字就
散開來了！

要保存鉛版就需要仰賴「紙型」啦！

顧名思義，是用紙來做的模子。接著
我們就來講解「紙型」的製作方式。

《複製鉛版，再版印刷沒問題》
紙型是用一種特殊的紙（現在已經不生產這種紙了）一張一張不斷壓在鉛版上，經過拍

○每個版都需要空間存放，也容易因為搬移或棉線鬆脫
而讓活字分離，圖片下方的活版就發生這樣的狀況。

https://youtu.be/ZVuE-IAFXsc?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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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讓紙塑型，再用紙模機加壓讓活版上的鉛字
與紙完全密合成為一個紙模。下次要再印刷
時，只要在紙型上注入鉛合金溶液，就可以製
做出一塊印刷用的鉛版了。

紙型可是出版社重要的資產呢！因為是紙做的，所以還是很脆弱且怕水，通常會被要求
妥善保存。

以下的動畫說明了紙型的製作方式：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紙型的細部就像用活版強力壓印一張厚紙，在紙
上留下完整的凹字。

https://youtu.be/XRCYzXAmZBA?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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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張做成的紙型，儘管可以用來重製鉛版，但畢竟是紙的材質，使用的次數有限，製
做太多次鉛版的話，印出來的字就會模糊。

〔也想知道…〕
了解了當年活版排版與印刷的方式，對於這的「版」也有了相當的認識。那麼現代呢？

大量印刷一次上千、上萬本的印，當然不能用印表機來做，就算是雷射的，也很耗損光鼓和
碳粉，成本太高。

一樣是製版，現在以自動化處理：第一個步驟是用電腦做好文件。第二個步驟是輸入「直
接製版機」（CTP），利用紅外線與紫外線在特殊的材質上成像。幾分鐘後，一張薄薄的版
就完成啦！

*CTP Wiki：http://zh.wikipedia.org/wiki/ 直接制版机
* 彩色印刷：http://zh.wikipedia.org/wiki/ 彩色印刷

http://zh.wikipedia.org/wiki/直接制版机
http://zh.wikipedia.org/wiki/彩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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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字不夠用了！來去「風行鑄字社」買字！

看完以上的單元，有沒有注意到，鑄字、排版印刷、紙型、裝訂是分開在不同地方完成
的。

當排版的字不夠用，或是鉛字用久了產生耗損時，就要到鑄字行買新的鉛字了！以前有
一些知名、大型的鑄字行，像是：「中南行」、「普文」、「協盛」、「風行」等，每一家
所鑄的字體都不相同，而且當年做生意非常競爭，誰也不讓誰。

 

《風行正楷開始盛行》
最早，臺灣所使用的活字多是日治時代

留下來的楷書字，字體是用描繪、畫的，並
非真的用毛筆寫出來再製成銅模，所以看起
來有些呆板。直到 1949 年以後，許鴻章先
生由廈門渡海來臺所開設了「風行鑄字社」，
他們的上海字，稱為「風行體」，這種字體
因為點、捺、勾處，力道十足，字型優美，
且充份保有書法的筆劃與結構，於是快速的
成為當時業界普遍認為最好的字體。

1949 到 1968 年，風行鑄字社營運的期
間裡，由於鑄字都是手工的，趕不上顧客購
買的速度，所以店門口經常是滿滿的客人，
人多到甚至有小販跑來擺攤賣東西呢！跟現
代的我們參觀或購買熱門商品大排長龍的盛
況有異曲同工之妙！

○風行鑄字社的鉛字。鉛字內刻上”風行”兩字用
於辨識鑄字的廠商。

○風行鑄字社創辦人許鴻璋先生及其夫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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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鴻章（畫面右）家族（前排）與員工（後排）合影。

○當年屋內擺設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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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訪風行鑄字社第二代的影片，認識風行字體的特色與鑄字行當年的盛況：

如果無法閱讀影片，請按此連結

○風行鑄字社用來製作鉛字的珍貴銅模。 ○存放銅模的櫃子。

https://youtu.be/uhh5b3ONudQ?list=PLAewwjFffm9wZgSzJGHFzYPruT7z7O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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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年的著作權概念並不普及，許多鑄字行紛紛複製風行的正楷字體，加上風行就只
有一種字體，想要排版多一些變化，就得再到其他家去購買，並不方便，生意於是開始走下
坡，在 1968 年時正式歇業。

 

《中南鑄字翻身崛起》
創立於 1928 年的中南鑄字廠也是當時知名的鑄

字行，在第二代朱老闆接手經營後，開始思索正體中
文楷書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也認為一昧的複製實在不
妥，於是他採用了風行字的優點，重新整修了一套新
的楷書，製做成鋅版，再送到日本雕刻成銅模。

負責雕刻的日本公司看到這套字，非常中意，開
出免費幫他雕刻並以複製一套字體稿留存在日本為條
件。當時一套銅模造價要 300 萬臺幣呢！可是朱老闆
並沒答應。

後來中南靠著這套字，加上擁有全臺首部電動鑄
字機，生產速度快，又可以買到不同字體，便躍升為
臺灣最大的鑄字行了。

《日星又新，以文創延續活字未來》
和大家一起走過臺灣活版印刷輝煌年代的「日星」，是現在全臺唯一持續經營的地方。

老闆張介冠先生看著這個行業盛行與脈絡，一心想把活版印刷的文化傳承下去，於是成立了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讓日星鑄字行結合文創觀光，得以持續。

雖然時代與科技的進步，讓印刷的生態有的大幅度的變遷，活版印刷的沒落也是不可逆
的事實，但即使是科技發達的現代，日星的存在卻吸引了許多志工的投入，努力維持臺灣活
版印刷的生命，也一同見證了印刷的歷史與鉛字文化的發展。

○電動鑄字機照片。

○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先生（中）與科工館研究人
員合影。

○日星鑄字行的鉛字與字架依然持續的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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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活版印刷也有濃厚的興趣，不
妨走一趟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上的「日星鑄字
行」，體驗鉛字與油墨的美麗邂逅。

先上日星 Facebook 了解更多細節：
https://www.facebook.com/

rixingtypefoundry

〔也想知道…〕
臺灣官方單位也意識到活版印刷文化是臺灣印刷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環，於是由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與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合作，黃俊夫博士主持，在 2011 年完成「正體中
文正楷銅模及其字體數位典藏計畫」，將風行鑄字社後代所捐贈的銅模重新鑄成鉛字並以數
位方式保存。並訪談多位當年的印刷從業人員、拍攝各式文物，典藏這段台灣珍貴的文化歷
史。

您可以進入以下網頁認識更多詳細的活版印刷數位典藏資訊：
＊字體與銅模資訊：http://iht.nstm.gov.tw/index.asp
＊風行一時，日星又新：http://content.teldap.tw/index/blog/?p=3103

○櫃中存放著許多珍貴的銅模。

https://www.facebook.com/rixingtypefoundry
https://www.facebook.com/rixingtypefoundry
http://iht.nstm.gov.tw/index.asp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blog/?p=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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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與文字的緣分～

臺灣活版印刷產業演變史

《扎根發展之時》
印刷術的發展，和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具有深度的關聯。往前推溯到臺灣的日治時

期，在日本的統治下，臺灣也完成了許多基礎建設，世局相對穩定時，社會上各種產業就能
順利的發展，印刷術也是其中之一。

1930~1949 年臺灣的出版產業相當發達，雖然大部分的印刷業由日本人控制，以官廳、
新聞出版品和雜誌為大宗，但臺灣人也可以從事少量民間印件的事務。

1940 年以後，日本在國際戰爭地位處於劣勢，臺灣幾間比較大的印刷廠合併成立了「戰
時印刷統制會社」，也就是現在已經裁併之國防部印刷廠的前身。也就是在日本統治的後期，
慢慢有許多台灣人投入了印刷這個產業。

1945 年前後，正處臺灣光復時期，活版印刷大量盛行，教科書開始使用活版技術印製，
後來因為需求量日益擴大，於是開始以紙型鉛版來印製這些書籍。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本雜誌
「新新」就是用活版印刷混和中、日文所印製的。

《蓬勃與躍進》
1949 年，國民政府搬遷來臺，在推廣教育普及與教課書精編精印的要求下，從 1950

開始，臺灣的活版印刷開始邁向繁榮時代。

初期，印刷廠使用的機器相對於外國印刷業而言，實屬落後，效能不佳且常出問題。

1953 年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希望能扶持印刷產業發展，在調查全台印刷
業狀況後，在 1955 年向美援會、美國國際安全總署台北分屬提出「彩色製版印刷計畫書」，
協助印刷廠向美國小額貸款購買新的活版印刷機器。往後幾年，市場上活版、凸版與平版印
刷並進，所佔比率也個有消長。

1971 年以前，活版印刷依然處於這項產業的黃金時期，前幾個單元所提到的鑄字行、
印刷行都是在當時赫赫有名的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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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更迭的時代趨勢》
活版印刷的發展從鉛字到紙型，紙型提

供了印刷品再版的技術，不過相對於打字排
版，打字運用於再版的功能則更加便利了。

1970 年代開始打字排版開始流行起來，
搭配上平板印刷技術，活版便從此邁向夕
陽。

臺灣的報社一路就從鉛字活版印刷，經
過鉛版凸版印刷，再經歷了全樣照相平板印
刷到今天使用電腦輸出製版印刷。現代的我
們已經可以想像未來數位出版的雛形，那又將是另一場出版業的革命。加上 3D 列印的發展，
為印刷添增了許多驚人的可能性。

《惜字，惜福》
整個印刷產業隨著人們的需求與科技發展，持續地提供更便捷、精美的產品。即使是今

日如此容易取得高品質印刷品的時代，對於曾經走過鉛字活版時代的長輩而言，他們更加珍
惜文字，印在紙張上的字不是單純的轉印而已，在那個由鉛形塑文化的年代，讓我們了解它
似乎包含著人們對於文字的情感。

○中文打字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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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單元§

感謝

感謝
風行鑄字社二代兄弟姊妹：
許蕴華、許蕴儀、許庭偉、許庭達、許庭耀、許蕴慧

感謝
許庭偉及許庭耀先生協助影片拍攝。

計畫團隊

教育部社教機構數位文創與數位教育計畫（博物館群）」的計畫團隊：

指導單位：科技部
主管機關：教育部 
執行單位：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計畫主持人：蒐藏研究組 黃俊夫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蒐藏研究組 顏上晴副研究員、蕭國鴻助理研究員

〔計畫工作小組〕 
召集人：蒐藏研究組 林仲一組主任
蒐藏研究組：陳淑菁、吳慶泰、蔡佳容、黃湜雯
資訊小組：張簡智挺 
公共服務組：鄭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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