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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有紀錄的 400 多年歷史

裡面，國家的人民來來往往，

帶來了各國的文化與當時的科

技發明，久而久之拼貼發展成

特有的寶島風情，到現在影響

著我們的生活。其中「印刷術」

就是長久引領我們文化發展的

重要工藝技術。

印刷技術始源於中國，它的發

明和流傳，加速了知識和訊息

的流通，上至政府的官方文書，

下至民間宗教信仰的經書和符

圖，都和印刷技術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自從明朝末年鄭成

功來到台灣之後，也一起帶來

了大量的漢字書籍，當時對於

引言 Introduction

第壹章

獨一無二松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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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雲軒《靈寶北斗經》  正常封面 ‧ 松雲軒《靈寶北斗經》  特別封面

文書訊息的需求，可說是台灣

發展印刷業的啟蒙時期。一直

到清朝末年，台灣第一家民營

刻坊「松雲軒刻印坊」終於成

立了！這代表了台灣那時候的

印刷技術已經可以獨立作業，

不再需要依賴中國。這一個突

破性的進展，將本土的印刷事

業帶上巔峰，可以視為台灣雕

版印刷的黃金年代！

拜科技發展之賜，以前一橫一

豎雕刻的印刷模版，被現代更

快速方便的影印機取代，以往

刻印師傅輩出的雕版工作坊榮

景已不復見…。然而傳統印刷

雖然式微卻不代表沒有需求。

近年文化保護的意識抬頭，我

們在生活中保留了部分的歷史，

變成了珍貴的文化資產，也正

因為印刷與生活的密不可分，

我們現在仍可從代代相傳的古

早文物中，想像出當時的生活

情景，體會傳統工藝文化之美，

了解台灣土地的發展歷史，也

讓我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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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堂與松雲軒

台南府城，是台灣傳統文化保

留最多的城市。在古都裡散步，

常 常 4、5 步 就 會 碰 到 一 處 古

蹟，那就是一段歷史、一個傳

統、一種古早生活縮影！其中

台南德化堂古蹟建築的保存，

恰恰為台灣雕版印刷歷史，保

留了最珍貴的一頁。

台南德化堂為佛教臨濟宗龍華

派的齋堂，最早建於清朝乾隆

時期，是台灣的第一個齋堂。

也是當時台南民眾齋教信仰的

指標地點！ 1997 年 7 月間，已

經是台南市第三級古蹟的德化

堂，在整修工程前，當時進行

文化田野調查工作的楊永智先

生，無意間在正殿右廂房滿是

蜘蛛網的閣樓上，發現了好幾

個塵封已超過 60 年之久的古老

木箱，打開一看，竟是總共 12

箱的宗教經書版片 ( 以人工雕刻

而成，用來當作印書材料的木

板 )，以及線裝的古書籍！其中

最早的版片刻印年代，大約可

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間，距離現

在已經超過了一百多年。

而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收穫，就

是由當時台灣第一家民營刻印

坊「松雲軒」，在西元 1836 年

( 清朝道光 16 年 ) 所刻版印刷

台南市 三級古蹟 / 德化堂 外觀
德化堂 心經註解  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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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套心經註解書版！從保存

下來的版片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無論是簽頭、封面、經文內容、

德化堂 心剛註解  印送姓氏頁 木刻版 / 水印圖  

甚至到姓氏的雕刻都非常用心

精緻，可見當時刻印工藝的成

熟精美。

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http://youtu.be/qjm8UGU-V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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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雲軒的輝煌

「松雲軒」原名叫做「松雲軒

刻印坊」。在清末由知識份子

盧崇玉所創立。在當時台灣民

間信仰興盛的背景之下，松雲

軒主要以雕印宗教經文 ( 及各種

善書 ) 為主，不過也刻印醫書、

年譜、個人文件、書刊訂製…

等等，經營項目多達 50 多種，

十分廣泛。松雲軒是台灣自從

鄭成功來台傳入印刷技術後，

第一家由民間自辦自創的印刻

工作坊。刻印坊的成立，也正

式宣告台灣已經具備獨立作業

的能力，從此各地工作坊、書

坊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設立，雕

版印刷的規模品質，在此時達

到了更高的巔峰。

當時出版的書籍，從書寫→刻

稿→備紙→印刷等程序，都是

由盧崇玉親自實作，以刻工精

巧而聞名，工作坊中也培育出

許多手藝精巧的師傅，對於當

時印刻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關

鍵且正面的影響力！

‧ 松雲軒 金剛經註講  木刻版 / 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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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經營約 120 年後，受到

時代動盪所影響，松雲軒被迫

結束營業，所留下的珍貴書籍

和書版，也在 1945 年二次大戰

時跟著毀於一旦。松雲軒的百

年事業隨著戰火灰燼就此終止，

沒能留下任何隻字片語，真的

是令人感到痛心！

也因為松雲軒對台灣印刷的關

鍵指標性，多年後在德化堂因

緣際會下所發現的吉光片羽，

讓歷經 160 多年歲月流轉的古

書版得以重現天日，實在是一

件很難得的事情，不僅提供了

台灣傳統雕版的歷史素材，更

是消失的松雲軒與那段輝煌歷

史，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明！

( 松雲軒刻印書目刊載於附錄 )

‧ 松雲軒 高王觀世音菩薩真經  
    木刻版 / 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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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大約起源於中國的隋唐時代，是古代

重要發明之一。它大幅更改了世界文明知識

的傳遞方式，加速了傳播的速度，也同時催

化了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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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的先驅─紙張的發明

在印刷術和造紙術還沒有被發

明之前，當時的百姓通常都是

書寫在笨重的竹片或木片上，

或者書寫在輕便但價格昂貴的

絲帛之上，然而不管是笨重的

或昂貴的材料，對於傳播知識

都很不方便，一直到漢代發明

造紙術之後，紙寫本的書籍開

始大量流傳，為文書訊息帶來

更好的傳播條件，訊息的傳送

更方便了，百姓受到知識刺激

的頻率大增，相對也產生更多

求知若渴的慾望。這是知識傳

播歷史的一次嶄新轉變！也為

日後的印刷事業準備好傳播的

媒介材料！

紙張的發明解決了書寫材質不

便利的問題，但是全靠人力抄

寫的方式，書本內容常出錯外，

還無法大量複製。等到抄寫方

式發展到唐代時，越來越不能

滿足當時宗教書籍的傳播需求，

於是便有了「印刷術」的發明，

並開始它大約 1300 年的發展歷

史。

‧「禹亭侯蔡倫祖師」，中國清朝（18 

    世紀）造紙業所供奉的祖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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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始與末

雕版印刷大致可分為五大階段，

從唐朝 _ 開始發展→宋代 _ 發

揚光大→元朝 _ 因重武輕文而

沒落→明朝 _ 重視文學知識，

重啟黃金時代，也將技術傳到

了台灣→近代 _ 因新印刷技術

取代而逐漸式微。

然而，趨於式微的雕版印刷，

在過去仍帶給世界無可取代的

工藝價值，極具歷史意義。並

且在現在部分傳統用品當中 ( 例

如：藏書票、金紙錢…等 )，仍

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應用，

深深地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現在我們將大致回顧雕版印刷

在每個朝代的興衰歷史與種種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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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雕版印刷的興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最繁榮

的時期之一，當時的社會風氣

開放，宗教信仰也很興盛流行，

宗教經書的需求激增，需要更

快速而且能夠量產經書的製冊

方法，也因此催生印刷術的流

行，一時之間，刻書變成當時

炙手可熱的新興行業。所印的

範圍也很廣泛，從經書到曆書、

甚至有一部分文人所玩的紙牌，

也是用雕版印刷製作的！

【五代十國，雕版印刷的擴展】

在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乘

著唐代的興盛氣勢，發展出三

大系統─官刻 ( 政府官方刻印 )、

家刻 ( 文人私人刻印 )、坊刻 ( 坊

間 商 業 刻 印 )。 其 中 在 後 唐 時

代，第一次由政府提倡刻印儒

家經典，使古代經書開始有了

統一的標準版型，我們將之稱

為「監本」。 

【宋朝，雕版印刷的繁榮】

雕版印刷在宋代進入到了極盛

繁榮時代。宋代政府發展科學

教育，中央有各種學術單位；

地方上也分佈各級學校。興盛

的教育風潮，以及宋朝當時所

生產的紙墨質量遠超過之前朝

代，加上當時政府大力獎勵刻

書，像是經典的《十三經》、

《十七史》、《資治通鑑》等

監本一一問世，在無形之間扶

植了出版事業的成長。

這股興學風潮，也吹向了商業

印刷市場。宋代刻坊多是由一

般書商所設立的書坊，以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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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負責刻印、製冊並販

售，所以也會有自己的寫工、

刻工及印工。當時流傳的一句

話：「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

取衣食」，講述當時百姓也紛

紛轉靠刻書謀生，坊刻事業的

人數與規模，自然也不難想像。

總體來說在宋朝刻書業最盛行

普遍，所印製的書籍具有數量

眾多、字體優美、裝訂考究、

校對嚴謹、版面設計適合閱讀…

等特色，顯示出當時書寫藝術

和刻印技巧都到了很成熟的境

界，雕版印刷的三大體系得到

相當的成長。甚至也將其影響

力，擴及到了遼金西夏等鄰邦，

對於文化保存及藝術交流上，

都有很大的貢獻！

【元朝，萎靡中看見創新】

元朝因為統治者的高壓政策，

讓知識份子的地位十分低落，

甚至有了「九儒十丐」的排名。

隨著高壓控管文書出版的政策，

讓當時民間書坊的數量雖與明

代差不多，但所印製的文書品

質與數量，還是比不上從前。

不過雖印刷業萎靡，也還是有

突破性的創舉，那就是「套印」

和「封面」的發明。

所謂的「套印」，就是突破傳

統只有黑白單色印刷的樣式，

而發展出朱 ( 紅 ) 墨 ( 黑 ) 兩色

互相交疊在同一張紙上的彩色

雕版印刷。

另外，元代以前的書籍並沒有

封面的設計，常常都是直接在

每一頁前端、或者板書中央處

刻印書名，這對於閱讀或進行

書籍分類時，都是一件很麻煩

的 事 情。 一 直 等 到 13 世 紀 末

時，書名頁 ( 即封面 ) 才開始逐

漸出現在各種書籍上，它的出

現，帶給讀者很大的方便，也

是印刷史上的一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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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雕版印刷的黃金年代】

明朝所施行的重文輕武政策，

剛好與元朝相反。重視知識文

人的政策，讓印書事業再度復

甦，甚至超越前朝的發展，來

到了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明

代的印刷種類眾多，除了刻工

精 細 的 官 方 監 本， 及 士 大 夫

間流行的私刻本外，甚至發展

出專於官場行賄之用的「書帕

本」，只不過書帕本內容拼湊，

刻工也不精細，實在不具傳世

價值，所以也僅僅在明代流行，

並未受到太多重視。

不過，明代雕版刷最精彩的舞

台，反映在坊刻的發展上。當

時民間書坊囊括了小說、戲曲、

百科大全、文史紀錄、醫藥書

籍…等題材，版面樣式也活潑

很 多， 像 是 戲 曲《 三 顧 草 廬

記》、《王昭君出塞和戎記》…

等，版面四周開始出現花紋圖

案 ( 稱之為「花欄」)，套版也

由原本的紅黑兩色，進階到五

色 ( 紅黑黛紫黃 ) 套印技術，稱

為「餖 ( 發音同”豆”) 版」，

可以呈現不同顏色分布、以及

同一顏色的深淺表現，十分出

色。另外除了彩色套版技術之

外，喜好變化的百姓們更發明

「拱花」技法，讓紙上呈現凸

起的花紋，用以映襯印刷頁面

的雅緻。

餖版和拱花的發明，是當時百

姓活躍的娛樂生活其中一種象

徵，不過也反映了明代印刷技

術的成熟與創新。整體來看，

明朝印刷不論是在刻工技術、

版面變化、應用範圍等層面的

成就，都遠過前代而邁向新的

高峰！它所影響的範圍，不僅

僅於中國，更擴及邊境地區，

並隨明末鄭成功治台時一併傳

入台灣，啟蒙台灣印刷產業的

發展，而那即將又是印刷事業

的另一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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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教風氣盛行，印刷術也

跟著發展至到史上巔峰。而在

明朝末年，隨著鄭成功率領部

將來台，也將印刷術的影響力

延伸到台灣寶島。自明鄭時代

算起，雕版印刷在台灣已經有

300 多年以上的歷史，對於台

灣島內知識傳播、民間信仰的

美學應用…等等，都有很大的

貢獻。就算是雕版印刷式微的

現代，我們仍可在許多傳統信

仰文物上看到它被應用的足跡，

比如說是平常拜拜時所焚燒的

金銀紙錢、逢年過節所張貼的

節慶門神…等，都是很好的證

明。

就跟各種專業領域發展過程相

似，雕版印刷在台灣也經歷了

高低起伏的各種時期。總體來

說，我們可以將台灣雕版印刷

產業發展過程，概分為醞釀期

→發展期→黃金期→衰退期→

文化保護等時期。

台灣雕版印刷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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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鄭成功來台將這裡

當作反清復明的重要據點，帶

來了大批的漢字書籍，開始有

系統的在這裡經營國政和文化

事業。只是當時鄭成功剛來到

台灣的國際局勢混亂，還沒有

足夠的資源與時間發展印刷，

所以即使在文教機構發展到一

定規模後，主要還是由中國負

責雕刻及印刷書籍，然後再運

送到台灣，並未發展在地的印

刷事業，明鄭時期的印刷歷史

可說是一片空白。目前也只有

「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

曆」( 鄭經時期刻印，現存英國

大英博物館 )，是唯一被發現屬

於明鄭時期的雕版藏品。

‧ 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  



15

到了清朝統治初期，台灣被納

入滿清版圖，到台灣擔任官職

或遷移的人數逐漸增加，這些

讀書人喜歡自己創作寫書，等

到文稿寫好後，再交由中國刻

印，有些在中國直接出版，但

也有一些台灣在地的科舉文人，

會選擇將自己當初應考的文章

在台灣出版，以提供大家閱讀

參考，像今天在台南市的延平

郡王祠，都還有收藏一部分科

舉考試的木刻版。那個時候的

台灣，書籍文章有一半仍須仰

賴中國進口，但也有一半只進

口木刻版，在台灣當地印刷。

而在清朝開放沿海政策後，大

量移民從唐山來到台灣，官府

的統治也逐漸步上軌道，開始

著手編寫有關台灣歷史沿革、

風土民情、物產地理…等各式

紀錄的書籍 ( 通稱「志書」)，

既然有了大量印刷需求，所以

也開始由唐山招募刻工來台，

負責志書刻印業務，將中國發

展了好幾個朝代的雕版刻印技

術正式引進台灣！開始唐山募

工刻印的型態，又加上民間與

生活相關的醫書、鸞書、善書、

啟蒙書，也漸漸有著作發行，

這時台灣發展自己的印刷事業

開始有了雛型，也開始從官府

到民間形成了規模性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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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咸豐時期，台灣印刷技術

已經成熟，不再需要中國技術

或資源輸入，1820 年代，台灣

第一家由民間創立的「松雲軒

刻印坊」正式成立，老闆盧崇

玉具有獨立作業、自刻自印的

技術，栽培後輩不遺餘力。松

雲軒的成立，為台灣印刷立下

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它代表了

台灣居民經過這麼多世代深耕

後，除了在物質上得到滿足之

外，還有多餘的能力追求精神

生活，並且有了自主獨立的優

異發展！ 

松雲軒創立之後，台灣民間不

少小規模的刻印工作坊及書店，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地出現。當

時雕刻的書籍領域，也不再侷

限於科舉文章或政府官方文書，

而是同時也出版當時文人著作、

佛經、課本、善書、醫書、年畫、

佛神像、寺廟籤詩…等，範圍

廣泛到幾乎涵蓋生活的每個領

域，其中像是與生活信仰結合

的彩色套印年畫、佛像，畫面

鮮艷華麗，刻工細緻精巧，極

具藝術價值。台灣的印刷事業

在此，邁入了短暫的黃金年代！

‧ 關聖帝君神像
台南學者石暘雎認為本圖是「臺郡松雲
軒」刊刻，傳世僅見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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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雕版印刷在清朝末年達到

顛峰，但在 1883 年由英國傳教

士引進新式活字排版、日治時

期的石版印刷、延續到 20 世紀

高科技的無版印刷事務機量產，

都為每個階段的出版事業帶來

以往想像不到的、更快速且便

利的優勢。從此之後，傳統的

雕版印刷方法，便逐漸在台灣

出版業中式微了。

然而，雕版印刷的傳統工藝，

卻早已融入在民間生活、信仰

文物的藝術表現之上，到了今

天，我們仍然有機會可以看到

傳統雕印在生活中的應用 ( 例

如：民俗版畫、金銀紙錢、藏

書票…等 )，其藏富於民的輝映

表現，值得我們探索認識雕版

印刷在台灣發展過的應用美學

和分類。

‧1883 年由英國傳教士引
進新式活字版印刷，間接使
得雕版印刷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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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科技發展迅速的 21 世

紀時代，跟之前科技不發達、

也沒有網路的傳統時代相比，

雕版印刷在以前和現在的生活

中，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腳色。

在以前的傳統時代，雕版印刷

是為了方便文化的傳播，而被

創造出的一種比較快速的方式，

在生活裡被歸類在「實用技術」

的層面；而如今雕版印刷卻反

映了傳統工藝之美，是以「文

化資產」的身分立足於現代。

有了文化財的觀念後，政府與

民間也攜手合作，努力保護以

前所流傳下來的書籍版片，同

時推廣傳統雕印技巧。希望能

在重溫傳統工藝的當下，能讓

我們了解以前先民們的生活點

滴，體會歷史風華之美。

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http://youtu.be/HuSvRYq6W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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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印是中國傳統工藝中最重要的發明，也連帶影響了世界文明的傳

播歷史。雕版印刷的工序程序頗為繁複，不過簡單說來，就是在「雕」

與「印」之間，進行正反向文字的翻轉旅程，每一次的翻轉，都是

工匠們精準技術與文化藝術的體現。我們大概可以用幾個步驟說明：

書 / 畫工匠先將文字及圖畫描繪於薄紙

雕工將稿樣反貼在木板上，以刀代筆將圖文刻印成

版 ( 此時為反向文字 )

印工進行雕版刷墨、敷紙，將木板文字拓印於白紙

上 ( 此時白紙為正向圖文 )，就完成了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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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完整的印刷文件，基本的工具技法更是不可少的，下面我們將

分為 4 大區域，分別詳述有關雕刻工具、材料、程序以及各項技法

與適用範圍的介紹。

- 雕版用工具
1. 刻字刀：以勾刻墨跡筆畫為主要用途，在台灣使用的「刻字刀」

    多附有木柄。

2.「鑿刀」、「刮刀」：用以刻除版面上沒有墨跡筆畫 ( 版面空白處 )

    的位置，雕刻版上挖去版面空白的部分成為凹槽。依其形式又分

    為：平刃鑿、半圓刃鑿、三角刃鑿。

3. 棰：用以施加重力，以便利鑿刻的工作使用。其形式有「木棰」

    及「鐵棰」兩種，台灣傳統上多以質地堅硬不易腐爛的「青剛櫟」

    製作木棰工具。

工具

斜刃 / 刻字刀    平刃       半圓刃       三角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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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用工具
1. 墨台：用於盛裝水墨。

2. 墨刷：可沾染水墨，將墨平均刷佈於版面凸刻處。目前常見棕櫚

    材質所製的墨刷，依其用途又有分「平刷」、「圓刷」等樣式。

3. 印：使用以檜木外裹棕葉的特製「耙子」或用竹葉包裹的「馬連」，

    在紙背加壓擦刷，讓紙張與木刻版面緊密貼合，這時版上的墨水

    將轉印到紙張上，成為正面圖文而完成版面印刷。

馬連

木槌

圓墨刷

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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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板：雕版印刷的主角。一般來說，以紋理細緻，硬度適中，可

    縱橫雕刻的材質最為理想。在台灣多以本地所產樟木、柚木、楠

    木、烏心石為主，也有部分使用榕木、龍眼木等材料。

    在選定木板材質後，就可依照當次預訂的書版大小進行鋸切（如：

   12 寸寬、8 寸長、半寸厚）。而為了防止木頭變形，在木頭鋸切

   時都會多再留半寸厚度，並採雙面刻版使用。而後在將木材刨平

   後，板面的磨光，在台灣是以烏賊草沾茶油在板面磨擦，這一點與

   中國傳統上是採芨草莖沾植物油來使用不同。

2. 紙張：印製的紙張選擇較多元，以吸水性強能保持水份為選用基

    本原則。常見的有宣紙、棉紙、玉扣紙、毛邊紙…等。

3. 墨：為松煙、油煙、膠、水溶性染料的混合物質。

材料

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http://youtu.be/IOLiR8y5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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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技法

1. 套色：多色套印的印刷品，以「一版多色」或「分版套色」的方法，

    在同一印刷品上套印出多種顏色，形成色彩豐富的印刷品。

2. 餖版：採用眾多小版套印的方法，依次刷上與原畫相同的色彩，    

    並依色調套印或迭印出濃淡效果，使之呈現五彩縯紛的圖畫。

3. 拱花：在刻有點線層次的雕版上，將紙按照一定位置鋪好，一手

    墊上毛織物，一手執圓形的拱花槌，剛柔並濟地施力在紙上加壓，

    以壓製凹凸圖文，表現畫面紋理與層次。

4. 水印：在木刻雕版印刷時，透過濕版與濕紙，技巧性的印刷結合，

    而有中國水墨畫的效果，用以複製該類藝術作品。

‧「博古」平垛八色套版與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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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點選遊戲挑戰看看

http://demo.d-spring.com.tw/ash/WPSG/WPSG_GAME.html
http://demo.d-spring.com.tw/ash/WPSG/WPSG_GAME.html
http://youtu.be/Rd6DV6DTAqc
http://demo.d-spring.com.tw/ash/WPSG/WPSG_GA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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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早於 1998

年創立之初，就有了以「印刷

科技」為主題的數位文物蒐藏

計畫，一開始本來是先以「活

版印刷」的相關紀錄為主，後

來為了能夠使台灣印刷歷史更

完整，所以才有從「活版」往

前追溯至「雕版」的計畫。碰

巧 當 時 德 化 堂 自 1997 年 在 閣

樓尋獲了好幾箱古老的版片，

最初僅能依賴相關文史工作者

的資源網絡，寄放在當時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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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 今奇美舊館位址 ) 中保

存。為能即時重現這些古老版

片的印刷原貌，以利後續數位

典藏之用，科工館便協助由計

畫經費補助出資，由中日特種

紙 廠 協 助 宣 紙 ( 菠 羅 宣 ) 的 開

發，進行版印之工程。

然而因為初期相關人員都是第

一次處理這麼古老又脆弱的版

片文物，每個版片與大小環節

無不慎重仔細的整理測試，加

上當時的印製文頁都是散裝型

態，整理並不容易，最終只先

完成了整套的金剛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註解印製工程。

直到民國 103 年，由台南市政

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此批珍貴版

片文物，並交還由德化堂負責

‧ 德化堂  佛說金剛經論    木刻版 / 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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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也開啟了科工館第二次

版片保存典藏合作計畫！德化

堂木雕版經清點後主要有金剛

經註講、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註解、佛夢祖師因果錄、三

世因果經、三聖救劫寶訓、皈

依科儀、大藏正教血盆經、佛

說金剛經論、高王觀世音菩薩

真經、鳥窩禪師度白侍郎行腳、

普慈錄、御製六祖法寶壇經、

龍華科儀等 13 部經書，加上數

件疏文、雜版與空白表格等，

總計 276 片，印刷頁數共 511

頁。

‧ 德化堂  金剛經註解    雙色套印封面

‧ 德化堂  三世因果真經    封面  木刻版 / 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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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堂  金剛經註講 木刻版 / 水印圖

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http://youtu.be/gF2fnjjdW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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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板的檢視

本批藏板主要以台灣本地所生產的樟木及楠木作為材料，最早的刻

製年代可追溯至清道光年間，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年代久遠；再

加上原典藏環境不佳，不適合木質文物的保存，造成藏板劣化。此

批藏板的劣化狀況我們可以大致將它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 灰塵 -
在相對溼度過高的環境，灰塵

容易黏附於木板，進而形成污

漬。

- 裂痕 -
木材乾燥收縮，順著木材紋理

或拼接處產生的裂縫。

- 磨損 -
木材受到外力摩擦、撞擊等，

造成木板有些許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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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蛀 -
木材纖維被白蟻蛀食，造成木

材凹陷、空鼓等現象。

- 遺失 -
木材受外力撞擊或蟲蟻蛀食斷

裂遺失。

- 變形 -
木材乾縮，在水平面上形成橫

向彎曲，使藏板變形成不規則

的四邊形，而非原本的方形。

- 翹曲 -
木材為有機材質，具有吸濕性，

本身含水率受環境溫溼度影響

而變化。而在乾燥過程中，會

形成乾縮現象。因各部位收縮

率不一，依裁切方向而有不同

的變化。垂直面上的收縮不一，

使木材四角無法處於同一平面

上稱為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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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與保存

目前的修復觀念以盡量保存文物原貌為主，盡可能不要進行太多的

動作。此次修復文物為木刻板，除了進行水印以裝訂成善本書、利

於數位化保存外，在修復上避免進行不必要的動作，以保存木刻板

原樣為主。

檢視木刻板劣化狀況時，發現部分蟲蛀嚴重可能需進行除蟲處理，

但在輕敲木板邊緣製造震動與指細檢視下，並沒有發現白蟻等蟲類

出現，判斷木刻板中僅殘留白蟻排泄物，已無白蟻存在，依據現有

修復原則不進行冷凍或絕氧除蟲處置。

另針對木刻板遺失、斷裂、空鼓的部分，我們將斷裂的部分依據內

容及細部特徵仔細拼接，以無酸白膠黏合；遺失及空鼓處填塞巴沙

木作為主要支撐結構材，其餘空隙用玻璃微泡及無酸白膠調和成具

黏性、可塑性的補充材填塞，以確保木刻板內部沒有空洞處、整體

結構完整，利於進行水印與保存內容。

確認木刻板表面及內部以清潔

用鑷子輕夾斷裂部分 ( 或空鼓處的
木刻板表面 )，根據周圍細部特徵
仔細比對，將其移回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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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E 透明纏繞膜纏繞拼接處，再
以壓力夾輕壓夾住，靜置等待固定

‧ 德化堂  三世因果真經    木刻板  修復後

以美工刀或手術刀裁切適合空洞處
大小的巴沙木，小心填入該處，作
為主要支撐材

以金屬刮刀輕壓巴沙木，使支撐
材、結構材與木刻板緊密貼合

其餘縫隙用玻璃微泡及無酸白膠調
和成的補充材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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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與數位典藏

此次印刷我們是使用中日紙廠生產的菠羅 1 號單宣，也是當年館方

與印刷廠合作開發的特殊宣紙，它的強度佳、吸墨強，可避免印刷

過程破損或墨印效果不佳等情形。在印刷前一日我們會先將宣紙噴

濕存放，紙張濕潤情形會影響到隔日印刷的吸墨程度，這也是經過

多次測試才掌握的水印絕竅，確實控制溼度可讓印刷成品達到最好

的效果喔！

在印刷後我們將成品掃描存檔，供日後研究與出版之用，並以遵循

古書冊的裝訂方式，將各書冊以高韌度無染色的原色無酸純棉繩進

行縫書裝訂，完整還原這些蘊含先人智慧的古籍善典，進而編入館

藏列管紀錄，使後人得以一窺這台灣雕版印刷史原本遺失的一塊美

麗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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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文物的保存，除了完

善的保存環境，及定期的修復

清潔，數位化是現代科技提供

不同的文物保存方式。將實體

文物以影像記錄成為數位檔案，

不僅便於保存複製，在可預見

的未來，更可能直接輸出製作

仿真程度相當的複製品。德化

堂的木刻板在歷經重複刷印及

多次搬遷的情況下，已有部分

刻板遺失，現有刻板也有嚴重

及輕微的損壞，因此本次修復

時除了將現有木刻板內容再次

刷印成冊，並逐塊分兩面拍攝

記錄木刻版現有樣貌，藉此保

留我們的重要文物資產，擴展

我國關於雕版印刷的重要歷史

與發展紀錄。



35

台灣傳統版印 300 多年來的使用範圍廣泛，像是政府文書、土地地

契、政府諭令、編撰志書、到民間招牌商標、生活節慶與宗教信仰

物品，凡是生活裡所接觸得到的文紙事物，都離不開版印的應用用

品。而現今在生活周遭最容易接觸到版印的就屬宗教與節慶這類的

環境和活動了，例如新年的門神貼像、祭拜時所燒的金銀紙錢，神

祈繞境時的巡境香條、求神問卜時祈求平安的神符…等，都是很好

的例子。

除了各廟宇與私人的珍貴收藏外，還有一些單位也收藏了相當豐富

的雕版文物，並開放對外展示或不定時的舉辦特展，將這些蘊含深

厚歷史文化的珍貴寶藏介紹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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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中市北區雙十路的文英館，設立於民國 65 年，由名企業家何

永先生捐建，為全臺灣首創之縣市文化機構（為當時臺中市立文化

中心）。文英館自設館開始，即採納學者專家的建議，著手蒐集臺

灣傳統的民俗文物，目前館藏已達 3,000 件以上，並於民國 85 年 2

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文英館館藏 300 餘件極具代表性特色

的木雕印版，擇定文英館二樓設置主題展示館「臺灣傳統版印特藏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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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以保存、研究、推展及傳承臺灣傳統版印

技藝為宗旨，並逐步蒐藏本土雕版及傳統版畫，以成為「全臺傳統

版印蒐藏中心」。其保存的各類版畫與木雕版堪稱全台最為豐富且

多元的，在這十幾年的努力下，版印館藏已有千餘件，館方並時常

舉辦邀請展與體驗夏令營等活動，在台推廣傳統版印文化不遺餘力。

‧ 文英館  葫蘆問
清代舉凡台南府城、鹿港以及萬華等港滬民眾逢年過節必備的遊戲圖紙，類似大富翁
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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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室並不收取門票費用，對於雕版印刷有興趣的大小朋友們，不

妨走一趟文英館 - 臺灣傳統版印特藏室，一窺這些雕版珍品的全貌，

深入且近距離了解關於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印刷發明，感受傳統版

印所散發的文化藝術之美。

‧ 文英館  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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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灣高雄市三民區，是台灣第一座應用科學博物館，亦為南台

灣第一個國立社教機構。以蒐藏及研究科技文物、展示與科技相關

主題、推動科技教育暨提供民眾休閒與終身學習為主要功能。館方

於 1998 年創立之初就有以「印刷科技」為主的典藏計畫，積極推動

各項印刷文化的相關研究，並將印刷相關文物展示於開放式典藏庫，

讓民眾可以近距離的參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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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蒐藏庫多居於隱蔽狀態，未對外開

放。為讓民眾了解博物館蒐藏研究、文物

維護與保存、檢視登錄與文物典藏管理…

等相關之工作內容，館方特別設立了開放

式典藏庫，其中雖無木雕版的展示，但以

活版印刷為主題的藏品可說是相當豐富，

典藏庫並設有體驗區，可在導覽員的指導

下製作屬於自己的活版印刷品。開放式典

藏庫並定時推出蒐藏研究幕後工作之旅，

讓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了解關於蒐藏、

修復文物、如何研究與保存等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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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雕版印刷方面，工博館定期舉辦木刻與印刷的體驗工作坊，並

與台南市文化局、德化堂合作，讓民眾親自動手製做這些蘊含古老

印刷技術的水印古籍，並從中了解屬於台灣傳統印刷的歷史脈絡，

學習細細品味現今生活中難得一見的各項版印作品，以達到修復、

典藏、推廣與傳承的基本精神。

‧ 雕版印刷工作坊 體驗紀錄



42

另外像國立台灣博物館就藏有「臺灣府志」與「噶瑪蘭廳志」的部

分版片，其版畫館藏類型相當廣泛，包括了志書、民俗、藝術、歷

史紀錄 .. 等。而在台灣刻印的志書「淡水廳志」的版片，目前就存

放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共計有 220 片，由板橋林家所捐贈。位於

宜蘭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館內也珍藏了許多雕版印刷的相關文物，

主要以民俗類為主，其以傳統藝術結合整體遊憩園區的概念，非常

適合全家大小一同遊覽。

台南的長榮中學校史館則藏有乘法表的木雕版與世界地圖木雕版，

這類藏品通常與藏館歷史與單位性質有一定的淵源，就像德化堂的

善書雕版，與其宗教寓意、歷史軌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也是

在感受雕版之美外的另一種時空旅行。而德化堂廂房所發現的雕版，

目前由台南市文化中心代管，並妥善存放，相信在完善的修復與管

理下，樂見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以德化堂與松雲軒為主題的雕版展

覽，將這塵封百年的工藝文化呈現在眾人眼前。

‧ 長榮中學  校史館館藏  世界地圖木雕版水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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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影片如無法順利播放，請點擊 連結至線上觀看

http://youtu.be/MLHCnV_gGNI





附錄：松雲軒刊刻書目
三字經年代不詳

玉歷鈔傳警世 道光 10 年 (1830)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 道光 16 年 (1836)

六亭文集 道光 20 年 (1840)

高王真經 道光 21 年 (1841)

渡世寶筏 道光 25 年 (1845)

三元賜福赦罪解厄妙經 道光 27 年 (1847)

測海錄 道光 28 年 (1848)

東廚司命灶君靈簽卦解 道光 29 年 (1849)

太陽經 道光 29 年 (1849)

佛說救苦真經 道光 29 年 (1849) 

瀛洲校士錄 道光 30 年 (1850)

金剛經註講 道光 30 年 (1850)

胎產必讀 道光 30 年 (1850)

文帝全書 道光年間

楊忠愍公年譜 咸豐元年 (1851)

大藏血盆經 咸豐 2 年 (1852)

三世因果經 咸豐 2 年 (1852)

東廚司命灶神經 咸豐 2 年 (1852)

居家必用千金譜歌 咸豐 2 年 (1852)

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妙經 咸豐 3 年 (1853)

太陰經 咸豐 3 年 (1853)

觀世音普門品經 咸豐 4 年 (1854)

覺世真經寶訓 咸豐 4 年 (1854)

文昌陰鷺文 咸豐 4 年 (1854)

太上感應篇 咸豐 4 年 (1854)

阿彌陀經 咸豐 4 年 (1854)

萬氏婦科 咸豐 4 年 (1854)

銷釋科儀寶卷 咸豐 5 年 (185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咸豐 5 年 (1855)

金剛寶卷 咸豐 5 年 (1855)

天公壇靈籤 咸豐 5 年 (1855)

王靈官真經 咸豐 6 年 (1856)

東廚司命灶君靈籤 咸豐 8 年 (1858)

末劫經 咸豐 8 年 (1858)

灶君寶懺 咸豐 9 年 (1859)

敬灶全書 咸豐 9 年 (1859)

大悲神咒 咸豐 10 年 (1860)

戒殺放生圖說 咸豐 10 年 (1860)

白衣神咒 咸豐 10 年 (1860)

金剛感應圖說 咸豐 11 年 (1861)

靈寶北斗經 咸豐年間

第一善書 咸豐年間

戒淫文 咸豐年間

羅漢籤解 咸豐年間

潘公免災寶卷 同治元年 (1862)

志公祖師救現劫真經 同治元年 (1862)

功過格 同治元年 (1862)

回生良訣 同治元年 (1862)

台灣輿圖 光緒 6 年 (1880)

百歲修行經 光緒 6 年 (1880)

澄懷園唱和集 光緒 15 年 (1889)

列聖要言 光緒 19 年 (1893)

救苦真經 光緒 29 年 (1903)

增補三字經 光緒 29 年 (1903)

消災吉祥陀羅尼經 光緒 32 年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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