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雕版印刷史綱之研究

The Study of Essential Points for  Wood Block Pr inting in Taiwan
計畫編號：NSC 89-2412-H-003-004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吳祖銘 執行機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計畫參與人員：陳仙舟 執行機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是以科技史的觀點，進行書籍
雕版印刷技術、工具、材料與方法的調查
整理與研究，探討雕版印刷在台灣的發展
歷程。研究發現，隨著知識傳播、文化出
版的需要，雕版印刷傳入了台灣，並因此
逐步形成了規模。
    研究內容討論及：台灣雕版印刷的沿
革綱要、傳入的模式、技術的擴散與應用、
藏板與書目的整理，研究者並將初步研究
結果編輯為紀錄影片及文物圖錄手冊，以
供後續研究考證的參考。

關鍵詞：雕版、印刷、出版技術、科技史

Abstract
This study is on the poi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History, to realize the essential of 
the Wood Block Printing(WBP), such as 
materials, tools, methods, skills and it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his research, the WBP came to 
Taiwan and grew up graduall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needs of knowledge and 
publication,.
In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 about the 
sequence history of WBP in Taiwan, the 
model of introduction of skill, the distrib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kill, the collection of 
Wood Block and publication, etc.
The researcher also has edited an important 
graphic catalogue and 40 min. film for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study.

Keywords : Wood Block ; Printing ; 
Publication Technology ; 
Science Technology History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雕版印刷在台灣具有兩百年以上的歷

史。兩百餘年來，雕版印刷在傳統印刷術
中的主流地位、開展知識傳播的關鍵、延
伸至民間美學的廣泛應用，均遠勝於今日
西式印刷術所能涵蓋。若要探討台灣出版
與傳播的文明脈絡，勢不能忽視雕版印刷
術在台灣的歷史價值。
  因此，本研究是以科技史的觀點，從台
灣出版文化發展為出發，進行書籍雕版印刷
技術、工具、材料與方法的調查整理與研
究，探討雕版印刷在台灣的發展歷程。
  其內容包括了：現有藏版的調查與整
理、文獻的討論與分析、圖錄與說明之編
纂，藉以建立深入研究的基礎資料。
  歸納其目的在於：
1.獲得台灣雕版發展史重要文獻、文物線
索。

2.整理現有藏版、文獻、文物資料，考證台
灣書版雕印的歷史。

3.瞭解台灣雕版印刷使用之相關機材、技
法、文物與出版品。

4.探討書版雕印在台灣出版技術發展的定
位、技術擴散與應用。

5.建立台灣雕版印刷發展重要事件與文物
沿革綱要。

三、結果與討論

台灣雕版印刷的沿革綱要
˙台灣位在亞洲東方與西太平洋之交，自
古以來，即為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長期
融會處。島上原住民存在至今已有五千
年的歷史，而原住民的文化屬於南島語
系文化，但流傳下來的文字，卻極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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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充其量只能從器物上的飾紋和圖
騰，看到記錄思想的圖案和符號。

˙十三世紀末，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各省的
漢人，才漸漸到澎湖，最後到台灣墾殖。
明嘉靖、萬歷年間，大量的漢族移民湧
入台灣，並且定居下來。這些先期移民，
終日勞苦，但求溫飽，無暇詩書，更不
知書冊為何物。

˙十七世紀以後，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先後
由海路入侵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當時
的殖民者，為了便利統治，曾利用傳播
宗教，做為教化的工具，透過羅馬拼音
字母標寫原住民族的語言，如歷史文物
所遺留「新港文書」資料；在教義經典
的印行方面，如「台灣地誌」、「台灣法
波蘭克語字書」、「馬太傳」、「約翰傳」，
但這些都在外地印製，然後運來台灣。

˙1661 年，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隨同來
台的軍民，有不少避亂、享有文名的讀
書人。鄭經時代，陳永華極力的提倡下，
文教機關漸具規模。惟當此初來乍到、
戎馬倥傯之際，多未遑著述，僅有少量
自唐山攜來書本或自抄寫本。因此明鄭
時期的出版事業仍一片空白。但中國的
典籍，卻已開始在台灣播種，惟此時期
流寓人士的著作，其後多遭兵災火焚，
流散失傳。根據台灣府志的記載有：「台
灣輿圖考」、「流寓考」、「東海賦」、「島
噫詩」、「島居隨緣」、「奇零草」、「遠遊
編」等書。此外，目前分別藏於日本和
英國，由官府出版的「監國魯王大統曆」
和鄭經時所刊印的「大明中興永曆二十
五年大統曆」二份出版品，應屬台灣現
仍存世最早的雕版印刷文物。

˙1683 年，施琅率領清兵，敉平了鄭氏王
朝後，台灣成了滿清中國的屬地。實施
開放政策後，大量的移民在台灣建立起
家園。初期由唐山攜入書籍，大都是應
付科舉的經書，另外就只有遊宧流寓的
記遊隨筆或酬唱詩集。乾嘉兩朝以後，
本土出身的讀書人開始登場，台灣各地
官府也開始纂修志書。而民間與生活相
關的醫書、鸞書、善書、啟蒙書，也漸
漸有著作刊行於世。

˙康熙雍正時期，尚未培養出本土文人，
只有到台灣任官或遊歷之人士，才有著
作。這些著作，多是稿成之後，才在大
陸刊刻印行。官府纂修的志書，則由唐
山招募刻工，在台刻印。

˙乾隆嘉慶時期，來台宦遊人士激增，其
著作仍是在中國內地付梓；同時已有本
土文人和著作問世。一般學子所讀的經
學，藝文等課本，仍多是從泉、漳等地
採購進口的，主要還是為準備應科舉考
試。此時，台灣出身的進士舉人，都會
將其科考的文章刻版刊印，供人取閱。
今台南市延平郡王祠，藏有這類木刻版
多塊，應屬大陸刻版，台灣印刷之用。

˙道光咸豐時期，本土文人的作品，已超
越了宦遊人士而佔大多數。而其著作除
攜稿回原居地刊行外，已開始在台灣就
地刊印，為台灣的出版事業邁開了第一
步。台灣第一家印書館松雲軒，就是在
1820 年代，在台南開啟了雕版印刷的事
業，其意義代表了台灣居民於生長數個
世代以後，除了物質生活獲得溫飽外，
已從事追求精神生活的發展，而且成績
可觀。

˙1820 年代以後是台灣雕版印刷的盛世。
以松雲軒為代表，除出版時人著作外，
也刊印佛經、課本、善書、鸞書、醫書、
年畫、佛神像、寺廟籤詩等，其中彩色
套印的年畫、佛像，鮮艷華麗，具藝術
價值。從松雲軒的技術擴散，台灣民間
也存在不少小規模的刻印書籍的事業，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地出現。

˙同治光緒時期，台灣著作的水準，質量
均頗為可觀，本土化程度益形強烈，而
且著作大部分在台灣刻印。由於英國基
督長老教會在台灣南部傳教，1883 年由
宣教士引進新式印刷機，採用活字排版
的方式，開啟了有別於中國傳統雕版印
刷，邁向西式印刷的新紀元。

˙1895 年後，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
日本開始將其明治維新後，西化成功的
經驗植入台灣。現代化的印刷技術，刺
激著出版事業，更相形擠壓到傳統雕版
印刷的生存空間；石版印刷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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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代了雕版印刷的出版需求；政治事
件的影響，更不利於傳統雕版印書事業
的經營。

˙觀照 19 世紀的 1821 年，台灣第一個印
書館「松雲軒」的創辦，做為雕版印刷
技術在台灣民間大量發展的里程碑來
看，以迄 1945 年燬於戰火的史實記載，
雕版印刷在台灣的出版史，至少有一個
世紀以上的發展。

˙延續 20 世紀的現代印刷出版，更因高科
技的應用，已經有了更大的改變。終至
雕版印刷的方法，在台灣出版印刷史的
發展中式微了。然而，雕版印刷的傳統
工藝與藝術表現，卻在民間的年畫、民
俗的版畫、民俗紙錢的金銀紙藝術的發
展中，持續地散放著它的藝術價值，其
藏富於民的輝映表現，深值得我們，就
此回顧傳統雕版印刷，在台灣出版印刷
的發展中，所曾扮演的主流地位。

台灣雕版印刷技術的傳入模式
1.內地刻印：由任職台灣官員，遊歷台灣
的文人，返回大陸時，攜回文稿，交內
地刻工、印工印刷出版。

2.由內地刻版，在台灣印刷。
3.募工來台刻印：官府出版，民間獨資出
版，均有從內地募集刻工、印工來台印
刷出版的情況。

4.設立刻印坊，培育刻印工在台自行刻印
出版，不依賴內地，如「松雲軒」。

官方與民間雕版，代表性的印刷文物
˙1661，「⋯⋯鄭成功 5 月 18 日下諭開列
八條款，著戶刻版頒行，諭令各軍士遵
依⋯⋯」— 「從征實錄」記，楊英著。
為文獻記載，首件見於書籍的台灣印刷
品，惟版印條款未見傳世。

˙1671，「大明中興永曆 25 年大統曆」，台
灣印刷史唯一被發現明鄭時期的版本，
英國牛津、大英博物館藏。

˙1685，「台灣府志」，內地刊刻。
˙1696，「台灣府志」十卷，台灣刊刻。
˙1747，「台灣府志」(范志)，國家圖書館
藏。

˙1763，「續修台灣府志」，(余志)，鹿港
文教基金會藏。

˙1826，「東廚司命灶君靈籤」，台灣松雲
軒刻印，林漢章藏。

˙1830，「玉歷鈔傳警世」，台灣松雲軒刻
印，林漢章藏。

˙1836，「心經註解」，台灣松雲軒刻印，
版存德化堂。

˙1852，「噶瑪蘭廳志」，版片存國立台灣
博物館。

˙1871，「淡水廳志」，板橋林家刊刻，版
片存省文獻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
館。

˙1872，「台灣府志」(同治本)。
˙1875，「一肚皮集」，吳子光，內地僱工
來台雕版，版存台中筱雲山莊。

˙1888，「台灣府志」(光緒本)，版存台南
孔廟，後移台灣總督府，因總督府庫失
火，現存國立台灣博物館，為灰燼中所
救出的兩片。

˙1894，「澎湖廳志」，康景崧任內刊刻，
版藏澎湖文石書院。

˙1899，「台灣府志」(明治本)。

工具材料的考證
雕版用工具：
1.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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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鑿刀」、「刮刀」，以刻除版面
上沒有墨跡筆畫的位置，挖去版面空白
的部分成為凹槽，「鑿刀」的形式，多以
鐵柄為主。鑿刀依其形式又分為：雙刃
鑿、半圓刃鑿、平刃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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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刻版多以「木棰」採九層木
為工具。

拓印用工具：
1.墨：使用「墨台」，盛裝水墨。
2.刷：使用「墨刷」，沾染水墨，以刷布版
面凸刻處。為棕櫚材質所製，依其形式，
包括有「平刷」、「圓刷」等。

3.拓：使用「耙子」，在紙背加壓擦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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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版面圖文轉印於紙面成為正像。其材
質為檜木外裹棕葉以利摩擦。

其它工具：
1.印刷台：台面中間有條溝，溝的左邊放
印刷紙張，並以長木方夾固定；右邊放
置印版，方便上墨拓刷。完成拓刷後將
紙垂直放入溝內，既便利於乾燥，也有
利於後續套色定位的準確。

2.斬刀：用於金銀紙印製時的紙張裁切。
操作時，須輔以大木槌的敲打，及木製
大砧台的襯墊。

材料選用:
1.木板：在台灣多以本地所產樟木、柚木、
楠木、烏心石為主，也有使用榕木、龍
眼木等材料。以紋理細緻，硬度適中，
可縱橫鐫刻者最為理想。木板的準備過
程中，多依書版的大小鋸切（如：12 寸
寬、8 寸長、半寸厚），為防變形，多以
半寸厚度，並採雙面刻版使用。刨平後，
板面的磨光，在台灣是以烏賊草沾茶油
在板面磨擦，在大陸傳統上是採芨草莖
沾植物油來使用。

2.紙張：宣紙、棉紙、玉扣紙、毛邊紙等。
以吸水性強、能保持水份，為選用基本
原則。

3.墨：為松煙、油煙、膠、水溶性染料的
混合。

刻印程序:
1.寫樣：將文稿謄寫在薄紙上。
2.校對：校正寫樣上文稿。
3.上版：木板上塗布薄層的米糊，再將「寫
樣」以有字的一面貼到木板上，輕輕摩
刷紙背有墨跡處，使其均勻轉印。紙乾
後，再以指尖揉刷最上一層的紙張，只
留下圖文墨跡的反紋在版面。

4.發刀：使用刻字刀，勾刻圖文的周圍外
廓，以放鬆木面，以引刀內移的刻法，
先刻豎線，然後將版橫轉，再刻橫線，
由左向右，撇、捺、勾、點，逐一雕刻。

5.挑刀：使用鑿刀挖除發刀與實刻之間的
空白處，以使字與線條凸起。

6.打空：圖文外的空白，可用半圓刃鑿鏟
除；也可用木棰輕擊鑿的柄尾，以助空
白處挖除成一淺槽。

7.拉線：使用直刃小刀，將版上四周的內
框及版面上的行格修整，使其內外分明
清楚。

8.校樣：在雕製印版的過程中，普通須經
過四度校讀。初校是在文稿繕成後校閱
修正，二校是在修改後上版前，三校是
雕版後初印的樣張，末校是在版片修刻
過後。如發現版上有錯誤，或刻行有破
損時，版面可予修補。如果錯在單字，
可用釘鑿將錯字切除挖空，再用棰嵌入
一塊楔形新木；如果錯誤較大，則須用
適當的木材鑲嵌，或將板木刨平重刻。

9.印刷：印刷前，須先修齊版片四周，版
緣鉋為小圓角，以免刮傷紙張，並應清
除版面木屑與紙屑，完成各項準備後，
置版片於工作台上，依序進行印製工作。
˙刷水墨：以圓墨刷，沾上水墨，在版
上凸刻處刷佈。

˙覆紙：將紙張依定位覆蓋在墨版上。
˙拓刷：使用「耙子」在紙背上輕刷，
版上刻字或圖書的正像即顯現於紙
上，隨後將紙自版上揭下，置於一旁
晾乾。
如此，重覆操作，直到印滿足夠的份
數。印完後，版片可以儲藏起來，以
備日後重印之需。

台灣雕版印刷的技術擴散與應用
雕版印刷在台灣，自漢移民來台，承

襲了中原本土的雕版印刷傳統技法，無論
官府刻版、大陸書版，以迄民間松雲軒刻
印坊的開辦，均開啟了印刷出版事業在台
灣的發展歷史，對於啟迪先民、促進民生，
應具潛移默化的影響力。

延自日治時期，引進西方印刷技術，
石版、活版逐漸取代雕版書籍的市場。然
而就民間日常生活的需要，除了知識傳播
用途之外，宗教信仰更延續了雕版印刷在
台灣的生命力，藏富於民的地方特色與民
間需求，促使結合了歷代寫工、雕工與印
工的智慧與經驗，將此工藝從雕印書版延
伸至水印年畫及民俗版畫與藝術創作等多
元豐富的用途。

文建會在台中設立的「台灣傳統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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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室」，所規劃展出的幾項主題，則具體
展現出了雕版印刷在台灣的技術擴散與應
用：
「文字遊藝」：以典藏插圖、遊戲字樣、商
標文件，展現台民育樂活動與精神生活的
片斷。
「神禡籤詩」：以神佛圖等宗教晝、寺廟籤
詩，呈現台民生活中的信仰與應對進退準
則。
「符籙紙錢」：以金銀紙錢、法術符金，表
現出民間造形的美感與宗教神秘。
「糊紙版畫」：以木版水印的版晝，糊成立
體的造形，用為敬天法祖、慎終追遠的紙
具。

此外，由書籍出版所匯聚的愛書、藏
書人士，日治時期以來「藏書票」的發展，
亦有許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法的展現，足見
雕版印刷在台灣擴散與應用的多元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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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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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藏版機構
台灣省文獻會
台灣博物館
台中文英館
國家圖書館
世界宗教博物館
巴蜀文教基金會
台南德化堂
台中筱雲山莊
澎湖文石書院
台南延平郡王祠

四、計畫成果自評
˙研究成果，釐清台灣雕版印刷發展的歷
史綱要與脈絡，有助於後續深入探討的
基礎。

˙研究過程走訪大多數藏版機構，並拍攝
史料，拓本，對於史綱整理具有啟發性。
少部份藏版機構，未及探訪，當力求補
足；後續深入研究時更當以此基礎積極
開拓更多藏版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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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並討論其中相關機材文物，以
照片圖錄整理為「認識我們的雕版印刷
技術」簡要圖文手冊，建立了考證的基
礎。

˙本研究進行的同時，另獲傳統藝術中心
的支持，由初步研究成果與田野調查內
容，拍攝完成 16mm 紀錄影片，是為以
影像發表模式的一個嘗試。

˙研究在德化堂所發掘文物，部分有書無
版，部分有版無書，均為進一步研究的
重要線索，如何保存書、再製版或保存
版、再製書，以利文物保存與流通，引
發更多人的研究興趣，刻正為研究者思
考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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