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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帶來人類資訊存儲和傳播方
式種大改變  

•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包括造紙、印刷、火藥及指南
針。其中印刷術大幅促進人類文明史的發展。 

• 培根在歐洲活字印刷術發明後大約一個半世紀指
出：「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效能
和後果，這幾點是再明顯不過表現在古人所不知，
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還曖昧不彰的三種發明上，
那就是印刷術、火藥和磁石，因為這三大發明改
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 

• 印刷術帶來人類資訊存儲和傳播方式種大改變，
這種變革逐漸擴展到幾乎所有民眾的知識獲得與
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 



歐洲印刷術的出現  

• 印刷術在歐洲出現於15世紀中葉。之所以
稱之為出現而非發明或誕生，是因為根據
到目前為止所發現的史料，還不能排除它
是否就是從早就原創性地發明了雕版和活
字印刷的中國傳入的，因而不能武斷地聲
稱歐洲在明，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像古騰
堡這樣傑出的手工匠很可能受到了中國印
刷物的影響或啟發。但是，種種跡象表明，
中國的印刷品和印刷思維的確到達了15世
紀以前的歐洲。 



歐洲書冊的出現 

• 把紙草或羊皮紙垂直折起形成書頁(codex)。而此
前的書都是卷軸形式的。人們把這一發明歸功於
基督徒，這種形式可以盡可能多的在一本書內增
加福音書或使徒書，形成成體系的宗教經典。這
種形式在四世紀的時候開始被異教徒所採用。歐
洲的知識階層進行書籍的製作和傳播則始於希臘
時代。黏土和石頭是如今所能獲得的他們最早使
用字母的證據。後來採用的更為輕便的材料是來
自埃及的莎草紙以及牛皮紙和羊皮紙。 

• 在西元世紀時出現了書籍的手卷本形式，也就是 



硬筆寫本 

• 歐洲自開始即使用硬筆書寫，從蘆葦桿、
鵝毛、沾水筆、鋼筆到圓珠筆等。 

• 在敦煌截至目前為止大約發現了兩萬件硬
筆書寫文獻，大量的敦煌古代硬筆寫本的
發現，通過敦煌吉代硬筆寫本的研究，不
僅認識到漢、唐、宋、元硬筆書法延續存
在的事實，而且進一步發現硬筆書法原來
是貫通我國書法史全程，硬筆本為自古所
慣用者。 



鵝毛筆 

 



鵝毛筆及沾水筆筆尖 

 

 



漢代竹圓椎筆 



東周時期已頗流行之單尖葦管筆 



7至8世紀的紅柳木筆 



3至4世紀使用之双尖葦管筆 



12世紀之双瓣合尖竹管筆 



歐洲的手抄本時代 

• 中世紀的手抄本時代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
階段，修道院時期和世俗時期。 

• 修道院時期指的是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2

世紀。書籍的傳播是極其緩慢的。修道院
的抄書活動一直持續到16世紀。 



手抄本的世俗時期 

• 12世紀時城市已經在西歐逐漸興起，尤其是大學

的建立進一步推動了一個新的閱讀階層的產生。
人們心智生活的中心開始移出修道院。學者、教
師、學生和各種工匠一道構成了一個活躍的書籍
流通體系，開始了手抄本的世俗時期。對書籍生
產要求最為迫切的是大學，大學急需為學生和教
師提供各種參考圖書的圖書館；教師的講課稿需
要發表以作為學生的課本；學生的聽課記錄有的
也要流傳下來；為了便於攜帶，圖書的開本也需
要改進。 



手抄本書寫材料 

• 書寫材料是手抄本時代的一大難題。基督
教的僧侶們一般不願再用紙草來抄寫他們
的經典，羊皮紙和牛皮紙是他們最重要的
書寫材料。它們質地很好，但也頗為昂貴。
紙的價格只是動物皮紙的一個零頭，但是
直到15世紀，紙並沒有佔據足夠的優勢來
代替羊皮紙，最大的可能還是因為供應不
足。 



歐洲雕版印刷術與活字印刷術  

• 在歐洲，雕版印刷術與活字印刷術出現的
時間相差不多，但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
活字印刷術在印製文字中就佔據了絕對主
導的地位。  



中國的活字印刷情況 

• 中國的情況是活字印刷技術儘管有不小的進展，
卻始終不成氣候。 

• 其一，中國長久以來的經典的概念使得付印者力
圖保存雕版印刷時使用的刻板，以免訛傳，並可
隨時增印。而活字版則十分容易把字誤植造成文
本的失真，並且一般一侯印刷完畢必須拆版，以
便後面的印刷能繼續使用那些活字。 

• 其二，利用活字印刷的初期必須製作大量的字型，
其投入相對於雕版直接刻印是十分巨大的。  



• 其三，活字印刷術的技術要求比雕版印刷術的技
術要求高得多，它至少比雕印術多了製作字模，
鑄造活字，排版等較高的技術環節。而雕印只須
刻板和印刷兩大技術步驟就可完工，適於推廣。 

• 其四，中國古代對書法藝術的崇尚或許也在某種
程度上阻礙了活字印刷的推廣。 

• 其五，因為漢字複雜的文字結構不像字母文字那
樣適合活字印刷。 

• 其六、中國沒有發明適合金屬活字印刷的油墨，
中國的水墨只適合木刻出。雕版印刷，對金屬表
面來說它會縮成一些小水珠，受壓時會從邊緣擠
出。 



歐洲的雕版印刷術 

• 目前也無法精確地說明歐洲的雕版印刷究
竟在何時何地最先出現，以及它的原始狀
態如何。 

• 當前發現標有確切年代的彫版印刷品是印
於1423年的聖克里斯多夫(S. Christopher)

像。這類印刷品基本上在德國南部、威尼
斯和佛蘭德生產。其內容都是宗教性質的，
一般都是因陋就簡地印製出來。 



歐洲活字印刷術的出現  

• 古騰堡進行了活字印刷的實驗，首先是木活宇， 他發現
較大的本活宇可以排版印刷，但作小號的不活字十分困難， 
而且木塊沒有足夠的強度，於是改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 

• 1448年，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 他的活
字印刷術是包括鉛錫銻合金。包括製造活字、油墨、印刷
機三項發明。 

• 這一發明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它
標誌著人類掌握了文字資訊的大批量複製技術，使知識、
思想、宗教、文化有了傳播的載體，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
教育的條件，更使各種典籍得以廣為傳播並流傳至今，對
歐洲文化的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西式印刷術分類及凸版印刷 

• 綜觀各種印刷方法，按其印版上印紋著墨
情形之不同，概可分為凸版印刷、凹版印
刷和平版印刷等三大類。 

• 1.凸版印刷是由古代拓碑、木版印刷，及膠
泥、木刻和鉛鑄活字等活版印刷演進而成，
以其印版的印紋著墨部份是凸起而名。 



 



凹版印刷 

• 2.凹版印刷如銅版印刷和鋼版印刷及影寫版
印刷等，因其印版著墨的印紋部份都是凹
陷於版面之下的原故，所以後來乃統稱之
為凹版印刷。其中鋼版和銅版印刷，以其
製版至為困難，仿冒較為不易，故自從十
五世發明以來，其用途大多數只限於印製
鈔券及有價證券方面。。 





平板印刷 

• 3.平板印刷起源的時印方法，自十八世紀末葉發
明以來，雖然一度頗為盛行，但目前除製作時印
版畫藝術用途外，已很少使用。 

• 珂羅版亦稱為玻璃板亦屬平版印刷一種的耳，雖
早於十七世紀中葉已經發明，亦因受其印版耐用
程度和印機速度的眼制，目前除偶爾供印連續版
調的古人書畫以外，以及少使用。 

• 使用鋁或鋅等薄型金屬製版之普通平版印刷，因
版面印紋和無印紋部份幾乎相平，是利用水與油
脂不能混合的原理及化學方法來製版印刷。 



 



鉛印之傳入  

• 鉛印於清嘉慶十二年（1807）首次傳入中國，至成豐十年
（1850）才具規模。在這五十餘年當中，首先是英國倫敦
佈道會派駐中國的牧師摩立孫（Robert Morrison） )因
傳教需要大量中文聖經。摩立孫先在廣州和澳門等處僱工
刻字， 那時清廷對外國人在中國傳教眼制極嚴。因為事
機不密，被官方所知，刻字的工人恐禍及本身，便將己刻
好的活字母全部焚毀，因此中途而廢。 

•  過了七年（1814），摩立孫牧師才收得教徒刻字工人蔡
高，遂派遣助手米倫（Dr W. Milan） 偕蔡民間赴新加坡
麻六甲設立印刷所，專門刻印中文聖經。到了嘉慶二十四
年（1819）才印成了第一部中文新舊約聖經三百萬本。 



• 其次為英人馬士曼(Dr. J. Marshman〉在嘉慶二
十年（1815）於星加坡檳榔嶼譯印中文新舊約聖
經，委託托馬斯（P. P. Thomas）在澳門鐫刻字
模，澆鑄鉛字，以供印刷中文新舊約聖經之用。 

• 中國文字繁複，鐫刻困難，美國教會乃於道光十
四年（1834）於中國當地購買一套中文木活字運
到美國休士頓澆鑄中文鉛活字，然後運回中國專
供印刷教會書報之用。  



• 道光廿四年（1844），美國長老會在澳門設花華聖經書房，
第二年遷往寧波成立美華印書館，聘請技師（Richard 
Cole）在香港鐫刻字模，澆鑄成鉛字。字體的大小，相等
於現在四號字，在中國被稱為「香港字」。 

• 對中國鉛印貢獻最大的，首推美國長老會於咸豐八年
（1858）所聘駐中國的技師干布爾（W. Gamble）。他
在主持美華印書館期間，從事鉛印的改良。首先干布爾首
先參照日本人井上尾壽在日本製成的電鍍銅模，依照英文
鉛字種類的體積，用電鍍方法製成老宋字模頭號至七號共
七套，用以鑄造鉛字。其後中國鉛印用字的大小，概以此
為標準。 



鉛印概述  

• 凸版印刷（Typography or Letter Press 
Printing），係指印版可著墨之印紋部份，
都是凸起於無印紋部份之上，無印紋部份
則凹陷於印紋之下，故印刷時油墨只能滾
粘在凸起之印紋部份，而不能粘著在凹陷
的無印紋部份，所以經用紙張滾壓以後，
紙面即可印出印紋，至其無印紋部份因滾
不到油墨，所以紙面即是空白的，用這種
印紋部分凸起的印版來印刷的方法，就叫
做凸版印刷。 



• 鉛印凸版印刷所用的印版，文字部份是用
鉛字排製，其遇名人題字及圖片等最初是
用木刻印版拼組而成。十九世紀中業照相
製版方法發明後，遂改用照相與腐蝕的方
法所製得的線條及網點銅版或鋅版（Zinc 

Block）印製，後來有使用電子掃描的方法
鑽刻成的金屬或塑膠凸版代替，與鉛字一
併拼版印刷。 





 







鑄字 

• 鉛字是利用銅模(Matrix) 和鉛、銻、錫等三
種金屬融鑄而成。其中所含的銻有增加鉛
字硬度的功能，而錫則可提高其合金的液
態，使鑄成鉛字的字面叫平滑。所以如需
鑄製字體較小的鉛字及需使其品質較為良
好耐用者，可酌予增加其所含銻錫的成份。
鑄製鉛字所用的成份，最好為鉛76%、銻
17%及錫7%左右，則其效果最為良好o 



凹版印刷  

• 凹版印刷（Intaglio Printing），係指印版之可供
著墨的印紋部份，都是凹陷在版面之下，其無印
故部份則平滑整齊，印刷時先將油墨滾在版上，
隨將其無印紋部份版面粘著的墨膜揩抹乾淨，再
鋪上紙張，接著用較大壓力將凹陷印紋部份所粘
著的油墨壓印在紙上。 

• 凡是用這種印紋部份凹陷的印版來印刷的方法，
皆稱為凹版印刷。同時，這種印刷的方法，因為
皆由印版直接印在紙上，所以是屬於直接印刷的
一類。 



凹版印刷分為兩大類  

(1) 銅版印刷及鋼版印刷 

    銅版印刷（Copper Printing）和後來改良印版
後之鋼版印刷，二者除了所用的版材有銅鋼之別
及其製版的方法各有不同以外，至其印刷方法則
完全相同的。 

(2)影寫版 

    影寫版印刷( Phogravure ) 這兩類印刷的方法，
因為凹陷的印紋部份可粘藏較多油墨，故其紙面
印得的墨膜是凸起的，而且後者的墨膜間還佈有
十字布紋，這就是影寫版的特徵。 



凹版之製版  

(1)銅版之製版 

   數量不超過五百張的凹版印件，通常可用
十八號(0.049吋)的純銅版，並利用人工雕
刻和腐蝕的方法，直接刻製成一塊印版，
便可逕供印刷之用。 



鋼版之製版  

• 印數多至二千五百份以內的商業凹版印件，
則須改用質地較軟的的鋼版刻製製，然後
用「焠火J （Quenching）的方法加熱至
高溫再驟行冷卻，使其鋼版的表面硬化後，
再行印用，則其印數可較銅版者多。  



印數很大的有價證券凹版印件  

• 不能用上述刻好的銅版或鋼版直接用於印刷。雕製這類鋼
版的方法則完全不同， 它是分用幾塊性質較軟的的鋼版，
利用雕刻和腐蝕的方法，先自其整個圖案分別刻成花邊、
花角、花心、景物、人像或文字等個別的鋼版，經過焠火
把這些刻有個別圖文的鋼版使之表面硬化，再利用「過版
J（Transferring）的方法，將這些表面硬化後之鋼版上
面的凹陷印紋，分別滾壓過在幾個軟質鋼輥（Steel Rolls）
上，繼將這些鋼輥焠火使之表面硬化，然後把它上面之圖
案和文字的凸位，對準拼壓過在一塊較大的軟質鋼版上，
再經焠火硬化後，即成為一塊滾壓有完整圖案和丈字的凹
版鋼質母版。 



影寫版之製版  

• 又叫做照相凹版，是用一種經過重鉻酸鉀溶液感
光處理過的膠紙（Carbon Tissue），次第用影
寫版網線玻璃和連續版調正片分別曝光後，隨將
其粘貼在打磨乾淨的銅版或銅質滾筒上，再浸在
溫水裏予以顯像，使其未受光波感應的膠膜溶解
洗去，然後用波美43度以下五種不同濃度的氯化
鐵溶液分次予以腐蝕，則其溶液即可滲透其自薄
而厚之硬化膠膜而將其銅版侵蝕成深淺不一的印
紋，於印刷時便可滾粘厚薄不一的墨膜，用鋼片
將其無印紋部分墨膜刮淨後，即可印出濃淡無間
的畫面了o 



印刷效果  

• 銅版印刷，因為它的線條精美，且難假冒，故用
來印製政府有價證券及商業憑證典文具等印刷品
之 用 。 

• 銅版印刷和鋼版印刷，圖案和畫面的深淡，都是
用粗細和深淺不一的線條來表現，線條細而淺的，
粘藏的油墨是因較薄，故其印得墨色即較淡，線
條粗而深，粘藏的油墨便較厚，故其印得墨色則
較深。 所以當畫面有光暗深淺連讀無間的版調時，
即不能用這種方法來表達，而須改用影寫版印刷
的 方 法 來 代 替 ， 始 能 收 效 。 



影寫版印刷效果 

• 影寫版的製版過程雖然亦較其他方法為複
雜，且其製版成本亦較平版和凸版者為高，
故不宜承印數量較少的印件。但是它亦有
很多優點，因為這種印刷對畫面的光暗深
淺是用墨膜的厚薄來表現的，所以印得的
畫面較之平版和凸版者更富有深度和立體
的感覺，故凡遇精美彩色畫刊和帶有藝術
性質的印刷品，無不採用影寫版印刷，其
效 果 之 精 美 實 無 出 其 左 右 者 。 



凹版印刷之傳入  

• 中國的銅版印刷方法，最初是王肇鈜於光
緒十四年（1888）學自日本。其後於光緒
三十一年，上海商務印印書館和江海關印
刷所印刷所相繼聘請日本技師和田璊太郎
和三品福三郎等傳授銅版雕刻印刷。  



鋼版印刷之傳入  

• 清朝北京財政部印鑄局亦於光緒三十四年
（1908）聘請美人海區（L. J. Hatch）教
授鋼版雕刻和過版及凹版印刷等技術，並
採用萬能雕刻機（Geometrical Lathe 

Machine）和四角平檯凹印大電機，以供
印製郵票等用途。  



影寫版印刷之傳入  

• 影寫版的印刷，肇始於民國六年（1917）
英人在上梅發行用影寫版印刷的歐戰宣傳
畫報。民國十二年（1923）商務印書館聘
請由日本返國的德國技師梅涅卡（E. 

Heinicker）傳習影寫版方法，民國十四年
（1925）商務印書館由上海英美煙草公司
轉讓購得影寫版製版設備和彩色影寫版輪
轉印刷機一部，並用影寫版印刷商務印書
館自行出版的東方雜誌之封面。 



平版印刷概述  

• 平版印刷( Planography )用的印版，其印紋部份
和無印紋部份是幾乎彼此相平的。製版時，因為
印紋部份上有一層富有油脂的墨膜，而無印紋部
份的膜間則上有一層可吸收水份的膠膜，印刷時
先滾抹上一層水份，繼滾上一層油墨，則無印模
部分版面的膠膜便可吸收水份以拒粘油墨，而印
紋部份預先上的墨膜則可掛斥水分而粘著油墨，
繼可直接印在紙上，或先印在橡皮布上再轉印在
紙上。 凡是用這些印紋與無印紋部分相平的印版
來印刷的操作，就叫做平版印制。 



• 平版印刷是由最初的石印演進而成，後來
發展用鋅和鋁兩種金屬薄版曬制而成的平
面版和平凹版，及於十七世紀中期發明用
玻璃版製成的珂羅版(Collotype) 等，因為
印紋和無印紋部份都是相平的，故俱屬平
版印刷。 

• 平版印刷全是用油脂與水不能混合的原理
和利用化學方法為主，故與凸版和凹版兩
種印刷之純用機械壓印方式顯然不同。 



不同平版印刷方法之比較  

• 石印和珂羅版印紋上的墨膜，直接印在紙
上，故屬直接印刷。平面版和平凹版印紋
上的墨膜，則須先印在橡皮布上，隨再轉
印在紙上，故屬間接印刷。 前者印版須與
紙張接觸，故壽命短：後者印版與紙面不
發生磨擦作用，雖其印版的印紋極為薄弱，
但其耐用程度則遠較為高。 



不同平版印刷方法之比較 

• 石印和珂羅版印紋上的墨膜，直接印在紙
上，故屬直接印刷。平面版和平凹版印紋
上的墨膜，則須先印在橡皮布上，隨再轉
印在紙上，故屬間接印刷。 前者印版須與
紙張接觸，故壽命短：後者印版與紙面不
發生磨擦作用，雖其印版的印紋極為薄弱，
但 其 耐 用 程 度 則 遠 較 為 高 。 



• 在這四種印版當中，珂羅版的印紋因為是用墨膜
的厚薄來表現其畫面光暗深淺故而且又屬於連讀
版調的，所以所印得的景像幾可與原稿相仿。用
於印製碑拓、字帖或真跡時，能充分表現原稿的
光暗深淺，故有人稱珂羅版的印刷成品僅次真跡
一等，故現在仍有人用珂羅版印刷富有藝術性的
版畫等。石印方面，目前除用於印刷藝術版畫等
外，已不使用石印。 

• 鋅與鋁兩種屬於普通平版印刷用的平面版和平凹
版，旣可利用照相製版，而且又價廉物美。 



石印  

• 1796年時，德國人塞涅裴爾得為印行他所寫作的

樂譜，發明石印。碳酸鈣石版對油脂具化學上的
親和性，而且這種石版有無數小孔，如用水份抹
在石版上面，即可吸收水分，可使石版版面保持
潮溼至相當的時間而不乾躁。 

• 先將含有油脂的墨汁繪寫在已研磨乾淨的石版版
面，而這些繪有油脂的印紋便可粘著油墨而拒斥
水分。未繪有油脂的版面，因吸收水分而拒粘油
墨。版面事先用水使之潮溼，即可用墨棍將版面
繪有油脂的印紋部份滾上油墨。 



• 也可用流質的油脂繪寫印紋在一種特製的
紙上，然後再把它轉印在石版上面，即可
免去直接在石版上繪寫反紋文字或圖案的
麻煩，使印紋轉印在石版上面以後，如用
濃度極低的硝酸溶液在版面稍作腐蝕，再
塗佈一層阿拉伯膠液於版面，則其印成品
尤為清晰精美。 



石印本 



珂羅版  

• 珂羅版用玻璃版作為版材，先用金剛砂粉
末和水研磨產生很細的微粒，經洗淨並上
一層矽酸鈉調成的底膜以增加其對感光膜
的粘著作用以後，即可把版放在烘箱內予
以烘熱，並用明膠、重鉻酸鉀、鉻酸鈉和
熱水調成的感光膜溶液刮佈在整塊版面，
隨任其在烘箱內烘乾後，再任其在箱內逐
漸冷卻。 



• 版面光膜烘乾冷卻後，先可與連續版調負片貼合
放在曬架內用陽光曝光，以產生能粘著不同份量
油墨的版面，然後將其版背用陽光作全面照射，
使其感光膜底都能普遍硬化，以免為水份膨脹，
同時並可增加其感光膜對版面的粘著作用。 

• 感光膜經曝光後，應立即豎立浸在清水內約四小
時予以洗膜，俾將膜內所含重銘酸鉀完全洗去，
及至其棕黃色澤失去及其硬化膠膜稍告凸起並將
其晾乾乾後，即可供印刷之用。 



• 其法為用甘油與水合成的溶液倒在版面予
以濕膜，及至其版面膠膜凸起再降低平伏
時，即可將濕膜溶液滴去抹淨，然後滾上
油墨，則其感光硬化較多的膠膜，便可粘
著較厚的墨膜，而感光較少的膠膜，則可
吸水較多而粘著較薄的墨膜，經滾印在紙
面以後，即成為有連續版調的珂羅版印件。 



珂羅版  



平凹凸版三種印紋的辨別  

1.凡是線條上所印油墨有堆起現象者， 即為銅版或
鋼板印刷。  

2.凡是畫面遍佈稀疏的紗布白紋而墨膜叉厚薄不一
者，暗部較厚，光部較薄，則為影寫版印刷。  

3.凡是線條和網點之中心部份的墨色與其邊緣部份
的濃淡相同者，郎為平版印刷。 

4.凡其紙背凸起，及其線條與網點之邊緣部份的墨
色較其中心部分為深濃者，則為凸版印刷。 



西式裝訂  

• 1825年全革裝文庫本，銅版畫四張 



• 1845年漆皮精裝 



• 1859年布面精裝 



西式裝訂書籍各部份的名稱  

1.封面(Book Side): 書本之最外側部份，常印有書名、圖案，
又稱書皮。 

2.開書端(Fore Edge): 翻閱書本而使開口的一端，為書背之
反方端，叉稱書口。 

3.書背(Book Back):開書端之相反一方，為各摺帖缀訂，上
膠的部份，且常印有書名。 

4.書身(B∞k Body):除封面外各摺帖所構成內文部份的整體總
稱。因此有時稱書身厚度(Book Bulk) ，乃指不包括封面
而言。 

5.天邊(Book Head) :書名正紋時，書身的上方一端。 

6.地邊(Book Tail): 書名正紋時，書身的下方一端。 

7.折書溝(Book Groove): 精裝書的裱式封面，大都於封面和
書背緣之交接處，壓成凹陷溝狀稱之。 



8.書耳(Book Edge):折書溝靠近書背壓向兩邊所凸起之部份
稱之。 

9.書角(Book Corner):封面、封底而靠近開書端處的四個角
稱之。 

10.封面包角(Side Corner):封面四個角部份，用厚紙或布質
以包成三角狀，藉以保護書角的完整性的。 

11.書背封面繼接部(Outside):書背加上背皮或背紙時，且延
伸到封面的部份。12背帶(Back Band ):書背面凸起的帶
狀筋，為書頁所穿出後集中而成。 

13.花布(Head Band):書身背部靠近上下兩端所裱貼的捲花
布邊o 

14.書套(Book Jaket):夾套於封面外部的包裝物。 

15.書帶(Tassel):藉以夾隔書頁的小絲帶。 

16.內折縫(Cutter):書身內頁與背部、封面內的折縫處。 



17.封裡餘邊(Square Margin)：封面大於書身，封裡多出書
身空白的部份o 

18.封裡餘頁(Fly Leaf):封面與書身間，靠近書身方之封裡紙
稱之。 

19.封裡紙(End Paper):藉以結合書身和封面之內襯紙。 與
書身方之封裡餘頁之總稱。 

20.封裡餘紙(Fly Paper):介入封裡餘頁，與書身間之餘紙稱
之。 

21.扉頁(Title Paper):開示標題、書名之扉頁。 

22.反摺部(Book jaket inside):封面或活動書套，反摺到封
面內側的部份o 

23.封帶(Book Band):夾套在封面上的帶狀紙條。 
 



西式裝訂的種類  

若以書冊之完成裝訂而言，因製作的方式、
目的和外觀之不同大致可分為二大類。 

1.平裝本：包括穿線平裝、縫線平裝、縫線
騎馬裝、鐵釘平裝、鐵絲奇馬裝、活頁裝、
機械裝、膠裝等。 

2. 精裝本：包括圓背精裝本、方背精裝本、
軟背精裝木、硬背精裝本、腔背精裝本等。 





各種常用的裝訂法  

1.平釘裝訂(Side-wire Binding): 

    為一種應用範圍最廣的裝訂方式，常以金
屬絲線為主或尼龍絲線、棉線為直線結合
之材料，於書身的裝訂線處採穿釘或綴線
的方式，以達到結合各書帖成一完整書冊
之目的。因此可說是一種極為捷便的裝訂
法。 



2.騎馬釘裝訂(Saddle-stitch 

Binding ) 

• 為一種較快速的裝訂方式，配帖時將各摺
帖或摺頁從中央打開依次把各帖夾套在一
起，再於書身展開的中心線(裝訂線處) ，由
外向內採貫穿式的裝訂結合，因此在書帖
數 上 需 少 些 ( 3 、 4  帖 以 下 ) 。 





白絲和紙紐 





3.膠裝裝訂(Adhesine Binding)  

為一種無線穿釘的裝訂方式，僅用膠著劑接合各書帖而成一
書冊者，因此在製作上易產生摺帖和封面黏合的歪斜，且
若翻閱角度過大時則書背易裂開、脫頁的缺點。 

其膠背之作法大致有兩種： 

a.鋸切式： 

   利用刀鋸把書背刮成粗糙面或鋸切以缺口再灌膠，藉以增     
加膠劑和紙邊的黏著面積，而更能加強書背的牢固性。 

b.切斷式: 

    書背修切平整後，直接在平整的書背面上塗佈膠著劑的方
式。多用於膠裝活頁紙、小冊子。若用於書由時為增加其
牢固性，有再表貼以背紙或背布紗，最後再黏被封面。 



4. 活頁裝訂(Loose-leaf Binding)  

為一種訂合後還可以單頁個別取出或分開使
用的裝訂方式，多藉著各種夾具或暫時固定
的裝置，以把各散頁聚合在一起，故此法能
隨時增減頁數和完全攤平之翻闋的優點。若
依固定方式之不同其種類有: 

a.螺旋式裝訂法： 

   於裝訂邊用打孔機成連續列孔，再以螺旋 
狀線圈穿旋連貫起來。多採用塑膠線圈或包
線金屬線圈。 



b.爪背式裝訂法： 

   以爪狀和環夾入紙張之孔洞以達固定之作
用。 在爪背之材質構造上又有連背式爪訂、
個別式爪訂等。材質有金屬爪、塑膠爪等。 

c.夾背式裝訂法 

   利用各種固定的夾具，可將書背訂、夾住
的一種裝訂方式。其常用之種類有U型鐵夾、
套環夾、柱釘等。 



5.綴線裝訂(Thread Sewing 

Binding)  

為一種牢固性較好的裝訂法，利用線材(棉線、麻線、
化學絲線)把各書帖連綴起來，由於所用的線材因較

具柔軟、富彈性，故於書的使用性和翻閱性好且不
易脫頁、撕裂，故精裝本之書身大都採用之。 

依其綴線方式之不同可分為兩類: 

a.穿線裝訂： 

   用線穿縫於各帖背之中央摺疊線，並連綴縫合各  

摺帖的一種綴線訂法。 其中又有普通穿線法、綴帶
穿線法二種。 



• b.縫線裝訂： 

• 於裝訂線處用絲線採上、下貫穿首、末頁
的一種裝訂方式，此法之應用時書身不宜
太厚或者有在絲線上塗臘者以防磨擦。 



缝線裝訂 



六、精裝裝訂( Perfect Binding)  

    是一種製作程序繁雜、外型較為精緻、美觀(尤指
封面之製作) ，且特別具有使用性、保存性的裝訂法。
它和平裝本最大之不同有：書身採穿線訂、封面用
裱合紙板且多採三片式、且有封裡紙之製作，封面
比書身大，封表和書身端面的裝飾加工等。  

    精裝本因製作之方式和使用之目的不同，可分有： 

1.依書背之不同有：圓背(硬背、軟背、腔背)、方背、
方溝背。 

2.依封面之不同有：厚質封面、薄質封面。 

3.依折書溝之不同有：寬溝式、窄溝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