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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綴訂的方式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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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在圖書修復裝訂的過程中，配合選用正確的綴訂方式，是足以影響圖書往後延長保存年限的

重要因素。本文內容便是以圖書各種綴訂方式作為論述範疇，並以文字、圖片相輔說明，使複雜

的圖書綴訂走線更能簡明呈現而讓人了然易懂，對圖書典藏者及愛書人在處理圖書裝訂及維謢工

作上而言，是有正面效益的。 

A wise decision of selecting proper method for coil binding will definitely 

prolong the life of book restoration.  This article will treat all aspects of coil 

binding with a variety of illustration to make clear and easy to comprehend. The 

article is highly valuable to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of book restoration and people 

who love in book collection, in the field of booking binding and restoration.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維護；圖書裝訂；圖書保存；圖書修復；圖書綴訂；科普特裝訂 
 Book Preservation; Book Binding; Book Conservation; Book Restoration; Coil Binding; 

Coptic Binding 
 
壹、前言 

圖書文獻以繩線綴訂防止散落，其

法起源甚早，在中國可追溯至遠古時代

文字尚未發明前，人類以實物來表達思

想之時期，雲南地區便有景頗族人，會

將情人所熟悉之各種樹葉，以花線捆紮

包成一束防止散落，送給對方以表達愛

慕之意，並作為定情信物。繼實物表達

時期後，人類又發現可利用代表實物之

圖畫來傳達思想，日久之後，圖畫乃逐

漸蛻變簡化，而成固定形式之圖案符

號，是人類最原始之象形文字。 
有了文字就必須要有書寫材料，在

殷商時，人們是以龜甲獸骨作為書寫材

料。「甲骨文」又名「契文」，是殷代一

種檔案文書，在龜尾右下方，常可發現

刻有「冊六」、「綸六」、「絲六」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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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此字樣乃龜版編號，其作用在排列

有序，龜甲中央有孔，以韋編貫穿其

間，可防龜甲散亂，此與後代冊葉以線

綴訂亦有同功之妙。至春秋戰國時代，

竹木簡盛行，當時人著書立言，多以此

為書寫材料，每當一篇寫畢，便用絲、

麻、皮質料之繩，將「簡」綴編成一長

幅，圖書基本形制因而產生。 
到隋唐時，因紙張發明，進而影響

中國圖書裝幀形式之演變，此時卷軸、

葉子興起，取代竹木簡，惟仍難脫繩線

綴編之窠臼，陳祚龍《敦煌學要籥》

中，便以近代由敦煌石室中，所發掘之

唐代諸多實物，考證當時圖書裝幀形式

云：「如為卷子則於其上加一絲綿細帶

（成五彩細帶），以便捆合；如為冊子

則多以線訂合（以線由葉子中間綴訂各

葉成冊）」。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也記載：

「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茍不逸去，

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

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

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

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

弊也。」。按「縫繢」之意，所指是以

針線連續綴訂書背。在敦煌遺書中，所

呈現之縫線方式，一般有三種，一為書

葉較厚，對折後折縫沾粘集在一起作書

背，後因沾粘處脫落，再用麻線縫住，

此種縫法隨意性很大，沒有規律，有僅

縫一點，也有縫上下兩端，還有整個書

背用線綴訂，在中國大陸、英國、法國

國家圖書館所蒐藏之敦煌遺書中都有發

現，此可說是線裝書籍的雛形；二為書

葉較薄，對折後折縫集在一起作書口，

加上封面紙，與書口相對一側，打三眼

訂線，其特徵除三眼外與明清之線裝書

沒有多大區別，可說已完全具備線裝書

的特徵；三為書葉較厚，幾張集在一

起，對折成一帖，數帖集中在一起，以

折縫處作書背，用麻線反復穿聯綴訂，

若依《墨莊漫錄》所記載「歲久斷絕，

即難次序」而言，以上裝幀形式應就是

「縫繢裝」。縫繢裝在中國古代唐朝時

期，雖然只是短暫的流行，但是隨中外

文化相互交流，中國書籍縫繢方式，很

可能便是藉由此傳到日本、中亞和歐

洲，而彼此影響書籍的裝訂方式，例

如：日本的「和式綴訂」，及西方書籍

的「鎖線綴訂」，都還能找到早期中國

縫繢裝和埃及科普特裝訂的部份影子。 

宋代時，由於卷軸裝的舒展不便，

而縫繢裝訂又與當時書籍印刷方式無法

配合，縫繢裝訂乃逐漸失傳，粘葉方式

之蝴蝶裝因而盛行。直到明代，以線綴

訂方式復又盛行，但與訂背方式的縫繢

裝並不相同，自明萬曆之後，迄至清末

三四百年間「線裝本」，完全取代中國

圖書裝幀形式。 
科普特裝訂﹙Coptic Binding﹚是

歐洲早期的一種圖書裝訂方式，其在西

元第二或第三世紀時，係由住在埃及早

期的基督徒科普特人，利用編織地毯的

技術及缝針，所創造出的一種綴訂技

術，早期應用於紙草紙文獻的裝訂；接

著羊皮紙的廣泛利用，取代了紙草紙

後，科普特裝訂仍然接續被使用，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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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紙張主導了印刷的年代，這個裝訂

方式仍在世界各地被人們所使用（註

1）。至於改良後的西洋訂背式鎖線裝訂

﹙雖類似但不同於科普特裝訂型式，可

能受缝繢裝影響之綴訂型式﹚，於明代

時，便已進入中國，當時利馬竇、金尼

閣等從歐洲帶來用皮面裝訂的西洋印

本，紙白如蠶，兩面印刷，有的還燙金

帶銅鉤，蓋有教皇紋章，士大夫如顧起

元、李日華等見之後，詫為驚奇，但是

對中國書的裝訂，並沒有產生絲毫影響

（註 2）。至清末鴉片戰爭前後，西洋石

印、鉛印輸入中國，書籍報刊風起雲

湧，在社會上引起劇烈變化，西洋式的

鎖線裝訂才漸被採用（註 3）。以下便

就中西式書籍，在綴訂走線之種類與方

式上，進行研究說明。 

貳、唐代縫繢裝的基本走線
方式 

縫繢裝是在每帖書葉折縫處連綴，

為階梯式縫法。若以四帖四眼為例，首

先由第一帖折縫內部第一眼穿出，再穿

入第二帖第一眼中，再由第二帖第二眼

中穿出，再穿入第三帖第二眼中，再由

第三帖第三眼中穿出，再穿入第四帖第

三眼中，有如上階梯；然後再由第四帖

第四眼穿出，再穿入第三帖第四眼中，

再由第三帖第三眼穿出，再穿入第二帖

第三眼中，再由第二帖第二眼穿出，再

穿入第一帖第二眼中，有如下階梯，如

此反復上下階梯式縫法，直到兩條線頭

相遇打結。詳見圖示。 
 

 

圖一：縫繢裝綴訂方式﹙ㄧ﹚ 

 

圖二：縫繢裝結線方式﹙ㄧ﹚ 

 

 

 

 

圖三：縫繢裝實物﹙ㄧ﹚ 

資料來源： Bookbinding <http://idp.bl.uk/ 
chapters/topics/bookbinding/TH
READ-S5433-OPEN_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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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缝繢裝實物﹙二﹚ 

資料來源： Bookbinding <http://idp.bl.uk/ 
chapters/topics/bookbinding/TH
READ-S5433-OPEN_L.html> 

 
 

 

 

 

圖五：缝繢裝實物﹙三﹚ 

資料來源： Bookbinding <http://idp.bl.uk/ 
chapters/topics/bookbinding/TH
READ-S5433-OPEN_L.html> 

參、中式線裝的基本走線方式 

中國線裝形式，是經長時間發展改

進而流行，可謂是古本圖書裝訂中最進

步、實用及美觀，依其綴訂方式，又可

分為以下數種： 
一、宋本式綴訂法 

又稱「四針眼法」、「四目綴訂

法」，是一種較簡單且普遍的裝訂形

式。 
其四眼位置之確定，是先以書本尺

寸來考量「天地角」之距離，待天地兩

角針眼位置確定後，再將中段部分，以

兩針眼分三等份。一般天地角之長寬比

為 1：2，惟有時也須視書本幅面寬廣

稍加調整。 
 
 

 

圖六：宋本式綴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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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綴線穿入法（一） 

 

圖八：綴線穿入法（二） 

 

 

圖九：宋本式綴訂走線方式（一） 

 

 

圖十：宋本式綴訂走線方式（二） 

 

 

圖十一：宋本式綴訂走線方式（三） 

 

圖十二：宋本式綴訂完成後圖樣 

二、唐本式綴訂法 
此種裝訂方式，大都是用在幅面狹

長之圖書，其綴訂方法基本上是與「宋

本式」相同，差別只是在第二、三眼距

離較為接近，其封面題簽也需配合狹長

形幅面，相應為細長形。 
 

 

圖十三：唐本式綴訂法 

三、堅角四目式 
因在天地角內，各多打一眼加強綴

訂，故稱「堅角四目式」，也有依照針

眼數，稱「六針眼法」或「八針眼

法」。清代康熙時期，對珍貴圖書文獻

之裝幀，均採用此種堅角法，故也稱

「康熙式」。此種綴訂方式，大都用於

幅面寬廣之圖書，不但可強化堅牢書

角，且也有美化裝飾之用，幅面寬廣圖

書，若使用「宋本式」綴訂，則會顯得

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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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堅角四目式綴訂法（綴訂走線方式見宋

本式綴訂方式） 

 
四、麻葉式 

因綴訂完成之圖書，其綴線分佈形

狀如葉脈狀而得名，也稱「九針眼

法」、「十一針眼法」，每個麻葉由三個

針眼組成，此綴訂方法，是建立在「康

熙式」綴訂基礎上，再進行裝幀美化，

同時題簽也可貼近封面中央位置，更加

強其裝幀之美觀，此法較適用幅面寬廣

之圖書。 
 

 

圖十五：麻葉式綴訂法 

 

圖十六：麻葉式綴訂走線方式 

五、龜甲式 
此方法是由「宋本式」演變而來，

因綴訂走線形式，似龜甲紋樣而得名，

因有十二個針眼，又稱「十二針眼

法」。 
 

 

圖十七：龜甲式綴訂法（十二針眼法） 

 

 

圖十八：龜甲式綴訂走線方式 

六、線裝本的合訂式 
套書、叢書為免散失，而以合訂方

式綴訂，惟在使用與典藏上較為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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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是以宋本式綴訂法為基礎，進而發

展出以兩條綴線同時綴訂的一種奇特縫

法。 
 

 

圖十九：線裝本的合訂式 

 

 

圖二十：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一） 

 

 

圖二十一：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二） 

 

 

圖二十二：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三） 

 

圖二十三：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四） 

 
 

 

圖二十匹：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五） 

 
 

 

圖二十五：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六） 

 
 

 

圖二十六：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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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此類推以下各冊綴訂方式 
圖二十七：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八） 

 

圖二十八：線裝合訂本的走線方式（九） 

肆、日式線裝的基本走線方式 

此種綴訂方式，因在日本使用較

廣，故以「和式」稱之。 
一、普通大和式 

 

 

圖二十九：普通大和式 

係在書腦綴訂處打四眼，兩眼一

組，分兩組，每組穿綴線或綴帶後打平

結，題名簽可貼封面中央，為大和綴

（やまととじ）的一種。 
 

 

圖三十：穿綴帶夾板 

 

 

圖三十一：圓錐釘 

 

圖三十二：平目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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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普通大合式的走線方式 

二、四目大和式 
是由「普通大和式」美化而來，又

稱「四目騎線訂」，也是大和綴（やま

ととじ）的一種，共有八眼，每四眼為

一組，共計上下兩組，每組穿綴線或綴

帶後打平結。也有稱與「普通大和式」

之綴訂方式與打眼數相同，兩者主要差

別，是在綴訂完成後，綴線或綴帶打側

環結並將環處剪開，成四條結尾，此為

錯誤說法。 
 

 

圖三十四：錯誤的四目大和式 

 

圖三十五：正確的四目大和式 

 

圖三十六：平結法 

（是一種繩結形態對稱的基本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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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側環結 

（平結的一種，將一端繩子繞成一個環，

又叫側環結，也可當作蝴蝶結。） 
 
 

 

圖三十八：四目大和式的走線方式（一） 

 

 

圖三十九：四目大和式的走線方式（二） 

 

 

圖四十：四目大和式的走線方式（三） 

 

 

圖四十一：四目大和式完成穿線之封底 

三、和式綴訂 
也稱「綴葉裝（てつちょうそ

う）」，其綴訂方式有唐代縫繢裝的影

子，在每帖書葉折縫處打四眼，每兩眼

為一組，以一條綴線兩頭各穿一根縫針

綴訂，一折帖有四眼，總計有兩條綴線

四根縫針同時進行綴訂的一種縫法。四

根針帶線首先由第一帖折縫內部四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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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穿出，再各自穿入第二帖各眼中，

各組針線交叉再由第二帖穿出，再穿入

第三帖各眼中，各組針線再交叉由第三

帖眼中穿出，再穿入第四帖眼中，如此

循環至最後一帖，然後再將兩條綴線結

於最後帖之折縫處，見圖示。 
 

 

（兩條綴線四根縫針同時進行綴訂的一種

縫法，兩條綴線結於最後帖之折縫處） 
圖四十二：和式綴訂折帖的縫法 

資料來源：古文書の補修と取り扱い 

 

 

圖四十三：和式綴訂的結線方法 

資料來源：古文書の補修と取り扱い 

伍、西式打穿綴訂的基本走
線方式 

大都為期刊合訂改裝時採用，為暫

時性裝訂，貴重圖書是不宜採用此方

法，惟因其裝訂方式簡單，故臺灣日據

時期修裝西式圖書大都採用此法，一直

延用至今（註 4），而造成圖書嚴重二

次傷害。如今面臨圖書文獻數位流通趨

勢的需要，該類裝訂方式的圖書，在數

位化過程中，也常受制於裝訂方式的不

當，而在翻拍或掃描作業的過程中，常

需拆裝後才能完成數位化作業，因此在

拆裝的過程中，使得圖書再一次的受到

傷害，所以此種打穿綴訂方式，是不應

被鼓勵用在期刊合訂或圖書修裝上。 
一、打穿式基本綴訂方式 

一般有簡易三眼及五眼綴訂兩種，

該方法是由書背脊內 0.3 公分左右處打

孔，以麻或棉線為綴線，最前五頁及最

終五頁，不打眼孔但須以糊黏貼，打眼

孔之最前帖需用生棉紙補強，以備承受

綁綴線之壓力，穿線後之線頭須留 10
公分左右在切斷。 

 

 

圖四十四：打穿式三眼綴訂方式 

 

 

圖四十五：打穿式五眼綴訂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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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打穿式五眼綴訂方式（二） 

二、打穿式綴訂圖示 

 

圖四十七：依前圖方式綴訂 

 

圖四十八：將綴訂完成後之背脊毛邊裁去 

 

圖四十九：然後再以尺量出背脊長寬尺寸 

 

圖五十：再依前圖所量尺寸，等長及略寬 4 ㎝之

尺寸，裁量背脊紙 

 

 

圖五十一：將書背脊塗刷白膠 

 

 

圖五十二：再將塗上白膠之背脊紙黏貼上背 



 

 107

圖書綴訂的方式與步驟

 

圖五十三：背脊紙黏貼上背情形 

 

 

圖五十四：背脊紙黏貼上背後，墊紙抹平情形 

 

 

圖五十五：背脊紙黏貼抹平後壓乾定型情形 

 

圖五十六：定型完成情形 

陸、西式訂背綴訂的基本走
線方式 

是在書身背部以訂釘或細線綴訂。

一般較常用之綴訂方式，分為有綴繩

（帶）和無綴繩（帶）之綴訂方式，西

洋古書大都是有綴繩裝訂，至於現代西

洋書，有機器裝訂、半手工或全手工裝

訂，此部份圖書除機器裝訂採取無綴繩

裝訂外，其餘大部分是有綴繩方式綴

訂，然而最遠古的科普特裝訂﹙Coptic 
binding﹚則是屬於手工的無綴繩裝

訂。手工綴訂書身，每帖（書組）位置

與訂眼數量，須先按圖書尺寸以鉛筆定

出，若以有綴繩之綴訂而言，普通圖書

是以五條綴繩為宜，故鉛筆定出位置亦

有五點，作為綴線綴訂之處。綴線品質

以未經漂白之材質為優，其粗細應依圖

書需求選用，圖書壽命持久否？除和綴

訂用料有關外，其綴訂方式亦須注意，

例如綴線綴訂若鬆，書身裝訂則無法堅

固，綴訂太緊則影響書頁展開，圓背時

綴線也易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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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有綴繩的綴訂方式 

一、有綴繩綴訂走線方式 
 

 

圖58.二帖式有綴繩走線法 

（資料來源：書籍裝訂の歷史と實務） 

 

 

圖59.一帖式有綴繩穿線法 

 

 

圖60.綴布綴訂法（以綴布為綴訂之方式適用於

超薄圖書） 

二、無綴繩綴訂走線方式 

 

圖六十一：無綴繩綴訂折帖訂孔間距分配方式 

資料來源：書籍裝訂の歷史と實務 

 

 

圖六十二：無綴繩綴訂階梯式走線方式 

 

圖六十三：無綴繩綴訂平行式走線方式 

資料來源：書籍裝訂の歷史と實務 

 
三、無綴繩科普特綴訂走線方式（註 5） 

 

圖六十四：首先由書組內第一孔穿出綴線，然後

再纏繞封面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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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五：將纏繞封面木板後之綴線，再穿回第

一孔內 

 

圖六十六：再由第二孔穿出，再纏繞封面木板

後，再穿回第二孔內 

 

圖六十七：如前面步驟後，綴線由最後一孔穿出 

 

圖六十八：然後再將綴線穿入第二帖書組訂孔

內，在由下一訂孔穿出後，纏繞第一

帖書組之綴線後，再穿回第二帖書組

之原訂孔內 

 

圖六十九：各帖書組綴訂方式同前圖步驟，至最

後一帖書組綴訂時，需與第二封面木

板一起綴訂，首先綴線須先由封面木

板外部穿入，由封面內面穿出 

 

 

圖七十：將封面內面穿出之綴線，纏繞在倒數第

二帖之書組綴線後，再穿回最後一帖書

組訂孔內，再由下一訂孔穿出後，由封

面外部穿入，再由封面內面穿出，再將

穿出之綴線，纏繞在倒數第二帖之書組

綴線後，再穿回最後一帖書組訂孔內，

於此類推將書籍走線綴訂完成後，在書

組內部將綴線打結，全書便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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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一：科普特裝訂 

資料來源：http://www.tlawson.com/art/index.htm 
(2006/03/09) 

柒、西式鋸目綴訂的基本走
線方式 

適用於低廉裝訂，其手工處理方

式，是以小鋸子斜鋸書背，鋸出數道小

溝（鋸目），再加膠入溝，以細麻繩套

進拉緊，並於書背處刷上白膠。現今鋸

目式綴訂，也都以機器處理，其方式先

於書身背脊鋸出無數小溝，然後再以膠

灌入綴訂，此法裝訂之圖書，一般稱之

為「膠裝書」，因書頁易脫落，永久保

存之文獻是不宜採用此方法。 
 

 

 

 

 

 

圖七十二：鋸目式綴訂 

捌、結論 

縫繢裝在中國唐朝時期，雖然只

是短暫流行，但是隨中外文化相

互交流，中國書籍的縫繢方式，

很可能便是藉由此文化交流方式

傳到日本、中亞和歐洲，而影響

了外國書籍的裝訂方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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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和式綴訂」，及西方書籍

的「鎖線綴訂」，都還能找到早期

中國縫繢裝的部份影子，但有人

卻持不同看法，認為西方的鎖線

綴訂是源自於埃及科普特裝訂，

然中國縫繢裝與埃及科普特裝訂

兩種方式，何者較先產生？何者

為現代西方書籍鎖線綴訂的前生

身此皆尚待考證。 
圖書綴訂目的在防止書頁散失、便於

典藏保存、閱讀及買賣。慎選適當的

綴訂方式，則可有利文化保存及減少

無謂的資源浪費。例如：不具保存價

值的書籍，可採用較便宜的膠裝、平

訂方式；閱讀使用率較高的書籍，則

可採用訂背穿線方式，並加強背脊紗

布密度，此可降低書籍因翻閱頻繁而

造成的損壞率；若需長久典藏的書

籍，則建議採取訂背穿線的綴訂方式

外，所使用的綴訂材料也必須是符合

中性或弱鹼性的，以擺脫書籍酸化劣

損的噩夢，而達到長久保存之目的。

莫菲定律：「會出錯的遲早會出錯」，

若是在圖書裝訂的過程中，選用錯誤

的綴訂方式及材料，則它一生便註定

了無法長久保存的命運，遲早會因病

變而縮短保存年限。 

附 註 

註 1 <http://ideanet.doe.state.in.us/olr/ 
grantprojects/books/CopticBook.htm>
– (2006/03/09) 

註 2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 （上海：人

民出版社，民 78），頁 533。 
註 3 同註 2，頁 575。 
註 4 楊時榮，圖書維護作業研究 （台

北：南天書局，民 82），頁 78。 
註 5 <http://ideanet.doe.state.in.us/olr/ 

grantprojects/books/CopticBook.htm> 
(200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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