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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簡介：保留傳統工藝，發揮漢字文化價值 
 

 
簡介：拯救文化資產鑄字行，邀請各界共襄盛舉 
 
(一)  總統、市長和外國貴客都爭相來訪， 

卻苦無資源突破現狀的活版印刷遺產「日星鑄字行」 
 
去年 12 月從郝龍斌市長接下傑出市民榮譽的張介冠先生，是全台灣最後一間活字印刷鑄

字行『日星鑄字行』的負責人。就好比馬車被汽車取代，自從電腦印刷取代了活版印刷後，其

他的鑄字行和印刷廠紛紛倒閉。然而，日星鑄字行卻保留了全台、甚至全世界唯一由書法寫下

來的楷體鉛字字型；其擁有 10 多萬個銅模，超過 100 萬個各式鉛字，和大大小小的生產機具，

並曾接受過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日本朝日新聞、英國 BBC、卡達半島電視台等國內

外各大媒體採訪。日本「秀英體」設計者，字型大師郎文堂社長片塩二郎先生還曾率隊訪問日

星，學習張老闆在復刻計畫後自主研發的「CNC 銅模復刻技術」 
 

在國外對於活版印刷保存其實早有行動，目前已知中國浙江省瑞安市在 2010 年將「木活

字」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韓國亦早在 2001 年把《直指心體要節》，這套世界已知最早以

金屬活字印製的佛經，申請「聯合國世界記憶遺產」成功。馬英九總統也在 2009 年參訪過日

星鑄字行，並指定文建會予以協助，除了在 2010 年以新台幣 50 萬元補助出版《昔字．惜字．

習字》專書紀錄活版印刷成果外，後來官方並沒有發起後續的保存計畫的成果。 
 
台大城鄉所在 2010 年底與日星鑄字行開始合作，並在 2012 年底與台北市文化局合辦「小

型博物館工作坊」，補助新台幣萬元餘重新打造日星鑄字行。歷經 1 年半的實習課操作，本小

組漸漸與日星鑄字行完成以下四件事： 
 
1) 文化資產：共同重新定位其文化價值 
2) 人力資源：協助重建失散兩年的志工團隊 
3) 空間規劃：完成初步的空間改善施工 
4) 文創價值：提出並執行文創提案和行銷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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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日星鑄字行營業現況 
 

  
 
經營主體 目前日星鑄字行仍在營運,對外活動都是以日星鑄字行為經營主體, 之前

所成立的活版印刷保存協會也提供電子資訊平台的訊息交流以及申請政

府單位補助的主體運作單位 
經營人數 (張介冠 先生+張太太) , 小孩(老三) 
營運狀況 日星鑄字行於國 58 年成立 , 民國 99 年成立活版印刷保存協會 , 協會義

工共 42 人 
營業面積 1 樓 30 坪 後陽台外推防火巷 5 坪共 35 坪 B1 樓 35 坪整體營業面積 70

坪 
營收來源 觀光客、文創業者、藝術家、作家、印刷同業、政府補助申請、私人小額

捐款 
營業金額 目前可分為專業同行代工及購買鉛字收入及遊客訪客收入同行代工(照相

製版)及購買鉛字約 1.5~2 萬元(鉛字約 5/6 千元) ,遊客及訪客購買鉛製約

1 萬元內,共 3 萬元/月。去年 401 表出現 50 幾萬的虧損。民國 85~87 年
時營業額損平 , 88 年時開始虧損 , 到去年底約虧損 1000 萬左右 。    

營業時間 星期一到星期日 , 早上 8:30~下午 6:00 
地址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13 號 (台北車站旁) 
電話 02-2556-4626 
e-mail poppo.man@msa.hinet.net 
官方部落格 http://rixingtypography.blogspot.tw/ 
資料來源: 訪談+本小組整理 
 
  

mailto:poppo.man@msa.hinet.net
http://rixingtypography.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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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版印刷和日星鑄字行發展歷史介紹 
 
(一) 由活版印刷產業看日星的崛起和凋零 
 

活版印刷（或稱活字印刷技術）自西元十世紀發明後，取代古代手抄工作，成為人類文明

與知識傳承的重要工具。直至西元 17 世紀，活版印刷從台南傳入臺灣，並在日據時代成為臺

灣最主要的印刷方法。 
 
日星創辦人張錫齡先生在日據時代即曾參與《臺灣民報》的檢字排版工作，並在戰後繼續

印刷工作；民國 58 年，張錫齡集資約數百萬，正式創立「日星鑄字行」，成為大台北地區前 9
大鑄字行之一（民國 75 年全台粗估有 30 多間鑄字行，卻有超過 3 萬間印刷廠，所有印刷廠

都靠鑄字行的鉛字來印製書籍）。 
 
民國 75 年，電腦排版正式傳入臺灣，配合平價平版印刷機的發展，逐漸取代活版印刷成

為最主要的印刷方法（速度較活版印刷快 8-10 倍，成本又比活版印刷便宜），接下來 10 年間，

活版印刷廠和鉛字行面臨史上最大的倒閉潮，10 年內相繼倒了 9 成以上。直至民國 97 年，日

星成為全台碩果僅存的鉛字行（或稱鑄字行）。民國 99 年，日星鑄字行成立「台灣活版印刷保

存協會」，希望能透過自己的力量，保留這個幾乎消失的產業及技藝。 
 
也因為日星現任老闆張介冠先生對於保存這個產業的熱情，台大城鄉所在民國 100 年接到

來字日星張先生的邀請，希望能給予這個即將消逝的產業一些協助與支援。 
 
表: 活版印刷技術產業 X 日星鑄字行大事紀 

年份 大世紀 
1000  宋朝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和正版楷體字形成「雕版印刷」 
1450  德國古騰堡 (Gutenberg) 發明「活字印刷術」 
1624  荷蘭人領台，首次帶來鉛字印刷之荷文版聖經 
1880  蘇格蘭巴克禮牧師再度引進西式活字印刷，並進口印刷機，完成第一本漢字聖

經 
1897  日據時期，福岡日本新聞社來台創立「臺灣日日新聞社」，正式引進鉛字活版印

刷產業，日本鑄字銅模等 
1923  (民 12 年) 日據時期，《臺灣民報》創立，日星創辦人張錫齡先生曾參與其檢字排版工作 
1949  (民 38 年) 中華民國政府遷移來台，許多上海公司印刷廠遷移來台，帶來中國製印刷設備、

字模與字體 
1947  (民 58 年) 日星鑄字行正式成立，創辦人張錫齡先生，初估投資額約新台幣~300 萬 
1986  (民 75 年) 電腦排版技術正式進入臺灣，衝擊原有印刷產業 (導至電腦排版+平版印刷取代

原鉛字活版印刷 
2000  (民 89 年) 日星鑄字行最後一位員工離職，僅存 2 位(創辦人張錫齡與現任負責人張介冠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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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民 90 年) 全台最大鑄字行「中南鑄字行」倒閉 
2008  (民 97 年) 台北最後 3 間鑄字行同時關廠兩間(協勝/振興)，僅剩日星及高雄中新鑄字行留

存 
2009  (民 98 年) 馬英九參訪日星鑄字行，強調正體漢字保留重要性，並指示文建會積極協助 
2009  (民 98 年) 日星鑄字行發起「復刻計畫」，希望還原精美書法手寫漢字楷體字形 
2010  (民 99 年) 日星鑄字行成立「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以活動，漢字復刻以及志工多

管旗下保存此文化資產 
2011  (100 年) 台大城鄉所接到日星鑄字行邀請，正式認識日星鑄字行與其文化資產保存計

畫，並透過實習課程中成立專責小組負責 
2011  (100 年) 日星以活版鉛字印刷出版<昔字，惜字，習字>專書，記錄活版印刷文化資產 
2012  (101 年) BBC 人物專訪日星老闆，大日本印刷參訪，朗文堂邀請參加日本凸版印刷展覽，

日星參加第八屆漢字文化節活動 
2012  (101 年) 與台北市文化局合辦「小型博物館工作坊」 

 
(二)  由日星瞭解活版印刷產業 

活版印刷產業是民國 75 年以前最主流的印刷方式，產業鏈相對單純，僅有客戶－印刷廠

－鑄字行三層關係，而鑄字行位於印刷產業的上游，從事 B2B 生意。一般而言，用活版印刷

印書的流程相當簡單：客戶將原稿交給印刷廠，印刷廠再將原稿轉給合作的鑄字行，進行檢字，

鑄字與工作，再交給印刷廠排版印刷，印製完的成品再交給客戶。上述流程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表圖: 活版印刷工藝流程概述  
字體設計後刻出銅模 

 
內有楷體、黑體、明體和

宋體四種 

鑄字用鉛合金 

 
維持日常營運需要純鉛近 2

噸 

不同字體大小鑄字機 

 
生產鉛字的機器為鑄字行

的核心 

鑄好鉛字上字架 

 
日星內有 128 萬個鉛字，

熟練者才會挑 

 
完成檢字之字盤 

須把中文字依照順序 
檢出來來可送印 

活版印刷流程概念 
 

 

僅存之一的活印品 

 
台鐵車票目前仍然使用日

星的鉛字活版印刷 
 

以進入門檻來說，鑄字行的固定成本投入是印刷廠的 20 倍以上，這使得產業結構變成「鑄

字行大，印刷廠小的局面」，下表即是由訪談日星負責人張介冠先生得來的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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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活版印刷產業投入成本比較－ 鑄字行 vs. 印刷廠 

 鑄字行 印刷廠 

投入資本 新台幣 1000 萬元 新台幣 50 萬元 
全台廠商數 30 間 30,000 間以上 
議價能力 高 低 
成本估算 鑄字機約 7 台共 280 萬；鑄型 10

種約 70 萬；銅模 9 萬約 450 萬；

鉛材 50 噸約 150 萬；其他共 50 萬 

凸版印刷機約 30 萬 
其他成本共 20 萬 

小結 當時活版印刷產業由鑄字行主導 
*註: 民國 60 年代 20 萬可買天母公寓 1 間，以民國 70 年投入為例   資料來源: 訪談+本小組整理 
 
日星鑄字行現況描述－為保存活版印刷產業而獨力苦撐 

 
自民國 99 年，日星鑄字行成立「活版印刷保存協會」後，日星一直以一種小規模經營的

方式生存。現任老闆張介冠承襲了父親保存活版印刷產業的熱情，不惜不計成本投入，自民國

88 年時已開始出現虧損，至今已虧損新台幣 1000 萬左右。 
 

(三) 社會關係分析 (2009-2012) 
在一年半以來的參與觀察後，本研究以日星鑄字行和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為中心，

整理出日星的社會關係分析報告，並將其為政府單位，保存單位，印刷工會單位、主要購買者、

參與團體和外部宣傳共六大部分。 
 

1. 印刷公會：日星鑄字行雖以活字印刷產業為主，其發展過程中曾經加入當時的鑄字工會，

但隨產業變遷，該公會也早已沒落消失。日星利用現有的資源下，目前有幾位志工正在

進行復刻計畫，此計畫也受到日本活版印刷同業及大陸印刷研究所的關注。 
2. 政府單位：日星以台灣活版印刷文化協會名義而申請經費，因日星目前已文化創意產業

為主要申請項目，當時文建會(改為文化部)曾經補助日星鑄字行出版<昔字，惜字，習

字>專書，記錄活版印刷文化資產。另外，2012 年起，本小組也協助日星鑄字行和台北

市文化局的對話工作，並合辦「小型博物館工作坊」 
 

表圖: 日星社會關係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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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單位，活版印刷產業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衰敗，直到民國 88 年才由高雄科工館委

託台師大吳祖銘老師調查 1930~1990 年台灣的活版印刷產業，其內文已略有提到風行

字體的來源。之後政府單位利用國科會計畫委託高雄科工館進行活版印刷的調查與相關

機具的保存，在民國 99 年到 100 年的期間展開調查，一開始並無調查到日星鑄字行，

而是之後的媒體報導日星鑄字行的復刻計畫才將風行字體與日星的關聯連結起來，隨後

讓風行鑄字行的機具和鑄字存放在科工館。而據張老闆口述，活字印刷的機具，有些已

經存放在科工館進行保存。當時張老闆和科工館進行圖文典藏時有短暫接觸。此外科工

館保存風行鑄字行的銅模和永茂印刷廠的台灣式字盤和字架(非日本式、因地制宜的台

灣改良式字盤)並拍照建檔、製作數位化網頁工人瀏覽，同時也出版結案報告書。 
4. 主要購買者，日星鑄字行雖為鑄字專賣，但透過外部網絡宣傳已累積許多購買者和忠

實客戶，現階段購買者可分為五個部份，散客、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同業、文創工作

者。散客大多都透過外部宣傳而購買鉛字，文字工作者、文創工作者和藝術家透過精緻

鉛字完成藝術，而同業大多因為缺字而購買，但同業購買的比率相較降低，同業與日星

往來部分是因為張老闆有一台照像製版機，每天都有些同業會來使用。此外因參與日本

印刷活動，日本方面並沒有初號和一號字體，所以日本的鑄字行考慮和張老闆購買大量

鉛字。透過購買增加收入之外，也增加技術交流和商業模式的發想。 
5. 參與團體，目前圍繞在日星鑄字行的兩大團體為學術團體和志工，在 2009-2011 年期

間，日星曾發起「復刻計畫，希望全面再造中文字體，把當初書法家的雕刻之美找回來，

然而難度太高後來放棄，公視有將這段過程拍攝為紀錄片《鑄字人》詳細紀錄。日星鑄

字行和外部團體有密切往來，日本郎文堂、大日本印刷，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團體

均曾經來參訪、觀摩。 
6. 外部宣傳，幾年前日星鑄字行透過因為蘑菇老闆的啟發，進一步有許多的外部宣傳，透

過網路、媒體、雜誌讓日星名聲更遠播，讓更多人知道日星鑄字行同時也讓人了解日星

的活動。2012 年 9 月，本小組開始經手協助日星鑄字行經營臉書粉絲團，增加 2000
餘位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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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星鑄字行存論述 
(一) 中華文化圈漢字書寫文化載體-日星鉛字  
 

日星不只是全台灣唯一僅留的鑄字行，其保留的楷書體更是 350 年前清朝進士所寫的「風

行楷書」字體；在民國 37 年由上海傳入，字型典雅，當時被蔣中正總統指定為官方文書指定

用字，後來轉流到各大鑄字行，成為台灣印刷的字型字體之母。以「墨」字為例，該字有六個

點，一般電腦字體的點長相不會差太多，但日星的字體保留書法運筆的筆法，點點均不同  
 

 
圖: 「墨」字點點皆不同，日星字體保留書法運筆之美 

 
日星鑄字行內的字體正是承襲著這套上海楷體銅模，特別是其楷體。日星鑄字行的銅模

是大中華區唯一僅存完整的正體字銅模。其字體為 1930 年由上海設計生產，當時由風行鑄字

行將其保留，在民國 40 年左右變成臺灣最重要的楷體，散播給各大印刷場和鑄字行。該字體

具有中國的傳統性，也是當時前總統蔣介石特別指定的官方文書字體。 
 

    由於台灣活版印刷產業大多承襲日治時期，當時漢字也分為日本漢字、上海漢字兩種。，

直到光復初期，隨著國軍來台，上海漢字也慢慢傳入中國，因上海字較有書寫的美感，所以一

般鑄字行都已販賣上海字型為主，日星也不例外。透過高雄科工館的調查，日星的上海字型和

銅膜源自於風行鑄字廠，而風行鑄字行也是台灣第一間引進上海鑄字的鑄字行。這可反應風行

鑄字行所使用的銅模是由上海來台的銅模，而日星引用上海風行的銅模，但隨著銅模的損壞因

而修復，導致日星的銅模因地修改有著不同以上海銅模為主的特色，反而還加入台灣當地的文

字和美學脈絡。經由高雄科工館考證，日星鑄字行的銅模為全世界僅存的中文正體銅模。  
 
日星銅模字體，與當時台灣一般印刷用的日系字體有別，點捺勾處力道十足，風格典雅秀

麗，日本字字畫則較圓軟，無法呈現中國字體之特色。這一套銅模字體，字型優美，尚保有中

文書法的特色，與常見的電腦中文字體不同的是，電腦字體多以日本「寫研」的造字邏輯為基

礎，講求規格化；相形之下，傳統印刷字模多由大陸雕刻師傅輾轉引入，較能保存中文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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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與字形結構。由於大陸早已使用簡體字，台灣活版印刷式微，如今也全數被電腦字取代。

「風行」及「日星」的這二批銅模可說是台灣碩果僅存的正楷字模，也可以說是全世界難得保

留完整的中文活字印刷字模。就產業文化資產的意義而言，為了不要讓我們記憶中的正楷中文

印刷字，只能從舊書古籍中尋找，中文正楷字體的保存，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表: 上海漢字和日本漢字的差異性 

 
圖:上海漢字 來源：科工館報告書 

 
圖：日本漢字 來源：科工館報告書 

1. 上海漢字正統繁體中文，其字型有書法

結構，依造六書而創造。形音義也趨於

正統。 
2. 風行及日星鉛字行裡的楷體和現在書籍

上用的字體不同，是上海老師傅刻出來

的字。上海師傅做的字，比起我們常用

到的字體，筆畫更「活」、更對稱好看，

更能讓人領略中文字體的美，而用來鑄

這些鉛字的珍貴銅模，甚至可能是世界

僅存的最後幾套繁體字模。 

1. 日本漢字源自於中國，但經過流傳，字

體較於標準化且方正，流失原本蘊含在

字體內的中國文化，且字型和字義也有

所不同 
2. 台灣現今的電腦中文字體盡皆來自日

本，依照日本漢字觀點所修整的字體，

缺乏書法美學基礎。 
3. 台灣以往並不重視字型結構，即使是出

版業，由於電腦中文字並無直的刪節

號，印書時還得挪用日文字型，這批銅

模鉛字保留了中文字體的美學觀點，非

常值得保存。 
 
      日星在保存多年風行字體的銅模後，因年代許久也都陸續產生損毀現象，日星張老闆曾

與志工在 2009 年發起「復刻計畫」修復這些以損毀的銅模，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然而此斷

過程後來也被公共電視台拍成「鑄字人」紀錄片，詳記紀載張介冠先生和日星的熱心志工怎麼

樣探索漢字文化意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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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日星鑄字行擺放的字體樣本，傳承了正體漢字的文化價值 

 
 
(二) 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產 – 老行業新技術，用 CNC 復刻銅模的日星鑄字行 

日星鑄字行為全台唯一經營中的鑄字行、其餘30-50間台灣同業早已在10年前紛紛倒閉，

機具拍賣或被收為庫藏，操作專業師傅更是逐漸凋零，已無專業人才； 
 

1. 日星鑄字行的珍貴產業文化資產- 鑄字機 6 台 
 
日星保留了目前已知全台唯一的「正體中文活版印刷」工藝、設備和字體（含中英日

文等鉛字數量 128 萬餘個，正體鉛字銅模 12 萬餘個，鑄字機 7 台和 4 種正體字型等）。

在本組的積極田調過程中，也將日星鑄字行最寶貴的資產－現有的鑄字機設備一一詳實整

理，如下表所示： 
表: 日星現有之鑄字機 

號數 功用 產地 照片 備註 
初 號

鑄 字

機 

鑄鉛字 
6~7 字/分鐘 
40 字/盒 

日本 

  

昭和 43 年機器 ,原本為聯合報機器,
張老闆於民國 75 年向聯合報購買 

1號鑄

字機 
鑄鉛字 
20 字/分鐘 

臺灣 

 

仿日製機器 

2號鑄

字機 
鑄鉛字 
40~45 字/分鐘 
150 字/盒 

臺灣 

 

仿日製機器 

3號鑄

字機 
鑄鉛字 
50~60 字/分鐘 
300 字/盒 

臺灣 

 

仿日製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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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鑄

字機 
鑄鉛字 
60~70 字/分鐘 
400 字/盒 

臺灣 

 

仿日製機器 

5號鑄

字機 
•鑄鉛字 
•85~100 字/分鐘 
•700 字/盒 

臺灣 

 

仿日製機器 

6號鑄

字機 
•鑄鉛字 
•100 字/分鐘 
•1200 字/盒 

日本 

 

昭和 43 年機器 ,原本為聯合報機器,
張老闆於民國 75 年向聯合報購買.
缺零件,拿 4 號機零件替換 

附註: 1.民國 60 年一台鑄字機要 120 萬台幣(那時一間 20 坪公寓約 20~30 萬；2.向聯合報購買時一台只用幾千元

就買到；3.初號機日本已沒人生產 , 因操作危險 ,鉛液因字體越大越易噴濺。 
 

2. CNC 復刻正體中文字體，全台灣唯一，日本也來取經 
 

 
圖: 郎文堂俱樂部成員要刻的字型與圖案 

 
圖：刻好的字型與圖案銅模及鑄好的鉛字 

 
日本頂尖的字型研究者，朗文堂的片塩二朗先生 2012 年 10 月曾專程來台參訪日星鑄

字行(另一站則是故宮博物院)，想和日星的張介冠先生交流銅模復刻專業技術。來台之前, 片
塩先生寄了幾張圖檔來給日星。希望可以幫忙先刻好，然後暸解日星如何製作銅模。在張介

冠先生字自己摸索 CNC 技術後，以 ai 和 CAD 檔操作工程軟體，花了 3 個工作天，把這 11
個新字體刻出。 

 
據日本朗文堂的片塩二朗先生表示：日本目前已經沒有能雕刻銅模的師傅了(最後一位

在今年三月去世)，此趟來台是特地考察日星鑄字行的銅模復刻技術，足見日星鑄字行在活

版印刷的獨特地位。 
  



14 

四、 日星鑄字行現在面臨的挑戰 
（一） 政策面: 政府仍在摸索如何協助 

從日星鑄字行在 2008 年第一次見報以來，已經累積超過 60 多篇新聞報導，也因此吸引

過許多政治人物前來拜訪。上至總統、下到地方單位的科長等數十位官員相繼來訪日星，但政

府對日星的實質保存投資仍然不見蹤影，直至 2012 年 10 月台北市文化局介入幫忙才開始改

善。 
 

 
圖：總統馬英久在 2009 年 06 月 28 日參訪日星鑄字行，

並捐助新台幣 10 萬元 

 
圖：台北市文化局林慧芬副局長 2012 年 10 月帶著來幾

位同仁親自造訪日星，從市政府的角度表達關心 

    從 2009 年馬英九總統來訪視日星後，有囑咐相關單位提供日星協助，但文建會認為日星

鑄字行為印刷產業一環，並非文建會或地方文化局所管轄之業務範圍，因而轉交至經濟部處理，

但經濟部並沒有相關資源，除此之外，經濟部曾推薦日星鑄字行轉型為觀光工廠，但觀光工廠

的補助難以申請且補款項少，較難進行工藝保存；後來改以文建會補助新台幣 50 萬元出版《昔

字．惜字．習字》專書後告終。 
 

表: 《昔字．惜字．習字》專書 

 

《昔字．惜字．習字》 
 
作者：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01 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783409 
裝訂：精裝 
 
內幕: 此書在政府政策反覆下，延至 2011 年

11 月才通過預算，又限期一個月內出版完成，

在出版完此書後，張老闆因身體健康因素休息

了半年，許多原本熱心的志工後來也陸續離開 

   日星最珍貴的重要資產為目前僅存最多的正體中文銅模，這些正體中文銅模是由風行鑄字

行所傳承而來，而風行鑄字行所代表的的印刷字體也是經過蔣中正指定為官方用字字體。2012
本小組曾經詢問台北市文化局關於文資保存，經過本小組參閱《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發現，日

http://1.bp.blogspot.com/-G2ayPsG1R_Q/UKhq39uy8kI/AAAAAAAAACs/Aj0nD-RjDCo/s1600/an.jpg
http://1.bp.blogspot.com/-t7yoktmRYYE/UKhy1GfybnI/AAAAAAAAADU/YhpkhAbOW_8/s1600/338958_373085186101028_557369018_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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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鑄字行若要申請文化資產保存，是可以申請文化資產中訂製的傳統藝術類(文化資產法第三

條第四點)，但追問文化局的承辦人員，卻以《文化資產保存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四款法規為

由，說明銅模並非金工類，與於駁回。 
 
    日星鑄字行目前面臨無法提文資法的窘境，2009 年起，原本張老闆希望把日星正體楷書

行變為一套公共財的計畫也因政府政策面而打斷。除此之外，日星鑄字行和高雄科學工藝博物

館所共同向國科會申請的數位化典藏-正體中文暨銅模研究計畫，本研究計畫原本有兩年時間，

但第二年卻被國科會駁回，和政府打交道目前就到此階段為止。 
 

直至 2012 年 3 月，台北市文化局林慧芬副局長親自拜訪日星後，在本小組的協助下，日

星鑄字行與台北市文化局開始了第一次的正式合作。不過，對於日星後續該怎麼「正名」我們

還在努力當中；目前有「歷史建物」和「傳統匠師」兩種取徑，是比較有可能幫助日星爭取政

府投入資源保留的管道；但是由於之前的法規採取正面表列，鑄字行的工藝保留是前所未有，

接下來的路仍然很長，需要更多志工加入來幫忙。 
 
（二） 營運面: 成本無法與現代印刷技術競爭 

現代印刷成本為傳統活版印刷日星之 1/10，速度為 10 倍，根本無法相比。活版印刷產業

早已在 10 年前即幾乎消逝。以前我們印出來的書籍、文件、表格都是一個個鉛字排版而成，

不僅排版耗時、印製也相當花工夫 
 

  
圖:過去印刷採活版印製，印刷廠內會把常用之表單製作好儲存起來 

 
（三） 人力面：技術人才流失，現以志工為主的運作方式在復刻計畫失敗後慢慢流失 
 

1. 老師傅凋零，從業人員難尋，技藝逐漸消逝 
 

日星 10 年前即因經營不善資遣所有員工，5 年前更成為全台唯一的鑄字行，技術人才

早已四散凋零，目前從業人員以年屆花甲，若要保留急需傳承。過去印刷從業人員都是由師

徒制制度所傳承而來，需要累積一定年資和技巧才能傳承或開業，隨著傳統活版印刷產業的

凋零，現在幾乎沒有年輕人從事傳統活版印刷產業，流傳下來的僅剩下高齡的印刷師傅。這

http://3.bp.blogspot.com/-wU-nSJSLhto/UKhvFnzZ6KI/AAAAAAAAAC8/IBlIOHAPqEg/s1600/%E5%9C%96%E7%89%875.jpg
http://2.bp.blogspot.com/-44ZQ6aIToOc/UKhvO2EdZ6I/AAAAAAAAADE/v_bAkxJRavA/s1600/%E5%9C%96%E7%89%87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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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印刷師傅大多學歷不高，所以很難進行文字紀錄的技術流傳。加上培養一位印刷師傅需要

五年的時間，除了人才凋零外，人才培育也是問題點。 
 

 
圖: 台南糖福印刷廠的老師傅，71 歲了仍然願

意挺身幫忙。老式的活版印刷機，雖然並不難

學，但會操作的師傅幾乎退休光了。日星最後

一位員工在民國 80 年離職 

 
圖: 林茂國前輩，民國 17 年 2 月 15 日生，籍

貫台灣省台中市，現年 84 歲，台灣最高齡的

活版印刷從業人員之一，目前日星鑄字行的字

盤當年為他親手真跡 
 

2. 現以志工為主的運作方式在復刻計畫失敗後慢慢流失 
 

2009 年，日星鑄字行曾成立「活版印刷保存協會」，以活動、漢字復刻以及志工多管齊

下保存此文化資產。「復刻計畫」顧名思義，張老闆希望把運用在印刷字體上的楷書字體轉

變為電腦字體，同時也可以把老舊的銅模進行修復，並使用 CNC 復刻出新的銅模。新的銅

模也比較能保持完整也不易毀壞。復刻計畫過程先從銅模所代表的字掃描成為電子檔後，在

經過電腦繪圖軟體進行字體修復(修復受損的銅模)，最後再經由 CNC 復刻出新的銅模。 
 

 
圖: 復刻計畫修字示意 

復刻計畫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字體修復課程，請書法老師進行指導教學，第二階段為

CNC 刻模課程，請張老闆進行指導教學。本計畫 2012 年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30 萬補助，

而成果必須復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九字。 
 

http://4.bp.blogspot.com/-jIL7tYCdHK0/UKhzO7FTrBI/AAAAAAAAADc/_fctpqa__DE/s1600/%E5%9C%96%E7%89%877.jpg


17 

 
圖:復刻計畫成果(以國字為例) 

 
如前所敘，每個人修字技巧都帶有自己的行氣，從 2012 年 2 月到 6 月的復刻計畫，目

前只有紅圈處筆跡和行氣是較為一致，其他地方還是可以明顯的發現修字技巧的差異。以

短時間內只能有短暫成效，可以發現修字是復刻計畫中最耗時的一個段落。 
 

 
圖:復刻後的銅模比較 

 
復刻後的銅模，比較耐久放，且製作成本也比本頓雕刻機製作和電鍍製作的技巧高。(若

以技巧度來比，電鍍製作的技巧度大於本頓雕刻機製作大於 CNC 復刻)CNC 銅模也容易量

產。 
 
然而，復刻計畫所需要的培訓期過長，且培訓人才不易尋找。加上復刻計畫所需要復刻 13000

字，每復刻一字的成本大約 500 元，如果把日星三套字體執行復刻計畫，保守估計需要一億

元左右(價錢包含：人事成本、機具耗材和書法、機具操作培訓費用等)元左右。除了需要大量

資金外，用 CNC 復刻一個銅模，復刻一個大約 15 分鐘，但前期培訓時間就必須耗掉許多時間

(主要時間耗在修字)。復刻計畫最難執行的除了是資本不足外，培訓人才也不易。每個人有每

個人的行氣，每個人修出來的字體也不盡相同(穩定度難以掌握)，此外，要尋找兼具書法技巧

和 CNC 操作機巧的人才不多，也是復刻計畫難以執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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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復刻計畫最後因難度太高而放棄，但是這段時間的歷練，讓日星的負責人張介冠先生摸

索出以 CNC 雕刻銅模的獨特技術。這段時間的辛苦歷程，以及遠走上海、日本參訪學習的心

得，都被公共電視台拍成「鑄字人」紀錄片。 
 

 
圖:公共電視台為日星鑄字行所拍攝的復刻計畫紀錄片。2012 年 10 月開撥 

 
（四） 空間面：空間動線與服務有待提升 

就本組對日星的訪查和瞭解，日星在空間上改變的需求相當強烈：日星之舊有空間如

鐵工廠，卻吸引數千人慕名而來參觀；而《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成立之初，即有復

興整個活版印刷產業，保存印刷工藝的想像。 
 

  
圖: 日星鑄字行 2009 與 2012 地下室空間改造對照圖: 台大城鄉所介入前後 

 
雖然在去年台大城鄉所的介入幫忙下日星已有初步改善，但仍國際級的活字博物館仍

有莫大差距；目前日星樓下初步裝設了鵝黃聚光燈，在鉛字上投下照明，並在 2012 年

12/17-12/18 舉辦了「昔字、惜字、習字」小型博物館打造工作坊，多達 20 多位學生、社

會人士在週末兩天共襄盛舉。然而這只是初步的成果，仍然需要更多人有計畫的協助。 
 
（五） 國外爭相以活版印刷申請世界遺產，凸顯台灣保存的努力不足 

2010 年，中國浙江省瑞安市將其「活版印刷」申請聯合國保護，並通過列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由此可知，身為活版印刷產業上游的鑄字行也面

臨許多意義，因此本研究特別尋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審核通過的中國木雕活版印刷，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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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鉛字活版印刷的保存重要性。 
 

 
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頁 

 

 

 
圖: 佛祖直指心體要節， 

世界最早的金屬活字出版物(韓國) 

 
除此之外，韓國亦早在 2001 年把《直指心體要節》，這套世界已知最早以金屬活字印製的

佛經，申請「聯合國世界記憶遺產」成功。日本的大日本印刷公司更在今年３月訪問日星，向

張介冠介紹日本的保留狀況。 
 

 
中國 CCTV4 2012-12-30 

[视频]台湾：日星铸字行 复刻历史足迹 

 
圖: BBC，2012 年 4 月: 挽救傳統中文印刷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7686453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768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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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大城鄉所日星保存小組參與式規劃成果 
 
(一) 文化資產：共同重新定位其文化價值 

1. 參與觀察-日本朗文堂活版印刷研習會參訪日星 (2012/10) 
 

 
圖: 郎文堂一行人與日星張介冠先生和翻譯柯志傑先生 
 

2012 年 10 月 7 號，由日本朗文堂社長片塩二郎先生帶隊共九人組成的日本朗文堂活

字印刷俱樂部一行人來台參訪日星鑄字行，參訪目的與內容為了解日星鑄字行銅模復刻內容

與方式以及實地體驗活版印刷，郎文堂俱樂部成員也提供了一些圖形及文字希望藉由日星的

CNC 雕刻機刻出銅模後並鑄出鉛字，日星張老闆也陸續的鑄出他們所需的鉛字，在過程中也

逐一說明銅模雕刻的技術內容與關鍵問題並示範給來參訪的人，也逐一回答他們所問的技術

與字型雕刻的問題。 
 
從參訪過程中，不難發現他們對於銅模雕刻的技術與方式有著高度興趣以及步驟內容的

詢問，相對的展現日星鑄字行在銅模復刻這方面的專業技術領先日本，方法及用心也獲的對

方的讚賞肯定，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場正面的文化與技術上的交流。 
 

  
圖: 張介冠先生以 CNC 雕刻技術完成字型與圖案銅模和鉛字 

 
2. 參訪新營糖福印刷廠活字版印刷保存與活化座談會(2012/10) 

 
    本次社區文化資產論壇座談會由新營社區大學與南瀛文化協會主辦，在台南市政府南瀛

堂會館舉行，討論主題為台南新營糖福活字版印刷保存與活化，分幾個主軸議題及行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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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公視拍攝日星鑄字行的「鑄字人」影片為開場，並由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先生講說

日星鑄字行的現況與活字版保存經驗的分享和過程為早上議題主軸，並邀請相關地方文化保

存參予者及糖福印刷公司經理說明地方文化保存的價值與糖福印刷公司現況及政府部門的

態度，藉由多方的討論與說明帶出糖福印刷廠目前在經營上與面臨保存的困境，以及地方文

化工作組織團體介入的原因以及與公部門應對過程上的經驗分享和可能的保存方式做討論，

並由參與學員提問相關在活字版印刷保存上的問題及想法。 
 

 
圖: 台南新營糖福印刷廠保留社會關係圖 

 
中午則將座談會拉到新營糖福印刷廠現況做實地了解與觀察，由糖福印刷廠馮經理和資深

退休員工解說糖福印刷廠的歷史與現況機具狀態和實地操作流程等，讓學員能感受現地歷史

空間價值與機具和字盤維護狀態等。下午則由台南地方文創工作者與文化工作者和高雄工科

工館典藏組黃博士談活字版文創應用與保存價值，也開放現場學員提問及回答相關問題並做

經驗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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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糖福印刷廠論壇各家論述摘要 
 

 
日星鑄字行 
張介冠先生 

 

「糖福目前應該是台灣

保留最完整的活版印刷

廠（兩年前來參觀這裡都

是老鼠屎，現在好多了）」 

 
科學工藝博物館 
黃俊夫博士 

 

「千萬不要讓他進博物

館，不然就死了 (給了我

們很多影片)」 

 
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張玉璜執行長 
 

歷史建物只是保存手

段，真正拿來用才是重

點。願意給日星協助幫忙 

 
糖福印刷廠 
馮吉成經理 

 

希望可以和日星進一步合

作 
 

這次參訪過後，本小組發現：糖福與日星的字體大致相同、但又略有不同。 
 

相同：字體一樣是四種、差別不大 
不同：糖福的字架採上海字排列，且僅有糖廠常用字 
優點：糖福空間大、廠址完整、可作為印刷廠直接印製 
缺點：糖福鑄字機已經壞掉、從業人員流失、字很快就會消耗完畢 
 

目前日星鑄字行內無空間放置印刷機，若糖福印刷廠接下來能繼續營運，那日星未來可與糖

福合作印刷 
 
圖：糖福印刷廠相關照片 

 
圖: 糖福印刷廠入口 

 
圖: 糖福印刷廠內建築物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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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糖福印刷廠入口辦公區室內空間 

 
圖: 糖福印刷廠內部木架構空間及木字架 

 
圖: 銅模儲放木層架，鉛字多有損壞 

 
圖: 已經損壞的鑄字機 

 
3. 與台北市文化局展開合作 (2012/10): 「保留傳統工藝，發揮漢字文化價值」日星鑄

字行小型博物館工作坊 
 

2012 年 3 月，台北市文化局林慧芬副局長親自拜訪日星後，當天互動良好，林

副局長特地在日星停留 80 分鐘(其中前面參訪 30 分鐘，我們簡報 15 分鐘，會後討論

25 分鐘)  
 

 
圖：台北市文化局林慧芬副局長 2012 年 10 月帶著來幾

位同仁親自造訪日星，從市政府的角度表達關心 

 
圖：小型博物館工作坊的學員合照 

 
當天會後有幾個具體結論： 
 副局長建議我們先正名，取得文化資產的資格 
 取得文化資產後，有物件和人兩種專門補助，物件可裝修場館、人可申請專業匠

師；不過需要文資委員來審理，一旦收請到就會啟動審查會議 
 短期建議可以用活動方式申請經費，小型可走藝文補助，大型可走專案補助 

 
10/05(五) 文化局馬科員回信，附件有 

http://1.bp.blogspot.com/-t7yoktmRYYE/UKhy1GfybnI/AAAAAAAAADU/YhpkhAbOW_8/s1600/338958_373085186101028_557369018_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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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古蹟歷史建築維護補助要點 
 文化局傳統藝術提報表 
 藝文補助說明會報名表 
 文化局古蹟歷史建築物登錄申請表(非所有人適用) 
 文化局古蹟歷史建築物登錄申請表(所有人適用) 
 102 藝文補助申請需知 

 
在文化局的拜訪後，本小組主動替日星鑄字行與文化局聯絡，提案透過工作坊方

式，希望能促成更多青年學子投入此保存議題。因此，本小組籌畫了「保留傳統工藝，

發揮漢字文化價值」日星鑄字行小型博物館工作坊。希望透過日星和社會大眾的力量，

以工作坊的方式，邀請學界業界資深人物擔任講師，希望能集社會大眾的創意，在空

間設計、文創商品開發雙管齊下，共同改造這間全台僅存一的鑄字行，變成小型博物

館式的展覽空間。 
 
日期：11/17(六) 11/18(日) 
時間：09:30-18:00 含 2 天午餐、茶水 
費用：新台幣 200 元，當天繳交， 
地點：台灣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 97 巷 13 號（台北車站走路 10 分鐘） 

 
其中報名學生分為兩組，分為空間與服務組、文創商品兩組，工作內容簡述如下表 
 

表: 小型博物館工作坊分組方式 

空間與 
服務組 

執行日星鑄字行內部和外部的簡易室內設計、展

示布置。我們希望把日星現況進一步的改善，從

內外兩處著手，一步步將日星鑄字行打造成高品

質的小型博物館 

 
文創 
商品組 

協助日星鑄字行以鉛字為題，創作文化創意商品

在日本設計產業和印刷業，仍然保有以鉛字印刷

的基礎，一年可以創造數億日圓的營收。我們在

這個工作坊內，希望透過把鉛字作為設計的素材

和媒介，將字運用在書法、文化、甚至其他類型

的文創商品開發上。 
 

 
另外，本小組也邀請到台大城鄉所助理教授陳良治博士、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林昆範

博士和日星鑄字行張介冠先生擔任講師，希望以課程節結合實務操作的方式，讓參加報名

的學生有全新的體會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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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7(六)導覽介紹日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負責人 說明 
09:30 
-10:00 

報到與暖身 台大城鄉所顏宏霖、宮恩

培、張哲誠 
報到註冊、團隊建立 

10:00 
-11:30 

日星鑄字行導覽 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先

生 
簡介日星鑄字行的歷史，並實際體驗

簡單的活版印刷流程 
11:30 
-12:00 

日星鑄字行保存議

題介紹 
台大城鄉所助理教授陳良治

博士 
介紹日星鑄字行的重要性和保存價值 

12:00 
-13:00 

休息&自由參觀 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先

生 
休息 

13:00 
-14:00 

設計課程 1:日星室

內設計實務 
台大城鄉所宮恩培 簡介日星的需求和空間設計實務操作

方向 , 大森空間設計事務所主持設

計師 
14:00 
-15:00 

設計課程 2:鉛字文

創商品開發實務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林昆範

博士 
簡介國內外活版印刷產品和應用價值 

15:00 
-18:00 

小組時間 台大城鄉所顏宏霖、宮恩

培、張哲誠 
小組工作時間 

11/18(日)工作與成果發表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負責人 說明 
09:30- 
10:00 

設計課程 3:腦力激

盪 
台大城鄉所張哲誠 介紹被廣告界、設計圈和工程界廣

泛運用的腦力激盪方法 
10:00- 
10:30 

各組進度報告 台大城鄉所顏宏霖 小組工作時間 

10:00- 
12:00 

小組工作時間 台大城鄉所顏宏霖、宮恩培、張

哲誠 
小組工作時間 

12:00- 
13:00 

休息&自由參觀 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先生 休息 

13:00- 
16:30 

小組工作時間 台大城鄉所顏宏霖、宮恩培、張

哲誠 
小組工作時間 

16:30- 
18:00 

成果報告 張介冠、顏宏霖、宮恩培、張哲

誠、林昆範 
成果簡報、邀請外部評審給予回饋 

 
本次活動獲得台北市文化局合辦，並補助新台幣約 3 萬，最後有 30 位社會人士和學生報

名，予以全部錄取。 
 
表: 工作坊報名參與名單 

姓名 性別 職稱 e-mail 
密志齊 男 平面設計師 eggsteven1990@gmail.com 
陳俐靜 女 平面設計師 iamlichingc@gmail.com 
陳逸芸 女 平面設計師 chen.emily83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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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軒 男 工業設計師 Lobster1110y@hotmail.com 
蔡漢忠 男 平面設計師 musivhv2@yahoo.com.tw 
蘇育誼 女 平面設計工作室 sufish73@gmail.com 
胡智桓 男 平面設計師 angelleohu@gmail.com 
張怡荃 女 平面設計師 donna780917@hotmail.com 
陳佩幸 女 平面設計師 april0333@gmail.com 
曾志偉 男 平面設計學生 ko80149@gmail.com 
黃依雯 女 台科大工業設計 huangyiwen34@gmail.com 
鄭芝琳 女 輔大生科系學生 tweety0722@hotmail.com 
邱依婷 女 部落格寫手參訪日星多次 chiuiu1009@gmail.com 
張谷源 男 國家圖書館員 car0435@seed.net.tw 
劉建成 男 台大國企影片 SOHO issacbyming@gmail.com 
劉慧芳 女 老師 marial222@gmail.com 
馮鈺婷 女 師大研究博物館學生 alis1104@gmail.com 
江昱德 男 台大創意創業學程室內自學 b98208032@ntu.edu.tw 
林佳嫻 女 故宮設計策展人 asien1217@gmail.com 
張育寧 女 日星工藝館模型製作 eva791126new@hotmail.com 
盧穎 女 北科建築系學生 yinglu1018@gmail.com 
黃郁雅 女 實踐建築系學生 yuyahuang8@gmail.com 

 
4. 參訪日本活版印刷業(2012/12) 

 

 
圖:日本築地活字店面外觀  

圖: 築地活字鑄六台字機 

 
圖: 鑄字師傅調工作前調整機台 

 
圖:日本 331 地震與其他鑄字行的公益海報 

 
築地活字鑄字行位於日本東京橫濱郊外西方約半小時的電車車程，目前含老闆工作員

工共兩人，其中一位老師父是已工作超過五十年的老師傅，店內室內坪數約 18 坪左右，

日星鑄字行約他的四倍大，店內共有六台鑄字機含二台小圓盤機，以及約十座儲放鑄好鉛

字的木櫃架，和三座儲放銅模的鐵製保險箱，另外入口處有一接待櫃台及等候區。築地活

mailto:yuyahuang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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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創業於西元 1919 年，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目前的客源也是來自於一般公司行號印製的

文宣以及個人名片和部分藝術、文創工作者，並且也自製幾項文創印製機具讓有興趣的人

買回去自己印製 
 
築地活字也曾經經歷電腦排版風行後的衰退，近年來也是許多年輕人及藝術家開始追

求新的創意下又再度的復甦起來，店內也和其他日本少數僅存的活字店如佐佐木活字、中

村活字等共同舉辦一些公益及團體參訪的活動，也陸續在各電視及報章雜誌媒體批露出來 
 
店內整體陳設明亮乾淨，機台設備也都排放整齊，少有油污髒亂的情形，但沒經過老

闆的說明是不會了解他是具有相當歷史年代的店，老闆平工希一先生約五十多歲的人，也

是承接家族的事業算起來也第三代了!對他來說這是一份文化責任的工作，他也感嘆現在

年輕人也不太願意學習這樣的技藝，所以目前就只剩他和年紀七十多歲的大松初行老師傅

一起工作，他負責業務及對外事務，大松先生負責技術及鑄字工作，近年來有較多的年輕

人及藝術工作者都會來參訪及購買鉛字，也讓他覺得這的行業是會有生機繼續下去，之前

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先生也特地去參訪過，他也希望有機會來台灣看張老闆的鑄字行。 
 

(二) 人力資源：協助重建失散兩年的志工團隊 
 

1. 工作坊協助重建消失 2 年的日星志工-啟動志工銅模調查計畫 
 
圖: 日星銅模建檔志工招募 facebook 貼文 

  
 

日星鑄字行目前所進行的銅模調查計畫主要是普查目前日所擁有的三種字型七

種大小尺寸的銅模現況，預計分批共花三年完成調查，其目的為做為日後銅模復刻和

製作字體見本所用，也因此需要有龐大的經費和人力來做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數位化

及作成電子檔供出版及修復銅模時的原型。也因此在今年一月底之前向國家文藝基金

會申請補助經費，為期一年的時間調查，之後將第一階段成果在做下一年度的申請印

製見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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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星目前銅模數量龐大，僅靠日星張老闆獨立完成恐怕無法在三年內完成，

因此藉由上次的日星博物館工作坊的部份有意願投入調查的志工們協助一起完成，並

組成銅模調查小組共六個人，於每星期六或日來日星鑄字行工作，並做成銅模現況的

記錄，內容主要是記錄銅模材質及損毀或堪用狀態，依照不同字型及大小逐一清查，

目前已展開部分調查作業。 
 
此調查計畫於二 0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底需完成宋體、楷體、黑體三種字型由

初號到二號共計約四萬三千個字，並計劃於二 0 一四年年底完成三號及四號的銅模以

及在二 0 一五年年底完成五號和六號的銅模調查。調查過程中需要有專門負責的人持

續紀錄建檔及規劃進度，以及需購置專業為攝影的專業小攝影棚器材作為電子影像資

料的紀錄，此方式已在前年日星申請的銅模復刻計畫中使用過，成效不錯，希望能再

藉由此方式做完整持續的紀錄。日星鑄字行在做完銅模現況調查後將需修復的字體做

復刻及鑄字，逐一完成，將缺損的字體補齊，並做電腦排版打樣製作各字體號數的對

照的見本，字體見本已在台灣消失四十多年，也沒有人有能力及經費在製作，日星此

一計畫最終的目的是為台灣留下最完整的字體見本，也作為日星日後將所有字體公共

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2. 未來其他單可能申請合作機會及聘用長期駐點人員 
 

日星鑄字行目前與政府機關合作的單位有國家文藝基金會，以及台北市政府文化

局和大同區行政單位等，國藝會的合作主要在研究或調查案的申請，在項目上屬於文

化資產類的調查研究等，期經費較無上限的限制只有時間的限制，對日星來說是比較

好的申請項目及經費來源。相對於台北市文化局的經費受限於經費有限只能以活動補

助案專案申請，逐次申請，費用上能補助項目有限大都以講師費或相關材料費為主，

很難對長期需研究調查為主的日星來說是很難有充足的經費聘用到研究或服務人員長

期任用的機會，而大同區行政單位也大多是以提供現有空間資源以及小額資金的申請

為主也是很難提供經費聘用長期駐點人員。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是最近半年

有與日星接觸的政府研究單位，台史所所長對日星也曾多次參訪日星，表示願意在研

究經費上加以協助整合其他研究單位經費，並可有一大型經費的專案研究計畫來執行，

這是另一項除了國藝會之外的另一可能聘用長期駐點人員於日星進行研究調查計畫的

單位，故總結與政府相關單位的合作可能性之聘用人員駐點計畫是以國藝會及台史所

的研究計畫經費為主。對於有關民間經費的贊助或捐款目前還是少數，不足以負擔長

期駐點人員薪資，日星張老闆也較無此項意願的選擇。 
 
(三) 空間規劃：完成初步的空間改善施工 
 

1. 燈光、室內和工作空間設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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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星鑄字行的空間形式是以工廠為主，這樣持續的幾十年直到現在，最近幾年由於來

參觀、參訪的遊客或是學者越來越多，原有的空間形式已經沒辦法符合現在的需求，日星

鑄字行老闆投入了大部分的精神在保存與拯救活字印刷傳統工藝，所以也沒有多餘的時間

與精力來改善空間。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與訪談，我們歸納出幾個目前可以改善的工作項目，

雜物整理、地下室字架與銅模配置、地下室燈光與會議簡報空間。 
 
 雜物整理部分，原本的構想是以日星地下一樓為最先整理的空間，將私人雜物清出後，

放置在張老闆私人住宅的頂樓閒置空間，但發現頂樓也是個需要整理的地方，於是本組的

一件事便是清掃整理頂樓閒置空間成為可以堆放鑄字行地下室雜物的地方。 
 

 
圖：頂樓整理前後比較 

 
圖：地下室整理雜物狀況 

 
圖：地下室整理前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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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本組針對鑄字行地下室的燈光進行改造。日星鑄字行張老闆一直都將工藝館當做他

的長程目標，於是我們試著將日星目前的空間營造成一個小型博物館。地下室原有的燈光是工

作場所類型的燈光，只要功能是要提供足夠的光源，而博物館中的光源大部分都是局部光或是

投射燈，提供空間有一個特殊的氛圍，讓參觀者可以感受到展覽物之美感或精神。透過更換一

些投射燈作為地下室的副光源，地下室漸漸的產生了博物館的氛圍。 
 

 
圖：地下室光源前後比較 

 
2. 工作坊學生提案 

 
經過 11/17-11/18 兩天的工作坊，空間設計組以鉛字做發想主題，參考日星目

前的使用需求，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作品給日星鑄字行的張介冠先生參考。 
 

 

作品 1: 外牆彩繪發想 
以台南的藍色老屋牆壁為發想點，日星鑄字行 1F 有一塊廊

道，由於寬度過窄(僅有 1 公尺左右)，小組提議作為照片為主

的展示空間，並善用油漆和佈景主題，布置其景觀 

 

作品 2: 鉛字裝置藝術 
目前台灣在建商和政府的努力下，特別是台北市區的公共藝術

越來越多。小組以 photoshop 合成鉛字裝置藝術圖，希望可以

把這個裝置藝術直接擺在日星門口，做為招觀光客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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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3 日星鑄字行招牌 
日星鑄字行目前並沒有大塊的招牌，小組組員直接以木材行提

供的木料做原型，直接鋸了一塊，希望可以把鉛字燙金，直接

把日星的 logo 刻出來做立牌，未來擺在日星的街口和門口，

讓人更容易找到日星鑄字行(特別是大家一進來都迷路找不

到) 
  
 
(四) 行銷文創價值：提出並執行文創提案和行銷日星鑄字行 
 

1. Facebook 粉絲團增加~2000 粉絲 (39k-62k) 
 
經過本小組一學期以來和張介冠先生的共同經營，我們協助日星鑄字行增加了 2000
位左右的粉絲數。總粉絲人數由 2012 年 9 月的 3900 位增加到 6200 位，若以 1 個粉

絲 1 美元的價值換算，替日星鑄字行爭取到 60 萬台幣的行銷投資。 
 

 
圖: 日星鑄字行轉載前 3 名 Facebbok 貼文 

 

 
日星銅模徵志工 40% 轉載 

 
工作坊手工邀請卡 9%轉載 

 
閃靈樂團拍封面 8%轉載 

 
日星舉辦的各類活動，包括工作坊，志工聚會和圖文徵稿在網路上都有一定的支

持度(Virality 5%以上)。若以上表傳遞力排名前 12 名的貼文來看，目前觀眾最喜歡日

星的活版工藝，簡單一張銅模的照片傳遞了 4000 個網路用戶，其中 40%都把它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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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給更多人；第二名則是活動訊息，工作坊的邀請函賀卡以活版印刷印成，相當精

美，10%轉貼；第三名則是閃靈樂團 Doris 來日星拍攝新專輯封面，8.41%轉貼。以上

都接觸到超過 3000 人，投資效益相當不錯。 
 
另外，在臉書經營上，以勵志的態度達到小的里程碑也是吸引粉絲認同的重要方

式(粉絲團滿 6000 人、標在 Google 地圖上) 
 
表: 日星鑄字行粉絲活動前 10 名有感染力的發文 
NO Date Post Type Reach Virality 
1 2012/11

/3 
大家都來過日星買鉛字，你知道鉛字用什麼製造出來嗎？ 活版工藝 4002 38.93% 

2 2012/12
/15 

日星的博物館打造工作坊明天馬上就要開始 活動訊息 3929 9.26% 

3 2012/11
/21 

閃靈 Doris 在日星攝影時的現場錄影影片 藝人拍攝 3923 8.41% 

4 2012/12
/16 

歷史性的ㄧ刻，日星鑄字行粉絲滿 6000 人囉 網站相關 2951 7.76% 

5 2012/11
/11 

抱歉讓大家久等了，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幫忙 活動訊息 4079 6.96% 

6 2012/11
/5 

二號宋體版本心經 文創應用 3497 6.66% 

7 2012/11
/1 

日星直接標示在 Google 地圖上了耶 網站相關 3903 6.30% 

8 2012/11
/4 

大愛電視台拍攝〝敬字、惜紙〞現場記錄 現場報導 3262 6.28% 

9 2012/12
/29 

各位有參加圖文競賽的朋友們好，102 年 1 月 20 早上 10
點在日星舉行評審 

活動訊息 1673 5.86% 

10 2012/11
/19 

各位疼愛日星鑄字行的朋友們您好！十一月二十四日星

期六下午二點在日星鑄字行 B1 的志工聚會 
活動訊息 3078 5.24% 

11 2012/10
/22 

日星要開課囉!! 這次是空間改造和文創商品開發的課程 活動訊息 19018 5.20% 

12 2013/1/
10 

日星的自我介紹，在張介冠老闆以及熱心志工、粉絲的協

助校稿後，今天重新上線 
活版工藝 2473 5.01% 

 
 

2. 工作坊學生~10 作品 
 
經過 11/17~11/18 兩天的工作坊，文創商品組以鉛字做發想主題，參考日星目前的

合作案，從台語的鉛近似緣分來發想，開發出數種不同的商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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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 心心相印手工鉛字賀卡 
日星目前並沒有手工製作的賀卡。本張賀卡

以手工紙製作，中間以活版印刷機，鉛字油

墨壓印上大大的心心相印，並可將此手工賀

卡連同鉛字一起銷售，並可結合情侶做成尋

寶遊戲，像找「對戒」般找「對字」 

 

作品 2: 保安宮鉛字求籤 
台灣人對於宗教信仰有深厚的情感，求籤文

化更是不可抽離的一部分。從此概念發想，

為何麼鉛字不能結合籤詩呢? 剛好目前日

星有和大同區保安宮試做鉛字商品。組員以

此為出發點，設計了一系列的鉛字+籤詩玩

趣商品，強化去廟宇的求籤體驗，讓台語唸

起來像緣分的鉛字帶來更多玩趣 

 

 
作品 3 祈求平安鉛字姓名組 
同樣以鉛字和信仰為出發點，設計師開發出

了一套平安符結合木盒的鉛字組合，名字的

鉛字用木盒組起來，旁邊加上「祈求平安」

的平安符。透過這樣的發想，把鉛字商品

化，變成一種保平安的特殊商品 

  
3. 媒體報導 

 
除了工作坊的學員作品外，這次的工作坊也喚起了媒體對於保留傳統鑄字記憶的

重視，截至昨天為止，此工作坊已經幫助日星累積超過 7 篇新聞報導，包括聯合報、

中國時報、中央社與蘋果日報等媒體均來專程採訪。 
 

圖: 聯合晚報 11/18 顯著版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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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F%9D%E7%95%99%E6%9B%B8%E6%B3%95%E9%89%9B%E5%AD%9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21117/152543/%E5%8F%B0%E5%8C%97%E5%83%85%E5%AD%98%E6%B4%BB%E7%89%88%E5%8D%B0%E5%88%B7%E3%80%80%E3%80%8C%E6%97%A5%E6%98%9F%E3%80%8D%E4%BF%9D%E7%95%99%E6%9B%B8%E6%B3%95%E9%89%9B%E5%AD%9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21117/152543/%E5%8F%B0%E5%8C%97%E5%83%85%E5%AD%98%E6%B4%BB%E7%89%88%E5%8D%B0%E5%88%B7%E3%80%80%E3%80%8C%E6%97%A5%E6%98%9F%E3%80%8D%E4%BF%9D%E7%95%99%E6%9B%B8%E6%B3%95%E9%89%9B%E5%AD%9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21117/152543/%E5%8F%B0%E5%8C%97%E5%83%85%E5%AD%98%E6%B4%BB%E7%89%88%E5%8D%B0%E5%88%B7%E3%80%80%E3%80%8C%E6%97%A5%E6%98%9F%E3%80%8D%E4%BF%9D%E7%95%99%E6%9B%B8%E6%B3%95%E9%89%9B%E5%AD%9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21117/152543/%E5%8F%B0%E5%8C%97%E5%83%85%E5%AD%98%E6%B4%BB%E7%89%88%E5%8D%B0%E5%88%B7%E3%80%80%E3%80%8C%E6%97%A5%E6%98%9F%E3%80%8D%E4%BF%9D%E7%95%99%E6%9B%B8%E6%B3%95%E9%89%9B%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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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和建議 
 

(一) 可讓台灣成為全世界「中文字型設計」的文化中心 
 

1. 中文字體設計數量多，全世界最難 
 

 
中文的字架密密麻麻，全都是鉛字 

 
所有的銅模都以此種櫃藏方式放在銅模櫃內 

 
設計一套英文字體，只要弄 26 個字母和常用標點符號；設計一套中文字體，卻要

4000 個常用字，4000 個罕用字，更別提康熙字典收錄了 4 萬多個字，日星鑄字行這套銅

模，傳承了中國文化最早的鉛字，是中文楷書的寶庫之一。除此之外，中國大陸在文化大

革命之後的廢繁轉簡運動，使得這套正體楷書銅模成了世界遺產等級的真貴物品，務必好

好保存 
 

2.  中文整體必須保有書法的行氣，遠看卻又看似整體一致 
 

製做中文字體最難的部分，在於中文字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亦即在書法撰寫中

的「行氣」和文字閱讀的「整體性」取得平衡。過去銅模師傅以手工雕刻，做出這項具有

高度意義的應用藝術創作，每一字句都是當年雕刻師傅嘔心瀝血之作。 
 

 
圖: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製做: 手工風行楷書 v.s. 華康電腦楷書 

 

http://1.bp.blogspot.com/-gBWNdRloD9E/UKh5Vk-p-6I/AAAAAAAAAEE/fLojuPbwCho/s1600/%E5%9C%96%E7%89%87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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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現在電腦字體的製作，根據訪談相關從業人員指出，一套電腦字體只需 3 個月左

右完成，整套字體文字閱讀的「整體性」非常一致，卻失去了書法撰寫中的「行氣」，這

也是為什麼這套日星的字體之所以特別。 
 

3. 國內外字型專家相繼參訪 
 

過去兩年間，國內外字專家 2 年之間相繼來訪，包括朗文堂片塩二朗先生，大

日本印刷佐佐木愛總監、香港信黑體柯熾堅總監、中國方正集團朱志偉總監、上海印

刷技術研究所、中原商設林坤範教授和國內華康、文鼎字型設計專家都來造訪過日星 
 

 
圖: 日本朗文堂社長片塩二朗先生，秀英體設計者 
2012 年 10 月攝於日星，帶 6-7 位活版印刷工作者特地參訪台灣 
片塩先生表示: 日星的東西非常稀少珍貴，但是破損多，亟需調查表存 
 
除此之外，去年 9 月在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辦的台灣的字型設計活動在一週內馬上爆

滿，超過 50 位聽眾共襄盛舉，試水溫的過程中，足見文化界人士對於漢字字型的重視， 
 

 
2012/09/21 政大公企中心  

http://2.bp.blogspot.com/-ti_837HaAVw/UKh6o87jzbI/AAAAAAAAAEM/rLhiKDQpB-0/s1600/%E5%9C%96%E7%89%8712.jpg
http://3.bp.blogspot.com/-w7d61dfqkJU/UKh8pGpFp-I/AAAAAAAAAEU/hiPEMqA1LWg/s1600/%E5%9C%96%E7%89%87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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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董事長楊淑慧 、Justfont 創辦人 justfont 創辦人、前華康字型產品經理 葉俊麟 Michael、和實踐大

學兼任講師朱其銘；特別來賓張介冠，全場 70 人座無虛席  
 

4. 美國已有以字型創做的小額募款成功案例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外其實早有設計師運用活版印刷留下來的鉛活字或木活字轉

成特殊的字體，並在知名小額募款網站 kickstarter 上募款新台幣 60 萬元成功；足見

字體在國外的受重視程度。 
 

 
圖: Kickstarter 2 個月募款新台幣 60 萬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bearded/new-digital-fonts-from-rare-letterpress-wood-type 

 
最後，我們認為，未來在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興起的浪潮下，簡潔美觀的互動設計

(interaction design)，成為網站/App服務成功的關鍵，而字型更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因此，保留這套字體刻不容緩。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bearded/new-digital-fonts-from-rare-letterpress-wood-type
http://1.bp.blogspot.com/-aE6t_BN7_QE/UKh9hpDir3I/AAAAAAAAAEc/9sm1iFxeHKo/s1600/%E5%9C%96%E7%89%8714.jpg


38 

(二) 可發揮活版印刷的文創價值 
 

在美國，許多人保有手寫賀卡的習慣，特別是活版印刷的賀卡特別討喜；在日本，

鑄字行的年營業額仍然有千萬台幣以上，因為日本人喜歡收到特製的手工名片。 
 
現在台灣有 1000 萬位受薪階級，若他們 2 年換一次名片，1 年也會有 500 萬個印製

需求，只要 1%的人願意用活版印刷來做名片，一年也可以為日星帶來 1 萬筆訂單 
 

 
圖: 用鉛字排版印製的邀請卡：恭請文化局副局長林慧芬蒞臨工作坊 

 
除此之外，鉛字也是很好的文字創作媒介，舉凡心經、名片、日曆 、象棋等藝術創

作，都可以用鉛字當作素材。 

 
(三)  保留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精緻工藝 

 

 
圖: 日本的鑄字行紛紛轉型成結合博物館和鑄字功能的文創產業 

 
其實日本的朗文堂和台灣的樹火紙博物館，都有類似的經營模式-把舊有的服務其他

公司行號的工廠，改為寓教於樂的文創基地；日星鑄字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完全捐助出去，

變成社會的資產； 
 

(四) 政府協助，由計畫或活動補足人力資源 
 
日星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之一，在於人力以志工為組，目前財力無法負擔聘僱常態性

工作人員；雖然本小組已盡力嘗試與台北市文化局和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合作。若政

http://2.bp.blogspot.com/-7RFkSKMCYxw/UKh-pQTvaKI/AAAAAAAAAEk/jwaI3LTP-tE/s1600/178457_389098671166346_1163632165_o.jpg
http://1.bp.blogspot.com/-KwMTUZl7xq4/UKh_Yi0GcXI/AAAAAAAAAEs/HoVaotYeXO4/s1600/%E5%9C%96%E7%89%87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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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能與學校教授合作，以學術研究或專案補助的形式，補助日星 1~2 位常態性人員，

將可大大挹注鑄字行目前營運。 
 

(五) 希望城鄉所後浪來推一下 
 
日星鑄字行是值得繼續投入的重要議題，希望本所所長和實習客的教授能持續關注日

星，不要讓 1 年半來的努力就這樣斷裂了。本小組在報告的最後，由衷的希望此門

課能繼續開下去，讓更多有心投入文化保存的優秀同儕、學弟妹，有機會貢獻一己之

力，把「保留傳統工藝，發揮漢字文化價值」這股浪潮繼續推下去。 
 
 
附錄: 日星鑄字行過去空間活化策略 
 

就本組對日星的訪查和瞭解，日星在空間上改變的需求相當強烈：日星之舊有空間如鐵

工廠，卻吸引數千人慕名而來參觀；而《台灣活版印刷保存協會》成立之初，即有復興整個

活版印刷產業，保存印刷工藝的想像；在此需求下，本組將對日星的空間活化部分拆成日星

現有空間、和未來工藝館想像 2 個部分討論： 
 
圖表: 日星現有空間照片 v.s. 日星空間活化策略整理 

  
 
現有空間-室內外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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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日星現有空間分區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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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空間-需求訪談和活動內容分析 
日星營業活動大體包括以下七類：1.學術及課外教學參訪 2.新聞專題採訪 3.文化技術交流(團
體)4.廠商合作拜訪 5.上下游廠商生意 6.志工協助專案活動 7.一般觀光客活動。其活動動線及

空間使用分析如下圖: 
 

一般觀光客 

 

志工 

 
 
團體參訪 

 

 
合作廠商 

 
圖：日星現有空間使用者動線分析 

 
問題點 
空間分析診斷結論： 
 
1. 目前動線在入口處過於集中,以及雜物過多造成等待空間及結帳空間重疊擁擠 
2. 地下室因辦公桌及其他雜物切割造成團體活動空間不足 
3. 張老闆及志工工作區分善不易管理及工作討論 
4. 字架線行動線設計缺乏視覺導引,遊客不敢進入 
5. 收納空間不足使用空間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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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現有空間-提出未來改善計畫 
依據本組對日星既有空間的訪查和分析，我們測繪了新的室內設計圖；並在下圖中詳細說明: 

1F 改造前 

 

1F 改造後 

   
 

左側室外廊道空間閒置；接待區過於狹窄；右

側雜物堆積；鑄字區稍嫌雜亂；字架區無標示 
  將字架區標示清楚，接待區增大，工作區移

位  
  整理；並利用右側廊道做活版印刷展示空間 

                          圖：日星空間改造計畫草案-1F 
 

B1 改造前 

 

B1 改造後 

   

內側雜物堆放，並無投影機，僅有折凳和塑

膠椅，書架上堆積私人藏書 
  增設投影機，清除雜物，閒置地區可做活

版協  
  會辦公空間 

                          圖：日星空間改造計畫草案-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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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目標-分析過去工藝館提案 
《台灣活版印刷保存協會》成立之初，即有復興整個活版印刷產業，保存印刷工藝的想

像；在本組的訪查後，我們將協會之前整理的企劃書摘要整理如下： 
 

表: 《台灣活版印刷保存協會》成立工藝館需求訪談整理 

目

標
00 

成立臺灣活版印刷歷史文物典

藏研究中心 
活版印刷技術傳習及推廣中心 
正體中文字體研究發展中心 

營

運

計

畫 

文物研究蒐藏 - 「活印工場」 
鑄字：手動鑄字機、膠泥壓模 
印刷：手工壓印、手動圓盤機 
裝禎：手工線裝、騎馬釘 
親身體驗的參觀經驗 
簡介：導覽流程簡介→本館簡介→歷史回

顧體驗：活版印刷流程→活印工場配製實

地解說→寫檢字單→檢字→排版→ 印刷 
特展、 訓練課程、 社會推廣 
活印商店、出版、產業連結 
正體中文字體骰計 
設計+創作+交流 
數位交流平台 

理

念 
對環境友善：各項綠措施、商

品設計以「從搖籃到搖籃」為

目標。以開放為預設：不收取

任何門票費用，希望更多人能

來參觀，認識活版印刷。 
讓來訪者受益：新知、新環境、

隱藏的文化底蘊、自我啟發、

健康、環境保護、美感、質感、

輕鬆、舒適、合理價格、便利。 

活

版

印

刷

品 

對環境友善 
以開放為預設 
讓來訪者受益 

基

地

設

計 

基地就是展覽 -「展覽」不受限於傳統的

展間」 
教室、辦公室都是工作室 
區域劃分 -「活印工場」、「活印工作室

J 、「活印典藏庫」、「活印咖啡館」及「活

印商店」五大區域。 
原

創

產

品

及

服

務 

實體商品銷售通路 - 蘑菇、行

人、南村落、紅樓二樓「16 工
房」 
實體商品 -  文具、衣飾、遊

戲、其他（鉛字鑲嵌磚） 
服務商品 - 活印體驗、客製商

品、協助活印工房設立、活印

媒和平台 

基

地

空

間

需

求 

最佳配置：500 坪 
「活印工場」250 坪。 
「活印工作室」 100 坪。 
「活印典藏庫」75 坪。 
「活印咖啡廳」 50 坪。 
「活印商店」25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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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目標-搜索有潛力閒置空間 
 
本組藉由調查台北市區之閒置空間，以區位、坪數和交通便利性，篩選出榮民印刷廠、雙連

市場和明倫國小 3 個場地，進行初訪和分析；然而，目前此 3 塊土地均被政府撥做其他使用。

位來若需保留工藝館，得持續和台北市政府或中央政府協商，取得適宜的土地。 
表: 潛在工藝館後選區位清單 

場地 適合原因 現況描述 

榮民印刷廠 坪數大（超過 500）， 
位於萬華區，過去又為印刷產業 

產權屬國有財產局，但已被台北市政府有償

取得，被劃為公園預定地 
雙連市場 區位極佳(由日星走路可達)，有近

500 坪空間，又近捷運雙連站 
產權台北市政府市場處，以委外發包給飯店

業者做國際青年旅館預定地 
明倫國小 位於大同區，近日星，坪數大，

在捷運圓山站旁 
產權屬教育部，以被劃入都更預定地，可能

被變更土地使用 
 
未來目標-參訪樹火博物館，學習保存典範 

 

        
 

樹火紙博物館也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從初期的歷史資收集建構到相關設備器具的收集

安排，以及人員招募訓練和基金會的組織營運方式等 ,都不斷的再修正才有今日成熟的規模。

反觀日星，也必須朝這些方面一點一滴的建構才有日後工藝館實踐的可能。 
表: 樹火博物館經營分析簡述 

空間規劃 同活動及客層屬性作不同樓層的規劃 , 並區分文創商品區 / 藝術創作展示

區 / 體驗區 / 歷史介紹區 等空間 , 整體空間氣份是以簡約清晰的空間感

為背景讓紙的活動與操作展現更多的應用 , 也利用了一些光影與空間挖空的

手法讓空間增加了視覺層次與焦點 
營運方式 透過基金會的有給職人運的安排規劃運作推展活動業務 , 並與一些藝術家與

文創設計師合作推出一些作品與藝術展品在館中展示間販售 , 且對外參觀有

銷售門票的機制 , 藉此創造自己的營運費用 , 藉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營運模

式 ,  另一方面也與上下游業者合作參加各種政府活動增加能見度與串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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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業業者 , 並也承接政府委外的一些規劃研究計畫及報告 , 也增加基金會

的另一項收入 
活動內容 透過事先開放預訂安排好的時間 , 讓參觀的人能親自體驗製紙的過程, 另外

也設置了各種紙類的手感體驗 , 並配合製紙的歷史與制紙流程說明指的歷史

脈絡與應用 , 在不同的團體活動中都有專門的導覽人員帶領活動詳細的解

說 , 讓參與活動的人能有秩序完整的在館中活動到結束 

願景-先強日星，再強活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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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印刷術分類 

 
資料來源: 徐成坤(2001)，凸板印刷之鉛字製作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碩士論文， 
 
附錄: 台北名鑄字行一覽 
鑄字行 創立時間 創立地點 規模（鑄字機數量） 
風行鑄字行 1949 年 新北市 

三重區 
待訪談 

中南鑄字行 1928 年 台北市 
貴陽街二段 

50 餘坪廠房有 26 台鑄字機 

普文鑄字行 1937 年 台北市 
中華路 

1953 年，購入林榮社萬年鑄字機;1955 年購入八光

鑄字機 7 台 
協盛鑄字行 待訪談 台北市 

萬華區 
待訪談 

日星鑄字行 1969 年 台北市 
太原路 

5 位鑄字師傅跟 30 幾位檢字員工，鑄字機 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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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林茂國前輩訪談紀錄 
 
吃 60 年印刷廠飯的過程 2012/04/22 日記於台中，城鄉所日星小組 

 
民國 40 年，林茂國先生正在設計一套新式字

盤 

 
民國 101 年 4 月， 

林茂國先生(左)接受本小組訪談 
  
林茂國民國 17 年 2 月 15 日生，籍貫台灣省台中市，現年 84 歲。 
 
民國 24 年 3 月，進入台中市日屬公學校，接受六年國小教育。民國 30 年在校時品學兼優，

級任老師積極鼓勵繼續升學，前途可期，仍因家貧無法負擔學費而作罷。 
 
畢業後隨即蒙級任平野老師推薦進入日人經營之「吉村印刷廠台中支店」當檢字學徒，幸獲廠

長張之先生賞識，親自施以嚴格之基本印刷訓練外，又傾囊相授各部門印常識，並破例提拔，

短短兩年內，(我)即升為技工。(依規定學徒應修畢 3 年 4 個月才能升為技工) 
 
民國 32 年，張廠長調升台北本店，廠長臨別時鼓勵我應多接觸各地同業好友，互相切磋技術，

取優捨劣，多聽多看，增加見識，充實自己。適有好友花連「台灣日日新聞」有缺報名，應考

順利考入該社，成為檢字技工。然而因水土不服，任職一年後請辭回台中。 
 
民國 33 年，經張廠長安排到「台北吉村印刷廠本店」任檢字技工。該廠規模宏大，員工 100
多名，專印總督府軍令，教科書等。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吉村」廠被台灣省政府長官公署

秘書處接收，改為「秘書處印刷廠（現在之台灣省政府印刷廠）」此時，我以調任為校對員兼

廠長助理，藉職務上的便利，便勤練中文及台灣國語。民國 35 年底，應友人之邀，回台中參

加籌設「和平日報」印刷廠工作，被委以整理檢字部各項設施。 
 
因係第一次參與籌建工廠，整日戰戰兢兢，深怕有負職責、幸一切順利、創刊號如期出報。但

不久之後，受二二八事件之累，被勒令停刊，旋及被國防部接管，改名「掃蕩報」，並移至台

北發行。隨廠北上後，我被派為檢字部領班。民國 37 年，張廠長創設之「大同印刷廠」承印

李萬居先生籌辦之「公論報」，辭掉掃蕩報後，轉職「大同印刷廠」幫助檢字排版兩部內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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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做到任後身兼數職，每天工作時間逾 15 小時，且全年無休。不久終於積勞成疾，不

得以請辭回家休養療病。 
 
民國 39 年，某單位從大陸搬撤一批上海式印刷器材，擬慾改為台式工廠，承印趙得修先生創

辦之「勘建日報」，經友人推薦，被授權全權處理整廠事宜，因時間充裕，首先對幾十年來沿

用之日式字盤予以廢棄，另設計一套新式字盤，將內外字之「重要」、「次要」重新分開調換位

置，再以毛筆書寫字盤，使其能永遠保存字跡、清晰不易毀損脫落，經實際使用後，工作效率

竟提高 2 成以上。消息傳開後，各廠競相仿效採用，頗獲好評。「勘建日報」出刊後，因內部

發生糾紛，不久即宣告夭折，後改為「臺中印務館」。 
 
民國 41 年，幫助胞兄推展字母生意，任業務員之便，跑遍全省印刷廠，結識不少印刷界至交

朋友，同時替多家印刷廠整理字盤及建議改善各項老舊設備，來提高生產效率，頗獲對方認同，

也因此無形中建立深厚友誼。 
 
民國 45年 3月，經嘉義羅印務館引介，與顧鴻傳先生接洽設廠，承印中國日報(四開小型報紙)，
其條件為：報社提供設廠場地，勞方負責工廠設備要求 20 天內見報。如此短時間內要籌建一

家印報工廠，在當時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為了考驗自己的能耐，初生之犢不畏虎，竟然答

應下來。隨即利用一切人脈資源，籲請各地好友協助支援，余則坐鎮工廠整理檢字部(最重要

的部門)配備，並指揮各部門人員日以繼夜努力趕工，奇蹟地如期於 3/29「青年節」出報。 
 
民國 48 年，顧社長與發行人之間發生版權糾紛，進而訴之法院解決，報紙亦隨之停刊。因官

司久久未見結果，遂將員工遣散，工廠設備則讓售府會週報社長常本廣先生。 
 
民國 49 年，在住家開設小規模之「永印印刷廠」。因設備簡陋，只能承印普通雜誌報刊表格等

工作，勉強維持營運。 
 
民國 51 年，台北「三華印書局」力邀兩廠合作，遂於 52 年四月底遷至台北與「三華」合併

經營，翌年「葛樂禮」颱風帶來豪雨，工廠被淹三天，水深及腰，器材盡廢，無法繼續營業而

宣告停業。 
 
民國 53 年，再次籌資在台北市涼州街創設「永茂印刷廠」，初期因設備簡陋，無法拓展業務，

經再三投入鉅資增加設備，銳意改善加強品質管制，提高生產效率下，以價格工道、印刷精美、

交貨準時而漸獲客戶好評。主要客戶有廣文書局代編之故宮文獻月刊，中華彩色、華視周刊之

排版打樣、漢聲月刊、台北縣政府主計室編印之預標書、決標書、統計年報、中國金融、輔大

日夜間部校訓、東吳月刊、淡江校刊、台大法律系系刊等定期刊物等先後成為主要顧客，數年

後終於在台北市爭到一席之地。惟因高雄「中新」業務發展神速、呈現供需失衡，影響業務甚

鉅，在考量利弊得失後，認為高雄將來性較佳，於是決定忍痛放棄台北「永茂」。恰巧此時文

化大學華岡印刷廠王大鈞廠長來訪，得知此情後，建議校方購買部分排檢器材，並央請代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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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整理工廠設施(據說該廠創設二十年來虧損甚鉅，成為文大沉重包袱)。買賣成立後，立刻派

資深員工隨同前往處理，順便介紹「永茂」顧客捧場，一年後果然轉虧為盈，皆大歡喜。 
 
民國 65 年，「永茂」業務穩定後，胞弟政男合夥進軍高雄開設「中新鑄字行」，挾著設備齊全，

字體秀麗，品質優良為號召，業務竟然一日千里，進展驚人，不久連素來仰賴台北「中南」供

應標題字之台灣日報、中國晚報、民眾日報亦相繼採用「中新」產品， 一片燦爛榮景已呈現

眼前。69 年 9 月，台灣時報社長吳基福先生擬在美國設廠，印行國外中文版，特向本廠訂購

全套印刷設備，約定 40 天內交貨，幸好此時已結束台北「永茂」業務，才能專心趕工，得以

如期順利交貨輸往美國。 
 
民國 75 年春，已屆耳順之年，意欲早日回鄉落葉歸根，於是將股份讓給政男，攜眷回中。旋

在五順街開設「中新鑄字廠台中店」。此時台中已有五家同業，互相競爭激烈，加上新興起的

電腦排版及平版快速印刷漸漸對傳統活字排版構成威脅，在此情形下，幾乎沒有市場再容「中

新」有生存空間。但還是憑著一股高昂鬥志和新式設備，毅然硬闖下去，經過數年之競逐，五

家同業先後不堪虧損而相繼關門，只剩「中新」獨家苦撐。 
 
  
日星組員訪談林茂國前輩照片 

 
 
各部門設備配置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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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台灣活版保存協會介紹 
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 
 
沿革 

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成立於 99 年 9 月 4 日，係依人民團體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

的之全國性社會團體，該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文化部。其成立之宗旨

是為了保存與推廣活版印刷文化，發揚正體中文漢字書法與工藝之美，其運作所擔負之任務包

含保存、記錄與維護活版印刷技術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推廣活版印刷文化與正體中文書法與

工藝美學；活化利用活版印刷技術促進活版印刷產業再發展；以及辦理各項活版印刷與正體中

文教育推廣活動。 
 

運作 
 
該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選舉出理事、監事成立理事會及監事會，並授權理、監

事會辦理日常會務，例如：聘免工作人員、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等，理事、

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2 年。 
 
該會目前運作多以理、監事會議做為其決策單位，經調查其理監事成員，曾經從事活版印

刷產業屬極少數，目前多為文化藝術從業人員，例如：平面設計、文案設計、插畫…等，由此

分析，該會核心成員對於活版印刷保存及紀錄有些許難度，但相對於活版印刷其文化創意、推

廣及應用的部分，相對具有優勢，若未來能廣納過去從事活版印刷產業的相關成員，不論是鑄

字、檢字、排版，印刷及裝禎…等，則不論對於工藝技術保存或文化創意推廣層面，均可以面

面俱到，史協會運作可以更符合設立宗旨。 
 
另外，協會在理、監事會下，設有任務組織編制，依其理監事會會議紀錄所載，分別設立：

公關研究組─負責全會公關事務推動，包含計畫合作案之瞭解至提出、學術研究、會務發展研

究、重要專題研究、國際工藝技術交流及合作等；教育推廣組─辦理教育之推廣、刊物出版、

諮詢服務等；傳統技術組─傳承活版印刷之所有相關傳統技術；文物保存組─文物清查、文物

數位化之所有相關技術；館舍籌備組─用地取得之事務、館舍營運、工務與技術相關空間規劃

之籌劃事宜以及競圖設計等；資訊組─辦理資訊業務推動。惟上述組織編制目前仍為紙上作業，

因成員於協會活動並無排定太多時間，以致會務推動上遭遇相當的瓶頸。 
 

經費 
 

該會經費來源以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為大宗，入會費收費標準個人會員為新台幣 500 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 1500 元，均於入會時繳納；常年會費則是個人會員新台幣 300 元，團體會員

新台幣 1000 元，其餘收入來源包含事業費、會員捐款、委託收益、基金及其孳息、及其他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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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馬英九於 98 年 6 月 28 日曾參訪日星鑄字行張介冠老闆，當時總統相當肯定鑄字行

所發起的活版字體復刻計畫，並且當場捐出新台幣 10 萬元給張老闆，表達對保存中文文化的

支持。而這筆款項張老闆並未做其他使用，一直到文化保存協會成立張老闆擔任理事長之後，

將這筆款項捐助予協會，做為創會成員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惟協會目前仍無其他經常性收入，

造成經費拮据，會運運作上亦難聘用協助處理會務之編制人員，是以會務難以推動。 
 
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成立後，所接受公部門補助第一個委託案，是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按：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辦理之「日

星鑄字行初號楷體普查 」，其成果即為「昔字．惜字．習字 」這本書，本書記載了臺灣活版

印刷發展的歷史，還有近年來的再生過程，也分享了日星鑄字行近半個世紀的回憶，透過一張

張充滿文字之美的照片，也捕捉到保存鉛字的堅持與熱情。本書書末附有「日星鑄字行初號楷

體縮樣稿」，是本次協會普查字體的成果。這款字體約在民國 10 年至 20 年代間製造，據考其

字體為清朝進士書寫，再由專業工匠篆刻後，翻胎製成銅模，臺灣特有繁體中文楷體字的型式。

本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總計補助 487,956 元，惟據張老闆指出，

本計畫之支出遠超過文建會所補助。 
 
圖：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立案證書 
 
 
表：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第一屆理、監事及會員名單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 
理事長 張介冠 男 60 大安高工 日星鑄字行負責人 
常務理事 張嘉行 男 45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 插畫 
常務理事 林金仁 男 67 初中 印刷工會理事長 
理事 王得泰 男 34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凱風卡瑪兒童書店 
理事 邱睦涵 女 33 University of Centerbury 平面設計 
理事 黃一琴 女 43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貿易公司業務 
理事 林竹君 女 39 臺中教育大學美勞教育學系 教師 
理事 李鳳新 女 45 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翻譯 
理事 周易正 男 41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行人出版社總編輯 
常務監事 柯志杰 男 30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電腦工程師 
監事 楊忠銘 男 38 臺南藝術學院 324 版畫工作室負責人 
監事 張芸嘉 女 33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文案設計師 
候補理事 劉宜芬 女 40 芝加哥藝術學院 設計 

候補理事 陳佳莉 女 29 University of Brighton 
Graghic Design 平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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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理事 陸兆友 男 66 強恕中學 臺北市印刷商業同業會理事長 
候補監事 劉秀玲 女 45 基督書院 家管 
會員 朱其明 男 44 DUQUESNE U. BA 藝術指導 
會員 簡毓瑩 女 30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企劃(磨菇) 
會員 楊曉華 女 26 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助理編輯(行人) 
會員 李珊 女 28 崑山科技大學視傳學系 設計 
會員 李美瑜 女 43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 設計師(磨菇) 
會員 楊宏光 男 43 文化大學 商(磨菇) 
會員 蔡麗鈴 女 44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 磨菇店長 
會員 陳亭心 女 29 世新大學廣電學系 服務業 
會員 張素華 女 38 政治大學廣電學系 企劃(磨菇) 
會員 徐妤榛 女 41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業務 
會員 林怡瑄 女 41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業務 
會員 陳冠瑞 男 23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學生 
會員 嚴韻 女 40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翻譯(行人) 
會員 賴美和 女 34 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設計(磨菇) 
會員 游景雯 女 2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平面設計 
會員 陳培瑜 女 35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凱風卡瑪兒童書店 
會員 康椒媛 女 29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專任助理 
會員 王明霞 女 40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導演 
會員 鄭玉章 男 48 復興商工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會員 黃胡豐 男 42 高職  
會員 蘇文彬 男 53 高中  
會員 游知澔 男 27 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會員 曾偉綾 女    
會員 張淑郁 女    

會員 
梅志印

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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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活版印刷保存技術人員訓練計畫 
 
一、 計畫緣由 
    鉛字活版印刷技術在台灣已使用近一世紀，在台灣的文化教育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由於電

腦發明使得印刷科技進步，讓鉛字活版印刷技術失去競爭力而退出舞台，台灣的印刷字體也全

數被電腦字取代。本計畫希望藉由活版印刷保存技術人員訓練，將日益消失之活版印刷技術保

留，進而推廣至文化創意層面之發展。 
二、 目的 

1. 保存、記錄與維護活版印刷技術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 
2. 推廣活版印刷文化與正體中文書法與工藝美學。 
3. 活化利用活版印刷技術，促進活版印刷產業再發展。 
4. 辦理各項活版印刷與正體中文教育推廣活動。 
5. 凝聚地方與社區認同。 

三、 主辦單位 
      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理事長 張介冠  
      台北市太原路 97 巷 13 號 
      (02) 2556–4626 
四、 計畫實施期間 

   自計畫通過起一年時間﹙預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五、 計畫內容 

委託「日星鑄字行」訓練本會活版印刷保存技術人員，先以鑄字人員及檢字人員訓練為

優先。 
六、 計畫人力需求及管理方式 

 

工作項目 配置人數 
配置工作之

地點 
配置工作之

期間 

進用條件 

學歷 專長 特殊條件 

鑄字人員 2 人 本會 102.01.01~
102.12.31 無 無 

書法基礎

及
photosho
p 操作 

檢字人員 2 人 本會 102.01.01~
102.12.31 無 無 

書法基礎

及
photosho
p 操作 

 
七、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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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績效 

工作項目 
工作(服務) 量 
總目標 本期 累計 估算基準 

鑄字 300 字/時 - - 
總目標為最終鑄

字之速度 

檢字 5000 字/時 - - 
總目標為最終檢

字之速度 
 

 
八、 經費預算 

第一年概算表 

項目 
經費 
預估經費 自 籌 款 申請補助經費 備註 

人 
事 
費 
用 

專案管理

人 
0 0 0 

進用人數未達

10 人 
進用人員 1,056,000 0 0  
保險費 65,136 0 0  
合計 1,121,136 0 0  

其他費用 52,800 0 0  
總計 1,173,93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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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復刻計畫介紹 
 

課程規劃  
一、師資介紹  
書法指導‧江育民  
臺灣大學法律學系畢業／全省美展永久免審／全省美展評審／全省學生美展書法類評審／

2000歷史博物館特展／1983全國青年美術創作獎書法類第一、國父紀念館全國青年書法比賽

第一（第二、三、六、九屆）／1984歷史博物館全國青年書法比賽第一／1989臺北市美展書

法類第一／1989臺北縣美展書法類第一  
書法指導‧何信旺  
1975生於苗栗／1999國立藝術學院系美術系油畫組畢業／2005國立台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美創碩士班油畫組畢業／展覽：1999，《背叛》，中銘藝術中心，聯展／2003，《金剛無敵

－錢久閒》，皇冠藝文中心，聯展／2004，《空間提限》，也趣藝廊，聯展、《華山論劍》，

藝術家博覽會，聯展／2005，《繪畫的意識空間》，南北畫廊，個展／2006，《菩提釋代》，

一票人票畫空間，個展、《古木奇石》，一票人票畫空間，聯展、《隨時有風扇畫展》，一票

人票畫空間，聯展／2007，《雲且留住》，一票人票畫空間，聯展、《藝術好傑》，關渡美

術館，聯展、《縭漵與隆野村夫》，meis的店，聯展、《第四屆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聯

展／2008，《書展舒》，一票人票畫空間，聯展、《誇圖世代》，中國時報，發表、北京長

店基地，私人駐村／2009，《縭漵與海蒂》，meis的店，聯展、《彷彿》，布查當代藝術空

間，聯展、《月光光心慌慌》，vt非常廟，聯展、《童叟無欺》，the gallery畫廊，個展  
刻模指導‧張介冠  
日星鑄字行負責人／2010臺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第一屆理事長／2008日星鑄字行活版字

體復刻計畫、志工論壇、鑄模字型修復工作站／2009開辦志工檢、鑄字訓練課程／2009獲林

宗毅博士文教基金會文化獎，肯定活版字體復刻計畫為保存正體中文與活字印刷之文化遺產／

2010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成立／

99年度繁體中文正楷銅模及其字體數位典藏計畫合作（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日星鑄字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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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說明  
培訓課程分為二階段：  
  第一階段（字體修復課程39小時，佔總時數約49%）  

短期間內，培養具備理解楷體書法源流、演變及筆法的能力，並能以電腦繪圖軟體工

具，例如Photoshop、Illustrator將透過大圓盤機印刷、掃描、切割之字檔進行數位字

體修復，請書法指導學員修復技術之細節，使之符合原作之風格及章法，以利第二階

段再運用CNC復刻銅模，使原有銅模退休、進入展示階段，後續再以新銅模鑄出鉛字。  
  第二階段（刻模課程39小時，佔總時數約49%）  

學習專門雕刻模具之中央加工機（CNC）之運用理論及操作，透過電腦軟體CAM將字

體修復BMP檔轉檔為NC檔，並反覆進行雕刻模擬，此一運用為張介冠先生獨力發想復

刻銅模之現代方式，傳統方式為手工雕刻於鉛字再電解產出，此一工藝尚無傳承，為

加快速度以保存珍貴銅模，目前先採CNC刻模進行復刻，未來將逐步訓練以手工雕刻

之種子人才。  
培訓形式分為二部份：  
  第一部份（互動式靜態講座16小時，佔總時數約20%）  

主要以座談、討論、體驗等互動式教學方式辦理，引導學員了解形成本培訓計畫之背

景與努力的核心意義，即為活的活版印刷，以建立其認同之深度，並進一步認識傳統

活版印刷與現代活版印刷工藝的差異，學習工具、現代化應用及各種相關資源連結，

並關注此工藝的文化價值與保存的重要性，藉以培養能長期投入志願服務、甚至是未

來臺灣活版印刷工藝館之種子人才，持續以各種想像與實際面達到深入參與。  
  第二部份（實習課程63小時，佔總時數約80%）  

配合互動式講座學習實務技巧，並以實作與專業指導使其在短期培訓間，建立一定的

基礎，製作出符合美術及工業應用標準的修復品，優先保存迫切需要數位化之銅模，

未來也將以此計畫成果累積之人才與心得，持續投入藝術領域的培育，包含書法、篆

刻教育、字體設計等專業養成計畫。  
（一）課程內容如有變更，將提前公告並請以實際上課為主。  
（二）自01/28起至07/14止，課外每學員每週需另修復10字，期間計有24週，即每學員除課

內字體修復外，另需修復240字並繳交，惟未經書法指導尚不列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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