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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星鑄字行張介冠老闆為臺灣保留活字印刷的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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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知識的累積與傳播，就是

藉由文字的形式予以記錄、保存，並代代

相傳而延續下來的。據載，「最早的漢字」

即中國商朝晚期的甲骨文，其承襲前朝的

雕繪技藝，契刻於龜甲或獸骨上，是現代

漢字的基礎與關鍵形態。歷經數千年的演

變，漢字字形的結構更趨完整與優美，活

版印刷的技術與工藝價值也有所彰顯，但

如此珍貴的文化寶藏，卻在數位化、網路

世界的狂潮席捲之下，面臨逐漸式微與斷

層的危機。民國 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

代，一出生就接觸電腦、智慧型手機，他

們很少拿筆寫字，對紙本書報雜誌日益陌

生；對於「鑄字」、「活版印刷」更是聞

所未聞。從前的鑄字行門禁森嚴，除了自

家工作人員，外人皆不得入內，連廠商或

客戶也只能在大門口等候，不能越雷池一

步。如今店家願意以不同的心態與經營方

式對外開放，我們才有機會前來朝聖、一

窺堂奧。

走進台北市原料行聚集的太原路巷弄

內，很快就能找到「日星鑄字行」。兩條

走道、共四大面由一層層字架堆疊起來的

鉛字牆，充滿歲月鑿斧的痕跡與歷史的刻

度，這是日星最重要的資產，也是記者今

天來訪的目的。

臺灣最後一家鑄字行

成立於民國 58年的日星鑄字行，原

本計畫開設印刷廠，卻在開業前出現印刷

機無法如期交貨的狀況，加上家中原就有

鉛字與銅模鑄造的機器，於是因緣際會促

成「日星鑄字行」的誕生。店名「日星」

源自創辦人張錫齡的發想，取其「日日生

產、日日發財」之意。果然，名實相符

的日星一成立，業績便蒸蒸日上。民國

60~70年代，是臺灣活版印刷產業最為活

絡的全盛時期，當時印刷廠工人的收入是

一般工人的 1.5倍，鑄字師傅的收入又是

印刷工人的 1.2~1.5倍，鑄字師傅炙手可

熱的程度由此可見，因此有人戲稱，鑄字

師傅是可以穿著西裝鑄字的。70年代以

後，電腦出現了，代代更新的電腦排版系

▲ 鑄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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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不斷演進，快速、好用、成本又低，不

到十年之間，就以鯨吞蠶食的方式逐步取

代傳統活版印刷技術，活版印刷業營業收

入幾乎可用「一瀉千里」來形容。正當同

業紛紛歇業，連「協盛」、「振興」這幾

家老字號也相繼吹起熄燈號，身為日星第

二代的張介冠此刻驚覺，如果連日星都打

退堂鼓，臺灣的活版鉛字可能就此銷聲匿

跡、永遠失傳。意識到如此危機，張老闆

取得家人諒解之後，首先展開字體修復工

程。他不僅想讓後代子孫了解活版鉛字的

價值、鑄字的意義；從長遠的角度思考，

更希望能將日星完整保存下來，做為臺灣

活版印刷歷史的見證。

什麼是「活版印刷」

包含鑄字、檢字、排版、印刷四個

程序。即透過人力，以手工方式，從一座

座浩瀚的鉛字架裡面檢出一枚枚需要的鉛

字，排成一塊塊整齊的版面，固定好之後

再上機器印刷的過程。在電腦排版、平版

印刷尚未普及之前，任何與文字有關的輸

出品：書籍、報紙、雜誌、海報、廣告傳

單⋯⋯，皆以活版來印製。為何稱作「活

字」、「活版」？因為鉛字是活動的，可

以隨時抽換、移動、組合、重複使用；版

面可以拆開、重組、靈活運用，所以版是

活的；所有步驟裡面，不論鑄字、檢字、

排版或印刷，每一個工序都必須透過專業

師傅手工操作完成，因此過程也是活的，

所以稱為活版印刷。這是一種印刷方式，

須靠師傅的精巧與純熟手藝，更富含工藝

層面的精髓與深刻意涵。

▲ 以人工從字架檢出需要的鉛字進行排版，是活字印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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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結合書法與篆刻之美

此外，活版印刷更有深層的文化價

值。日星店內的楷書體字種字形優美雅

致，呈現在文創商品上面，更能凸顯字形

與結構的美感。張老闆表示，這套楷書字

體最早是由一位上海進士以「館閣體」(古

時大臣上書奏章規定的字體，也是科舉考

試必備項目之一 )寫成，再由篆刻師傅一

字一字雕琢出來，之後傳入臺灣，成為官

方指定的印刷字體，並普遍流行於社會。

但電腦的數位字形卻是以「零件庫」的概

念去組合成一個字。先做了很多筆劃的零

件，譬如各種一橫一撇一點一捺，再拼湊

成一個字。而活版即是以一個完整的字的

概念去設計字形，源自書法的基礎與篆刻

的工藝技巧，師傅在製作字種前，心中已

先有字的結構，刻出來的「種字」再去製

作模具，以「一個字」的完整性來思考。

尤其楷書，筆劃的布局、中宮的處理，都

會因不同字體造成不同的視覺感受；以此

概念延伸、發展、設計出來的字種，其美

感與文化的深度，是數位字形所無法比擬

的。譬如「三」這個字，就包含短橫、中

橫、長橫三種筆劃，從下筆、運筆到收筆，

三橫都不一樣，狀態各有不同；但電腦字

形便一模一樣，只有長短的差別而已。再

舉「墨」字的六個點為例，日星的楷書體

筆觸蒼勁有力，六個點就有六種筆劃，也

各有不同力道、風韻與形態，但數位字形

便千篇一律、了無新意。這就是活版鉛字

與數位字形最大的差異與價值所在。

現在所謂的版面設計概念，最初亦來

自活版印刷。譬如 16開的尺寸，4號字 5

號字一行分別能排幾個字，不能多也不能

少；天地左右該各留多少；裝訂方法不同，

排版的方式也會不同，過與不及都不好看；

▲ 有 80年歷史的圓盤印刷機。 ▲ 與「紅東東」設計公司合作研發的文創商品「活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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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有講究有規範的。又如活版鉛字

之間，其實存在著倍數關係：2號字與 5

號字、初號字成比例；1號和 4號成比例；

3號和 6號成比例⋯⋯。因此，4個 2號字

拼起來是一個初號字的大小；4個 5號字

拼起來就是一個 2號字的大小⋯⋯；這些

倍數關係並非隨意訂定，而是依照黃金比

例而來，有一定的視覺美感依據。

數位典藏修復計畫

鉛字必須透過銅模來鑄造。銅模上的

字呈下凹狀態，把一塊塊銅模排列於模具

上，灌入鉛液後，經由電鍍的過程，完成

後就是一枚一枚的鉛字。銅模的製作看似

平凡，其實是一項精密工業，「例如一張

影印紙的厚度是千分之六公分，機器刀刃

是千分之二公分。刀刃若不這麼薄，很多

細膩的筆觸就刻不出來。厚度千分之六公

分，誤差若是千分之二，正負千分之二即

千分之四，這個之二、之四指的就是銅模

下凹筆劃的誤差範圍，包括底座的平整度、

精準度⋯⋯。」，目前日星保存的鉛字近

千萬個，製造鉛字的銅模約有 13萬個，包

含三種字體 (楷書、宋體、黑體 )，七種規

格大小 (初號、1號、2號、3號、4號、5

號及 6號 )。最大的初號字約 4700個，常

用於標題的 2號字約 8000個，多用於內

文字的 4號與 5號字則各接近 10,000個；

加總起來即 13萬個左右。但這些銅模使用

時間超過四十年，缺損情形嚴重，必須重

製。以前製造銅模時常有偷工的問題，現

在因製作技術與材質都大幅提升，一個銅

模至少可生產 200萬個鉛字，幾乎 10倍

壽命於以往。但高達數億元的經費，是目

前仍在虧損狀態的日星所無法承擔的。所

以張老闆打算從不需花費鉅資的「活版字

體復刻計畫」做起。以日星的初號楷體字

為第一順位，檢出缺損字種的銅模，重新

鑄字，經過打樣、掃描，再透過電腦描字、

轉檔、雕模與修補⋯⋯，最後存檔，進行

數位典藏。

成立「活版印刷工藝館」

出生於「印刷世家」的張介冠，17歲

就到親戚經營的印刷廠實習，實際接觸到

▲ 可實際操作的小型印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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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與意義，才是我最終的目標。」目

前的做法，是將日星往「微型工藝館」的

方向經營，再一步步轉型，朝真正的工藝

館邁進。

昔字，惜字，習字

「往昔、珍惜、學習」，唯有中文、

漢字，才能以寥寥數字便精準表達出如此

深厚豐富的意境。櫃上的各種文創商品：

印章、小型印刷機⋯⋯，精緻之餘，更隱

含排版的基本觀念，告訴大家，什麼是活

版印刷。見微知著，從細微處就可看見張

老闆的專業與用心。

夜幕低垂，訪談結束已近深夜，堅

守在鉛字之海中的張老闆身影，顯得更加

堅毅，令人動容！日星鑄字行，不僅是張

錫齡老先生一生的心血，也是臺灣人的驕

傲。祝福張介冠老闆，秉持初衷，持續向

前，日「星」又新！

完整的書籍印製流程。因此他不僅是專業

的鑄字與檢字師傅，也十分熟稔印刷產

業上下游的每一個環節。因為了解得透

徹，所以體認更為深刻，尤其前幾年歐

洲活版印刷之旅，參訪了法國國家印刷

廠、達姆斯塔特工業博物館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普朗坦─

莫雷圖斯博物館 (The Plantin-Moretus 

Museum) 及古騰堡博物館 (Gutenberg 

Museum)，發現全世界至今只有印刷博物

館，還沒有一家印刷工藝館的存在。「所

以我最大心願就是成立一間『活版印刷工

藝館』。不僅要將所有相關器具、設備、

材料、文物完整保留，還要可以應用，再

來是技術的傳承，這是比博物館困難好幾

倍的巨大工程。硬體的維護、軟體的提升、

工作人員的訓練⋯⋯，每個環節都是艱鉅

的挑戰。」

即使忙碌，張老闆還是把白天時間全

數用來鑄字，這需要一定的修為與定力。

態度超然的他，也早把日星當做社會公共

財，若政府願意接手，他亦樂於提供相關

資源，以終身義工為己任：「我心目中的

工藝館除了展示的功能，還要結合『生活、

教育、傳承』三大目的，並且擴及到文化、

藝術等層面，並非短期就能完成。尤其整

個社會對活版印刷還很陌生，即使現在蓋

好了，效益也不大，讓社會了解活版印刷 ▲ 銅模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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