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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國之織繡品種，名目繁多，其中有「緙絲」一色，往籍載稱起自北宋，

目前經考古發現最早的緙絲實物，已可上溯至唐代。 緙絲在中國的絲織

史中，雖是後起之品種，從北宋晚期起，由於宋徽宗的喜好和院體繪畫的



迅速發展，緙絲藝術化的過程得以加速的發展，卻與書畫藝術同樣具有收

藏與觀賞性的藝術價值，亦可見其手工技藝之卓越精湛。既而歷經元、

明、清，作品愈顯精進而華麗，其獨特的民族風格更是馳名中外，在紡織

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緙絲。 緙絲的織造方法相當

簡單，其技術特點並不在於它的平紋組織，而在於“通經迴緯”之技法。

而緙絲畫面的表現完全取決於工匠本身的藝術涵養。 近世在新疆地區出

土的有兩漢時代的毛織品，乃是同其“通經迴緯”，名曰「緙毛」。而漢

代「織成」之織作技法亦為“通經迴緯”。究竟緙絲工藝何以產生？特色

與魅力何在？唐宋的緙絲是否源自漢代的「緙毛」，又或稱為「織成」之

衍生物？凡上可述，都是本文予以探討與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而本文的

論旨，希望能釐清此等問題。更盼藉由本論文能將此項傳統之緙絲藝術精

髓的認識與價值有所提升而發揚光大，得使今世沒落的緙絲技藝尋得一個

起死回生而再現光芒的生機。  

摘要

(英) 

The Chinese have produced a variety of tapestries and embroidery one of which is 

kesi 緙絲, silk tapestry. Based on textual records we can date kesi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bu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has shown that kesi were 

made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In the Chinese textile history, kesi is 

the product of later period. However, kesi was overwhelming promoted in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the Emperor of China Huizong in favor of Art culture and well 

developed of painting in that period. Kesi had turned into art products that have 

same value a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art of kesi had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splendent after following several dynasties (Yuan, Ming, and 

Qing). Therefore, kesi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on textile history and forms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hinese textile. Silk tapestry is a tabby and it has different 

way of weaving. Kesi is weaved by discontinuous weft thread. The composition of 

kesi depends on artificers’ idiosyncrasy. The two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identifying the origin of kesi and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k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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