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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質圖書保存維護實務問答錄 
編輯組整理 

【提要】本文為「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之「紙質圖書維護實務座談」單元的問答實錄，

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自衍法師主持，與談人有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張豐吉教授、中西化學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慧音總經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輯楊時榮先生，針對紙質圖書保存維

護實務研習課程的相關問題解答記錄。 

 

 
 

紙張保存維護／張豐吉教授 

問 1：請問鳳梨紙漿在何處可購買到？ 

答：鳳梨紙可說是我發明的，因為在處理上需要

一些技術，以前有生產過一段時間，也賣到

日本、香港，國內也有使用，後來因為我工

作忙，所以就一直把它耽誤了，現在退休以

後，我想是該再動起來的時候了，現在也有

很多藝術家一直要求我再做。由於時間的關

係，沒辦法一一說出它的優點、特性，我希

望能夠早一點提供社會去運用。 

問 2：各種圖書用紙，哪一種紙張可以保存較久？

如道林紙或模造紙或雪銅紙？ 

答：以前用樹皮製成的紙張，可以存放比較久，

但是現在一般的書很少用樹皮製成的紙，因

為樹皮製的紙屬於手工紙，價格很昂貴。當

然，樹皮紙有很多種，紙一般纖維很長，假

如處理得好，可以放很久。所以，日本做一

種美濃紙，說：「紙壽千年。」就是假如環

境好的話可以放一千年。我有一張這種紙，

已經三百多年了，還不錯！所以，樹皮紙是

可以保存較久的。但是現在一般文化用紙，

如模造紙、道林紙，各廠生產的道林紙品質

良莠不齊。我有做過實驗，將各廠的紙收集

起來，進行紙的劣化試驗，發現中華紙漿製

造的道林紙相當不錯，pH 值大概 8 點多，是

微鹼性，而且將它和國外買進來的中性紙做

比較，並不會比較差，保存性也相當不錯。

另外，有幾家大廠也生產道林紙，但是裡面

加了很多機械木漿，效果並不是非常好，容

易變色。 

現在很多學術單位都要求我趕快提供維

護紙質文物材料，包括書盒、信封袋、……

等的資料。我有一位研究生現在正在收集這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3 期  95 年 6 月 94

些文物製作的用紙，做一些快速的實驗。國

內其實不一定要買國外的中性紙，因為太貴

了，很多人買不起，可能比臺灣做的紙貴十

倍以上，所以我們希望臺灣自己能夠生產好

紙，然後大量運用。 

問 3：哪裡可以買到防紫外線吸收膜？ 

答：關於紫外線吸收膜，我記得臺北有一家「捷

登」是專門做紙質文物的材料，因為是臨時

提出的問題，我手邊沒有聯絡電話和地址。

這種防紫外線的有兩種，一種是膜、一種是

套，就是在日光燈外面用一個塑膠套把邊緣

套起來，紫外線就跑不出來。我做過三年的

測試，至少在日光燈用紫外線吸收套套著的

三年，都能夠百分之百過濾紫外線。因此，

不論是紫外線吸收膜，還是紫外線吸收套，

價格是稍微貴一點，但有一些維護紙質用的

材料不是金錢可衡量的。 

問 4：如何選擇鹼性紙質？ 

答：測試鹼性紙，最簡單的方式當然是用試紙測

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pH 酸鹼測試劑，有一

些是筆型的，就是沾一下之後，放在旁邊，

待會馬上就指示出來，雖然不是很準，但是

比較簡便；另外，還有一種小儀器，也都能

夠測得出來。一般臺灣製造的道林紙、模造

紙，以前全部都是酸性的，現在大概有七成

左右都改成中性的了，慢慢的，這對我們文

物維護的幫助是蠻大的。 

問 5：木頭製的書架，為何會釋放有害的氣？ 

答：木材的主成分是由木質素、纖維素、半纖維

素組成，副成分有樹脂類，樹脂有兩種，一

種是非揮發性的，就是精油，如檜木，可以

聞到很香的味道，這種香味對文物的危害就

蠻大的。很多人都認為要買最好的木頭來做

書架，這是不可以的。日本做衣櫃一定用桐

木，就是泡桐、梧桐類的木材，不會釋放出

這些物質來。所以，不能買最貴的木材製成

的書架，做傢俱當然也不錯，但有一個缺點

就是容易揮發油出來，甚至磨完的木粉用塑

膠袋裝起來，隔一陣子，油都跑到塑膠袋的

表面，產生黏黏的。針葉樹材大部分都含有

非揮發性的物質，如松樹、檜木、柏類等，

都不太適合做書架，特別是如果是用來夾書

籍，書很容易就會遭受污染。 

現在一般是用闊葉樹，特別是用梧桐這

類的木材製成書架，這是從古代就傳下來

的，像日本人的領帶盒、珍珠盒一定是用梧

桐製成的。梧桐其實在學術界叫做泡桐，用

來做盒子是能夠保護文物的，因為它吸濕、

防潮的效果都很不錯。 

 
黴菌處理／李慧音總經理 

問 1：請問天森清潔劑的使用方法、期限，以及使

用量？ 

答：基本上天森清潔劑的特性是具有緩衝（buffer）

能力，適用的殺菌範圍（range）酸鹼度大概

在 3~11。它的化學式，有陽離子群和陰離子

群，主要的殺菌是在陽離子群。一般來講，維

護性的處理大概是 200ppm，就是稀釋 2000

倍，也就是 0.02﹪就足夠了，在這個濃度之

下，它是食品級的，也就是說它蠻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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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我有提到百分之六十的成分，是屬

於食品方面的東西，是很安全的東西。這個

藥劑最重要的是具有良好的滲透性，如果拿

保麗龍的杯子，一個只裝水，一個有加一點

天森進去，會發現有加一點天森的，整個配

方具有很好的滲透性，會很透澈的滲進到縫

隙殺菌，所以它的殺菌效果非常好。剛剛我

秀出來的是針對一般的菌，如 Penicilliun spp

及 Aspergillus spp 是要經過一個鑑定。如果想

要把菌徹底的完全消滅，甚至有的要用到

400ppm，也就是 1 公克 1 公升的水，或者是

2 公克 1 公升的水。基本上天森泡起來都像水

一樣，不會感覺到有藥劑在裡面。 

天森用在圖書是用直接擦拭的方式，基

本上已經用十年了，大概沒有什麼特別不好

的。一個殺菌劑要顧及人的安全，我想這是

非常重要的。天森很安全，沒有腐蝕性，也

就是它不會對文物進一步侵蝕，也沒什麼味

道，甚至還可以除掉一些黴味、臭味。我個

人是站在欣賞的角度來看，然後不斷的去發

展它的各種優點、好處。我兢兢業業的為了

這次的演講蒐集了很多資料，仔細看了之

後，我以更慎重、更謹慎的心情來看待天森

在文物、在圖書能夠發揮的效用，而且最重

要對人的安全絕對 ok，這個我以我的專業可

以非常肯定；對於文物，我覺得也是 ok，但

是不是百分之百，容我用比較謹慎的態度，

不過它確實會讓人以為它就是水，因為已經

稀釋一、兩千倍了，0.02﹪左右。 

天森有一個和其他殺菌劑不太一樣的，

就是會有殘效性，依照 data（數據）來講，

至少可以保持 3~8 天，可能更久，但 3~8 天

是有科學數據的。 

要非常嚴肅的去看待你的書架，就是日

常要怎麼去清理，如果是維護性、不嚴重的，

書架、地板、天花板、牆壁用 200ppm 處理

就可以了，就是 0.5 公克加 1 公升的水；如果

覺得非常嚴重，可以用 1 公克加 1 公升的水，

甚至非常嚴重或黴味非常重，可以用 2 公克

1 公升的水，甚至是 4 公克加 1 公升的水都還

是建議的範圍之內。這就看我們的目的用途

來使用，基本上最強烈的大概建議用到

1600ppm。另外，這個藥劑的有效期限，原

廠給 5 年。我想天森不只是清潔，還可以殺

菌、除臭，是一個非常好的除臭劑。 

問 2：圖書長黴後，木的書櫥清完之後常常都會有

黏黏的感覺，不曉得那是什麼？ 

答：書櫃如果好像長菌黏黏的，我建議可以用天

森 20 公克泡 20 公升水，甚至 40 公克泡 20

公升水去擦拭，我想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問 3：中西化學有沒有提供圖書館除蟲消毒的服

務呢？ 

答：基本上我有免費幫國家圖書館、故宮、省博

等服務過，主要是在做推廣的工作。剛剛楊

時榮先生有提到「幫家淨」，那就是我們公

司的產品，它是日本的配方，在十幾年前就

生產了，因為它對圖書館來講，藥劑只有百

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是二氧化碳。中西化

學是站在一個推廣的立場，如最近的白蟻問

題，我會在古蹟維護上抱著很敬業的態度，

怎樣將世界上最好的東西，用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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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認真的組一個團隊，這批團隊其實都是我

不同的客戶，因為我有很多的產品，所以我

把不同的產品，當成是我的小孩。剛剛有提

到專業的害蟲服務是需要有國家執照的，我

們公司雖然有執照，但只做示範、推廣、推

動。如果有需要治菌或除蟲方面的服務，可

以直接和我連絡，我會幫忙選擇最好的客

戶，直接為各位服務，如果您有任何問題，

我都很願意來回答和提供資訊。 

 
圖書防潮、修護／楊時榮先生 

問 1：圖書館為了防潮，放市面上賣的乾燥劑或防

潮劑，其成效如何？ 

答：我想這問題主要是說小環境的除濕方式，如

書櫃或防潮櫃的除濕。我們圖書館捲片是採

用晶片的防潮方式，可以把裡面的水分濕氣

變成蒸氣釋放出去。一般來講，市面上常買

的一些防潮藥劑、乾燥劑之類的，是把櫃子

的水分濕氣凝結成水在小瓶子裡，相對的這

東西可能在某一天因為環境改變了，又會釋

放出來，所以在效果上應該不是很好的，尤

其用在大環境的時候，用這小小的乾燥劑，

效果也不是很好。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用

櫃型或其他型的除濕，最好能配合大環境的

一個乾燥來處理小環境的乾燥，這個效果是

最好的。 

問 2：圖書館典藏的影印資料，放久之後，是否因

為環境太潮濕就會黏在一起，要如何處理？

包括塑膠書套也黏黏的，這是什麼原因所造

成的？ 

答：基本上，我不知道那黏黏的是因為太濕的關

係黏黏的？還是印墨經過一些時間以後，黏

在一起了？如果是太濕長黴菌黏黏的，處理

這種書籍的方式剛剛都講過了。處理黴菌不

敢說一勞永逸，就是要徹底的話，必須要有

一個清洗的動作，當然東西上面會有字跡暈

開等情況，都是要考慮的，如果認為只要菌

除掉、乾燥以後就可以了，這也未償不是一

個方式。還有就是包書套的書黏黏的是什麼

原因？我想是因為環境潮濕的關係，因為塑

膠書套是不會吸水分的，只有紙張會吸水

分。所以，不會吸水分的書套包在會吸水的

紙張外面，塑膠袋裡就會產生一些水，水加

上空氣中的一些黴菌，就會產生一些黴菌的

黏黏的生存物，我想是這樣子的。 

問 3：老師上課所講的膠液，指的是什麼？ 

答：我剛剛講紙張上膠液有很多種，如我們操作

紙張用馬拉巴利的根做成膠液，綜合造紙上

的紙藥。另外，各種藤類的根的黏液，也都

可以做膠液。我所用的膠液是最傳統的，就

是大家每天所用的漿糊，把它調稀釋以後

用；也有人用 CMC、ABC。我覺得漿糊在處

理紙張、裱褙的時候，只要不要太稠，紙張

經過上膠以後，感覺上蠻有活力的，如果用

其他的膠，像 CMC 的膠性太多，會感覺紙張

像墊板、塑膠一樣，而且 CMC 要用鎂素來分

解才能處理，一般水是沒辦法處理的；而漿

糊一下水就分解掉了。所以，我指的膠液是

漿糊，這種膠液有很多材料，如馬拉巴利、

藤類的根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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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請概介有無便利的書籍濕度檢測器？ 

答：有一種書籍紙張含水率的檢測儀器，約一、

二萬元左右。而我用來檢測紙張的儀器是最

簡單的，就是一般裝潢牆壁抹水泥以後，在

上油漆前要測牆壁濕度的儀器，因牆壁如稍

微有點潮濕，上油漆就會剝落。我用這個儀

器檢測，一般正常的含水率不會有嗶聲，稍

微有含水量、潮濕一點，就會有嗶聲。這種

檢測器很便宜，約 500 元左右。 

問 5：雪銅紙濕了，夾的是什麼紙？要夾多久才能

抽出？是以時間還是以濕度為主？ 

答：雪銅紙圖書濕了，若要修復則必須夾中性紙

或無酸紙，這是很嚴格的要求。書很濕的話，

夾上去之後，可以去摸它露出來那一部分若

還是濕的，就要撤換掉。一直到摸起來不覺

得濕時這樣就可以了。我們曾經因為沒有經

費，所以就用報紙來夾，夾報紙不是很正確，

但是它可以當成緊急搶救時用的材料，因為

報紙上含有很多的木質素，怕它沾到書頁。 

問 6：書畫、水墨畫長黴是否可以比照印刷書本的

處理方式除黴？ 

答：方式不一樣，但原理是差不多的。現在很多

書畫也是用次氯酸鈉，書最後是用水把它淋

洗乾淨，但是處理書畫有個問題，就是它和

印刷書不大一樣，它有油墨、彩墨會掉，所

以處理時，要先用輕微的膠礬水把它圈起來

以後再處理，即使是很濃的黴斑，經過漂白

都會和新的畫一樣。所以，只是程序上稍微

有一點改變，但還是可以處理的。 

問 7：使用膠帶修補破損的圖書，此方式是否會對

圖書造成另一種的傷害？ 

答：沒有錯！我說圖書館有三大浩劫：第一個浩

劫是酸性紙張充斥，它是圖書文獻損害的第

一個大浩劫。第二個大浩劫是資料數位化的

過程前，沒有防護的機制，把書拆解數位化

以後，全部裝箱就不管了，因為認為數位就

可以永久典藏，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數位資料是便於查詢檢索，但不適合永久典

藏，因為它配合硬體的機制，機器改變、程

式改變，它隨時要轉拷的。很多國外的一些

前車之鑑讓我們知道，甚至太空總署很早以

前的資料，現在都沒有辦法讀出來了。所以，

一般人認為數位資料可以永久典藏，在處理

前對原先這些資料沒有一個處理的規範，處

理以後也沒有一個好的保存規範，只有全部

裝箱，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這些數位資料

再也找不到，想要去把原先這些資料拿出來

的時候，在箱子裡的資料早已被蟲吃光了。

所以，這些數位資料我認為是第二大浩劫。 

第三大浩劫就是膠帶黏書。大家可以看

到圖書館充斥著拿膠帶把書黏上去，書櫃

黏、紙張黏，黏完以後，如果說膠帶還沒有

變質，就沒有問題，我們可以用一些有機溶

劑或其他的（對紙會有點損害），把膠帶取

下來，甚至把膠帶上的膠都取下來。如果說

它滲透到纖維裡面，已經變質了，整個書籍

就都毀了，如很多的檔案為了怕紙張損壞，

就把整個檔案都用膠帶黏起來，這是要有很

好的技術，才可以黏得那麼整齊。可是相對

的，膠變質了以後，紙張也就損壞了，要再

修復它，就非常困難了。如有一個膠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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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是修補用的膠帶，實際上那個膠帶也不能

修補書。為什麼呢？是因為它的膠不會變

質，但膠帶是兩個組合的，一個是外面的塑

膠膜、一個是塑膠膜上的黏物，這兩個組合

起來都不會變質，貼到書上後，紙張會變弱，

紙力持續老化後，黏貼膠帶的部分會斷裂。

從圖書館的實物就可以看出來，都是從黏膠

帶的地方斷裂的。這是圖書館的第三大浩劫。 

事實上還有第四個浩劫，就是隨意的將

期刊拿去做期刊合訂本。期刊送出去裝精裝

的合訂本，實際上這些期刊本來是釘背縫

的，送出去以後書背被裁掉變成打栓式的，

書的文字被夾在書的裝訂線裡面，下次要數

位化時，就必須拆開來。所以，現在有很多

的數位資料都是這樣。還有很多數位資料的

眉批都被裁掉了，以及將封面全部丟掉，裝

一個最難看的漆布封面。如上次新聞局來臺

灣分館借日據時代的一些私人文獻做展覽，

結果借出來的書，全部都是像過去大陸藍螞

蟻之類――就是全部穿藍色之類衣服的，相

對的現在的圖書館已沒有很漂亮的裝幀，全

部都是紅螞蟻、藍螞蟻。所以，這是圖書館

的圖書四大浩劫。 

有什麼辦法來修復它呢？實際上我們都

陸續的在做，可以用揚撕法，在紙張纖維裂

的地方，拿毛筆沾稀釋的漿糊水，前、後畫

上一道以後，把棉紙條夾上去，等乾了以後，

再把棉紙撕下來，棉紙上的纖維就黏上去

了，而且還看不到裂痕，這是揚撕法的修復

方式，可以代替膠帶，只是比膠帶麻煩一點

而已。 

問 8：臺灣分館接不接受補書服務？ 

答：臺灣分館有裝訂事務是從日據時代延續到現

在的，最後一位負責裝訂事務者在今年（94

年）四、五月退休了，我們的裝訂事務就徹

底關門了，沒有人來做，甚至我們自己的書

損壞，都不知道怎麼來修補它。所以，我們

館長才想成立一個修復中心，將過去裝訂室

的一些傳統設備，還有冷凍除蟲設備，以及

除酸結合在一起，多舉辦一些研討會，輔導

一些圖書館的義工或有興趣的朋友來學習基

本的修復方式。如紙張的裂縫、頂帶壞了、

封面怎麼裝上去等，這些都是很基本的修復

方式。圖書館很多都是這樣的基本損壞，常

因基本損壞以後，就全部送去做精裝，做精

裝就造成更嚴重的第二次傷害，裁切、眉批

全部沒了、文字裝到裝訂線裡面，等下次要

數位化的時候，書又要重新拆一次，等再下

次要再數位化時，書已經老化，可能已不堪

拆解，一拆解就都散了，裝不回去了。所以，

很多單位的數位化，都是遭遇到這種情況。 

圖書修復，實際上可以找民間目前還有

做期刊裝訂的廠商，因為期刊裝訂是手工裝

訂的，有一些可以做這樣的處理，但是要寫

一些規範要求，如第一，書封面不能丟掉，

一定要做在內層，如果是平裝就做內封，若

是精裝的，我希望將封面裁下來貼在做好的

封面上面，維持封面的一個外觀。第二，不

可以裁切。第三，如果這書還可以用訂背式

的縫回去，就用訂背式的縫法裝訂，不要用

打栓式的。目前做期刊合訂的，還有一些老

師傅在，他們還會做手工的書，這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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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規範來要求、檢查，達到要求的品質。 

問 9：圖書館要遷新館，但是舊館靠山，館藏過

於潮濕，請問遷新館前是否要做除濕、除

黴處理？ 

答：如果你的書雖然潮濕，但還沒長黴，在搬遷

之前，可以找一個過渡的房間，在房間裡測

試一下書的濕度含水率。在過渡的房間裡，

讓書適應新館的乾燥環境，再移進去，這也

未償不可。如果書沒有長黴，也沒有必要去

做處理。若有長黴，當然要去做一些除黴的

處理。基本上遷新館，書已濕了，到了乾燥

的環境，不要差太多的話，慢慢的書籍紙張

的含水率會隨著環境調適，就是不要長黴就

好了。 

 

 

 

【訊息】 

宗教史料數位典藏研習會 
研習宗旨：宗教圖書館典藏眾多的宗教史料文獻，提供了信仰者充實的心靈資源，更肩負了人

類信仰傳承的文化經營。面對數位時代，宗教圖書館有責任將重要的史料，運用現

代科技做數位管理，藉此來延伸及便利人們使用宗教史料，讓前人智慧得以流傳及

淨化人心。故舉辦「宗教史料數位典藏研習會」以提升宗教圖書館工作者服務知能。 

主辦單位：國立臺中圖書館、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承辦單位：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活動時間：9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活動地點：國立臺中圖書館（臺中市精武路 291 之 3 號） 

參加對象：宗教圖書館工作者（名額 40 人，每單位 1 人為限） 

研習主題及講者： 

1.  宗教史料數位典藏的意義  薛茂松館長 / 國立臺中圖書館 

2.  數位典藏建置規畫與管理  賴忠勤課長 / 國立臺中圖書館資訊組 

3.  數位典藏的技術與實務   洪淑芬編審 / 國立臺灣大學特藏組 

費  用：免費。並由承辦單位提供素食午餐 

研習證明：本研習課程可登錄公務人員學習認證 

報名方式：請至 http://www.gaya.org.tw/library/下載報名表，即日起至額滿為止。錄取者另發函

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