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保存技術座談會記錄 91.11.08 
               地點：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暨傅斯年圖書館     

                     主講人：郭莉珠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 )   

                     謄稿人：林武弘   建檔人：蘇聖傑、林武弘 

 

上午明清檔案、傅圖裱褙室部分： 

一. 裱褙用漿糊： 

1.建議加入弱鹼性（如小蘇打粉，PH8-9以下）的東西中和。 

2.甲基纖維素也可以用來修裱，它不是澱粉不容易長霉，但前提是刷完未

乾透時，不要動它，一碰它就容易開。另外，它－碰水容易開，如果庫

房溫濕度大，文件用甲基纖維素托裱較容易開。東北的檔案館因氣候乾

燥、濕度低，文件不易開，南方就少用甲基纖維素。 

二. 檔案磚： 

      1.原因：泡水後沒有處理、沒冷凍，台灣濕度比較大，長霉了。墨汁中的

膠有黏性，霉菌又會分泌黏液，老不去管它，讓那些檔案壓在那

兒，當然就全黏在一起了。  

2.處理方式：揭開： 

Ο 試一下墨怕不怕水，怕水的字只能用竹籤一點點挑
開。不怕水用冷水泡，不行再用溫水，再不行用白布

將檔案先包起來，用開水沖，把裡面的膠質沖開、沖

化它。 

Π再不行用蒸的，用水蒸汽蒸，水蒸汽滲透力較強，可
將膠化開。 

Θ生物脢分解 
三. 手工紙： 

1.手工紙是鹼性的，但存放空間的空氣中也有酸，也會慢慢中和。 

2.紙的邊緣空氣容易進去，也會酸化，紙邊和中間PH值也有可能不一樣。

3.包裝時，只包住中間，上下緣暴露出來，這地方酸化比較快，所以放紙    

的地方也要做溫濕度控制。 

4.包手工紙的紙也要注意，不要用酸性紙。 

四. 膠帶： 

1.檔案用膠帶加固如何取下來？這要看什麼膠，透明膠帶，很不好拿下

來，黏上去就下不來，地圖紙不能用膠帶黏。 

2.要怎樣下來，要先了解那是什麼膠，打聽一下膠的成分是什麼？想要拿

下來無非是溶解它們，但先需了解成分、查查化學手冊，看看用什麼溶

劑可以溶解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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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溶劑可以溶解膠，可以試驗以下溶液： 

１.水 ２.酒精 ３.汽油 ４.苯（２、３、４具揮發性，不可在密閉空間使用，一揮

發如果有人抽煙，達到一定濃度便會燒起來，因此要在通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

試驗時，確定檔案、文件、地圖上的字是不是會受影響，有些顏料可能怕溶劑，可能

會溶解在溶劑裡，可能膠帶拿下來了，字也沒了。 

五.溫濕度控制：庫房溫濕度控制在14℃-20℃、50%RH 

六.照明： 

日光燈：冷光、不熱，不費電，又亮，紫外光多。 

白熾燈：紫外光少，黃光，生熱，費電。 

以保護立場，白熾燈比較好，但不要靠太近。防紫外光燈更好。 

七.光線： 

1.光的溫度、熱度都會影響紙張，所以才必須防光，可以用窗簾遮住窗戶。

至於需不需要則依使用目的不同：如果只是為了採光，想要看書就需要

亮一點。如果覺得不需要保護檔案文件，不加裝窗簾也無所謂。 

2.紫外光可以殺菌，我們將被單、床單拿到太陽底下曬，還有病房的紫外

燈，它強度大，可以殺菌。 

3.水淹書籍絕不可以拿到太陽底下曬，因為光、熱、酸、氧氣的綜合效應，

紙張會被水解及氧化，壞得更快，所以書被水淹了，放著陰乾、通風、

讓空氣流動，用電風扇也可以，慢慢讓水份散去即可。 

八.通風： 

如果庫房通風不良容易長霉，所以房子通風要好一點，通風是有條件的，

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開窗，開窗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如果是為了降低濕

度，它是有條件的，有時一開窗，濕度越大，因為當外頭濕度比裡面濕度

大時，開窗時水份都進來了，所以要選比較乾燥的時候開窗，一方面空氣

可以流通，一方面水氣可以出去，所以開窗是有條件的，不是想開就開，

而且外面還有一些污染物，像你們這邊還好，北京灰塵挺多，一開窗，全

都進來了，所以這是要有條件的。 

九.修裱部份二面有字的檔案： 

1.用透明紙裱： 

用透明度高紙張來修補，大陸有一種雲母片紙，手工雁皮宣，透明

度高，可以用來裱。 

2.挖空不裱 

3.絲網加固： 

有一定局限性。因屬於動物蛋白質類，想要讓它壽命長，庫房溫濕

度也要控制好，否則多年以後它也會變質。它不是萬能的。當然它

的好處是容易拿下來，如果它脆了可以拿下來，換一張新的絲網上

去。裱厚紙絕對不行，對薄的、發脆的的紙質檔案文件比較好。因

為蛋白質的關係，絲網不如手工紙的壽命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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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傅斯年圖書館座談會部分： 

 

主任： 

 我們請郭莉珠教授來跟我們做一個座談，郭教授目前在國立政治大學擔任國

科會的客座教授，她原來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擔任教授及博士班導師的職

位。郭教授很謙虛的說，她的專長是檔案管理，但事實上我們在聽過上次的演講

後就知道，她涉及的層面範圍相當廣泛，從一般檔案以及古籍的修護管理，可以

說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且跟傳統的方法很不一樣，因為郭教授將很多科學方面的

知識融匯到現代的管理上面，我們今天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機會相當難得，我

想大家一定準備了很多的問題要請教郭教授，那麼一開始還是請郭教授開一個

頭，對於我們今天早上參觀明清檔案及部分的傅斯年圖書館，我請郭教授用傅斯

年圖書館及明清檔案做一個實例，說明應該改進的地方，可能很多我們習以為常

的習慣，但事實上是不好的，都可以一併請郭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我們就先請

郭教授發表她的意見，我們再跟著教授的話題來提問題。 

 

郭教授： 

太客氣了，上午參觀了一下，有些問題在當時也討論過。 

裱褙用漿糊的酸鹼值： 

裱褙的部份我先談一下，跟大陸上是差不多的，裱褙用的漿糊、紙張、過程

我都看了，這方面跟大陸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我要講一個該特別注意的，修裱漿

糊，和我們大陸一樣是用澱粉，去麵筋的，但我上次說過一個重點，紙張會變酸，

對紙是不利的，所以現在大陸上也慢慢在重視這個問題。過去我們可能不太注意

漿糊的酸鹼度，但在裱褙時，實際上跟檔案紙張直接接觸的是漿糊而不是托紙，

我建議貴館可先測試一下漿糊的PH值，可以用試紙先測調漿糊用的水，漿糊調

好再試漿糊本身的酸鹼度。這樣可以減少紙張的酸化。 

裱褙室的溫濕度控制： 

修裱室空間大，如果能做到溫濕度控制更好，可以把溫濕度、尤其是濕度控

制在60%RH左右。如果裱件乾的比較快，影響可能不大。但到了夏天，又濕又熱，

對於修裱工作就會有影響。例如江西夏天溫度會超過40℃，而且極潮濕，再加

上他們那兒沒有空調，在這種情況下修裱，不僅乾得慢，甚至可能發霉。你們這

裡有空調，條件比較好，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地方是在存放檔案的庫房、保存的環

境，有可能保存的環境不注意，漿糊裡還有水份，而且漿糊有營養，很容易長霉。

另外還有個建議，如果要更現代化一點，可以買紙漿補洞機、修裱機器，可以做

為另一種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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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霉生蟲的條件與溫濕度控制： 

至於明清檔案和圖書館書庫，我覺得明清檔案跟我們的第一歷史檔案館很

像，檔案裡的字都是毛筆字，事實上證明毛筆字在文件保護上是最好的。關鍵在

於紙張，在我剛剛參觀書庫時，同仁說書會有長霉、生蟲的問題。長霉生蟲必須

有一定的條件，首要條件就是要有養份，如果它是鋼板，就只會生鏽而不會長蟲。

而書庫裡面有許多紙張、布、漿糊等等都是蟲和霉菌的養份。 

 紙張本身，比如它的字裡頭，也有菌蟲所需的養分，比如毛筆字用的墨汁裡

所含的“膠”。今天我看明清檔案的有些檔案都黏在一塊了，裡頭的膠全滲出來

了，因為溫濕度沒控制好，肯定黏在一塊。 

    另外，任何霉菌、蟲子的產生是有條件的。譬如太陽裡頭溫度很高，人是不

可能待的，所以是環境問題造成霉菌、蟲子的產生。防蟲、防霉固然有藥，但對

人、對環境都有影響，所以我們做為檔案保護、管理者，就要先創造一個適合保

存檔案的環境。從國外的資料來看，目前都是主張控制庫房的溫濕度，如果控制

得當，基本上不會長蟲生霉。長霉的適宜溫度大概在22℃-32℃，更重要的是濕

度，如果濕度超過70%RH，肯定容易長蟲生霉，因為庫房濕度高了，空氣裡含水

率升高，紙張就會吸收水分，含水量也跟著上升，這樣就容易長霉。 

溫濕度記錄的方法： 

台灣氣候濕熱，控制溫濕度很重要。剛剛參觀書庫，濕度高達80%RH，而且

空調是上班開、下班關，整個晚上及假日都沒空調，這個季節還好，要是在夏天，

外頭溫度高，熱氣便會從牆壁、窗戶、玻璃傳進來，水氣也會進來，這樣一來，

下班至晚間因水氣、熱氣的積聚，溫濕度就會節節高昇。我建議你們做個試驗，

放個溫濕度記錄器監測一下，一天記錄三次，來上班時記一次，看看一個晚上沒

開空調時的溫濕度；中午再記一次，記錄已經開空調後的溫濕度；到了下班再記

一次，然後做個比對，如果線條一上一下，表示波動很大，如果線條是平的表示

庫房溫濕度很穩定，這是我們最希望的。所以我個人認為要防蟲防霉，一定要先

把溫濕度控制好。 

我建議你們溫濕度控制記錄下來，我們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他們有記錄，

你問他哪一年幾月幾日上午幾時溫濕度多少，他都可以給你，這記錄有什麼好處

呢？等於用一種科學的態度來對待溫濕度，就可以知道這個地區的溫濕度變化的

規律，找到這個規律，我就知道大概幾月份，外面溫濕度多少。 

因為把溫濕度控制好，可以不放防霉劑，可以不放防蟲劑。如果書庫門都打

開的，蟲子肯定可以進去的，無孔不入，蟑螂也吃紙，繁殖力很強，大陸對它也

很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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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櫃靠牆的問題： 

還有我們為了充分利用空間，書櫃靠牆立著。靠牆有什麼問題呢？因為如果

牆面朝東，早上太陽東曬，牆壁受熱會將熱氣傳進庫房，所以書櫃一靠牆，肯定

會受到影響。那牆面朝西就更糟糕。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庫房朝向的問題，書櫃不

要靠牆，如果牆體構造差，一下雨，也會將濕氣傳進來。所以靠牆的地方濕氣、

熱量都比較高。 

窗戶、玻璃： 

    我看一下你們的窗戶還不少，窗戶太多有一個問題是水氣、熱氣容易進來，

玻璃的傳熱速度比牆壁快。所以窗戶太多可以「做掉」幾個，像是利用窗簾、用

泡沫塑料做個比較大的板子遮住窗戶，要開要關都可以。泡沫塑料絕緣性比較

好，關上熱量不易進來。有些窗戶關的不嚴、有縫隙，水氣就從那兒進來了，所

以溫濕度就難以控制。我建議你們窗戶關嚴一點，太多了就「做掉」。本來就不

開的窗戶可以密封條堵死。窗戶可以裝上窗簾、紗門，一方面遮陽，一方面防塵。 

書庫密閉性的問題： 

    有些書庫沒有密閉，沒有門和相鄰的庫房、走廊、樓梯區隔開，造成隔鄰或

上下樓層庫房一體相通。從保存的角度，我建議要裝個門，這樣空調會較省電，

溫濕度也可以控制下來。對紙張而言，我們現在主張控制在14℃-20℃、45% 

-60%RH，對於膠片膠卷而言還要更低，所以敞開無門，人在裡頭進進出出，溫濕

度就不好控制。 

光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光的問題，我看到你們的善本庫房是不錯的，日光燈紫外光多，

防紫外光的比較貴。 

庫房除濕與吸濕劑： 

剛才我提了一個建議：如果晚上就開除濕機。因為溫濕度忽高忽低，對紙張

傷害最大，紙張一下乾燥，一下潮濕，對紙張很不好，最好要平穩，如果你們覺

得開除濕機有點困難，我建議你們用硅膠（吸濕劑），有一種變色硅膠很便宜，

可以放在紗布袋中，掛在書架上，這樣可以減少晚間開除濕機。但因為你們有些

書庫卻是敞開的，吸濕效果會打折扣。 

我說控制溫濕度有幾種方法，一種是密閉，一種是通風，一種是用機器。不

密閉的空間，水份不斷進來，溫濕度無法控制，生石灰也可以吸濕，但它是化學

藥品，吸濕會變成石灰水，所以要放在容器裡頭，硅膠不存在化學反應。這樣子

能使得濕度不要變化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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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設計及位置： 

大陸專門有檔案庫房設計規範，地址怎麼選，它都要有要求的，在蓋庫房時

就要了解跟一般房子要求不一樣，窗戶越少越好，牆體屋頂如何都有要求的。庫

房方向朝西，溫濕度很難控制，太陽西曬，溫度升高。就跟買房子的道理一樣。

最好不要在頂樓，頂樓的房子一個是漏雨，一個是曬；也不要在底層，底層潮濕。 

灰塵及空氣污染物： 

灰塵，你們這兒好像不太大，但不妨找環保署監測空氣中有無有害氣體。牆

壁上有些有機材料也會放出有害氣體，人進出也會帶入，可以請環保署來測一下

庫房的空氣中有沒有酸性氣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這二種是空氣中常見的

有害氣體，汽車廢氣就會放出有害氣體。還有氧化性氣體，氧氣本身就會讓紙張

氧化，再加上氧化性氣體對紙張更有害。 

臭氧是氧化性很強的，可以將空氣中有害的菌殺死，但怕對書有害，必須看

它的使用量，如果量大的話，可能會傷害書籍，如果量不大可能好一點。至於量

的大小，目前大陸上也沒有做定量測試，只能從定性的來說，臭氧是氧化性很強

的，到底用多大的量對紙有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影印機在影印過程據說會釋

放出臭氧。庫房偶爾也要換氣。牆體要厚，防火、防煙，要有感應器。 

疑問解答： 

問：老師剛剛講說長蟲長霉，有它需要的養料，像有些檔案黏住了，是墨水的膠

滲出來，蟲子對它有興趣，請問老師紙張本身是不是蟲子的養料？ 

答：紙張是這樣，紙張的纖維素可能不好消化，但在造紙過程會在紙漿中加各種

東西進去，這些東西可能是蟲子所喜歡，而且各造紙廠不一樣的，比如說松

香膠，有些蟲子也喜歡，如果是純塑料，不加別的東西，就不容易生蟲。 

 

問：所以一般來說，只要長蟲，可能是漿糊的養料比紙張豐富， 

答：我有一本厚厚的書，書脊刷漿糊的部份都被蟲子吃掉了，因為書脊漿糊、膠

水多。 

 

問：想請教老師：如果用蒸籠來蒸檔案磚讓膠分離，蒸的方式是靠熱氣、是高溫

的，那你把它拿出來，慢慢揭，可能不久又乾了，又得回籠再蒸一遍，這樣

一會乾、一會濕，一來一回，不是很傷紙嗎？ 

答：所以你在揭時要控制溫濕度，或者你得想辦法，一下不要蒸太多，一點點弄，

再不然，你拿出來揭，乾就了沾點水。 

 

問：像冬天我們做一些大件的東西，做了前面，後面全乾了，就會有這種情形，

蓋了紙也摭不住，就是要像老師說的一致性，不要一下乾、一下濕。 

答：是，有時候是有矛盾的，有時我們想得很好，但有時會有矛盾，照顧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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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到那個，比如成磚的紙，紙張不是很怕熱嗎？水蒸不是對紙張有害

嗎？肯定是有害的，但是主要矛盾是什麼？我們蒸它不就是要揭開它嗎？不

揭它，就一直放著，誰也無法利用。蒸的過程受熱，說沒有危害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的目地也是為了保存利用呀！ 

 

問：最近比較常在提倡用中性紙來修裱，但實際上老師說過，手工紙都是弱鹼性

的，再加上目前的環境的話，難倒不是弱鹼性的紙反而比較適合做修裱工作

嗎？ 

答：是可以呀，你說的是機器紙嗎？ 

 

問：手工紙跟宣紙，目前大家反而比較在推廣中性紙。 

答：如果要托裱，最好還是用手工紙，不要用機器紙，托裱用紙和中性紙只是一

個方面，因為手工紙還有個纖維在，膠質度，柔軟性這方面，還是手工紙好，

我們現在一般很少用機器紙在修裱上。   

 

問：它的中性紙也是手工紙，它是想強調它的中性的特點，但如果照老師跟我們

介紹那麼多下來的話，我會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去發展另外一批中性紙專供修

裱用，而不直接用弱鹼性的手工紙？ 

答：我說的中性紙不是專供修裱用的，是指我們的文件。 

 

問：可是這幾年我們有些修裱場合都是在推廣使用中性紙。 

答：那可能是為了它的利益吧！我只能這麼說，它當然要推銷出去。 

（那還特別貴）（台灣有一種中性紙，也是手工紙，它的很多成份、材質跟

楮皮紙很接近，很結實，它的製作過程全是自然的，沒有用藥，完成時間比

較長。） 

問：如果是會褪色的紙磚無法用水蒸汽蒸開，那該如何揭開？ 

答：只有用乾揭的。它主要怕水，所以我們說修裱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修，有

的東西是不能修的，所以我們說要預防為主，尤其重要文件，不要以為什麼

東西都修得好，像人生病一樣，有的癌症永遠治不好，這跟文件一樣，修不

好也沒有辦法。所以我們為什麼說要防止它損害，我們的檔案管理工作主要

是用在防，防止損害，最好壞得慢一點，或者不要那麼壞，比如說字跡稍有

一點褪色，但不要褪得一點都看不見了，到那時候修就很困難了。稍有一點

褪，就就趕緊想辦法，影印、複印．．．，這樣還可以保留下一些東西，你

如果都不管它，等它壞得很厲害了，那時候就無藥可救了，所以我們在保護

工作中有一個原則，就是以防為主，「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但「防」

與「治」必須結合，該治還是得治，但首要在「防」，所以我為什麼一再強

調強調溫濕度控制，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好的措施，還有防光、防空氣污染，

說穿了就是這幾項。防霉、防蟲其實跟溫濕度控制是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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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老師剛提到說該治就治，那我想到說，我們的檔案都應該治了，但裡頭有個

問題，是不是先挑好的做，還是好的壞的一起治？ 

答：這個就看你們了，你們應該挑重要的，哪樣對你們重要就先挑出來做，如果

重要程度差不多，那可以從好做的先做，不好做的先擱著慢慢想辦法。 

 

問：老師這樣說，那我們那些檔案磚都可以先擱著了，不要管它了 

答：那我就不知道你們檔案磚重不重要啦？如果很重要就不要擱著，當然你們可

以問一問專門研究檔案的人，一定要有專人來研究才行，不是誰都可以做

的，因為檔案磚就算揭開了，托裱也是很困難的，不是誰來托裱都可以，一

定要有經驗。 

 

問：所以有些工作需要分工、有層次？ 

答：對，需要一些技術層次比較高的人。 

 

問：老師剛剛說三個方式：密閉、通風、機器，老師可以大概講一下「通風」嗎？

我們能做到的可能性如何？ 

答：通風做起來很方便，就是把窗戶打開，但是有原則「庫外的絕對濕度小於庫

內的絕對濕度」。 

 

問：對外來文件檔案在入庫之前檢查的手續，那它應該在什麼樣的空間環境比較

合適？比如說我的庫房在這，那我檢查的東西應該放在什麼位置？還有，我

這樣東西從庫房裡拿出來，有一個中繼點，外頭進來的東西有一個中繼點，

那個地點到底在哪個區間比較合適？包含它要適應裡頭的溫濕度，或另一層

樓的溫濕度等，那個中繼點在什麼位置？ 

 

答：是有這個問題，比如膠片，當外頭溫度很高38~40℃，庫房控制在14~20℃，

不要一下把膠片從庫內搬到庫外，要有一個過渡、一個緩衝，是應該這麼做

的。 

這個房間溫濕度要調整在它們之間，文件進庫房之前，先在這個房間待

一段時間，一方面，檢查有沒有生蟲長霉，一方面也讓紙張伸一伸，溫濕度

調節一下再進庫房，尤其膠片、磁帶，因為膠片會凝結水。尤其膠片要特別

注意，從庫房拿出來的膠片溫度比較低，比如15~20℃，庫外溫度30℃的話，

一下從15℃的室內拿出來，就像我們從冰箱拿東西出來一樣，是不是很容

易結水？膠片上結水是很糟糕的，所以從低溫拿出來時，也要過渡一下。 

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我們可以在膠片外面包一塊乾淨的毛巾，做個隔離的效

果，給它一個緩衝，一段時間後再拿掉毛巾，膠片就不會結水了。 

所以一句話，不要一下子從從低溫到高溫，要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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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的古書，所裡的研究員是可以借去研究室的，借出去之前並沒有經過緩

衝處理 

答：你們做不到這一點，也不能讓研究員等幾個小時再將書拿出去，所以書容易

壞。 

 

問：那我想到一個問題，我給它緩衝時間沒有錯，但是拿到外頭以後是另一個溫

濕度，當它進入研究室又是另一個溫濕度。 

答：是的，但大多數的人都沒這個意識，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問：光對紙張會造成傷害，但是我們在掃瞄時無法避免光對書本造成的傷害，那

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代替掃瞄，減少對書的損害程度？ 

 

答：關於掃瞄，我沒有研究那麼深，掃瞄的過程，上次也有人問我影印機，影印

時可能也損害書本，影印機的光可能比掃瞄機的光還要強，而且熱度更高，

不只光的亮度，還有熱度，所以我們只能這麼說，肯定是有害的，書老了，

就不要去複印，不然會壞得更快。掃瞄呢？掃瞄的亮光是什麼的燈？亮度有

影印機那麼亮嗎？ 

（它沒有那麼亮，且是冷光） 

冷光還好一點！ 

 

問：保留書本原貌是最好的嗎？萬一書有蛀洞是補起來比較好，還是保留原貌？

如果有皺折，是整平它？還是保留皺折？還有一個是書葉頁次顛倒，錯頁，

那還是保留原來狀態是最好的嗎？？ 

答：如果是檔案的話，如不強調保留原貌，當然可以攤平。關鍵是看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必須要原貌就不要處理它，從檔案的角度來看，還是要

求原貌。 

 

問：如果書頁裝訂是顛倒放的，以同樣書籍版本對照，可以很明顯它是裝訂錯的，

那還是保留原來狀態是最好的嗎？？ 

答：原來就裝錯的嗎？（是） 

那可以裝回去！ 

湯：我可以代替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是原來裝錯的，但它原先裝訂形式都還維持

著，比如說包背裝或紙捻都是完整的，包角都是存在的，這種情況下，我會

在那個地方註記說它原來的裝訂錯誤；如果這本書已經被修補過，或縫上新

的線的話，那我會把它調整回來，恢復它原來正確的順序。所以我會依它原

始的樣子來判斷我要不要去調整它的順序，因為我希望後來的人，還可以看

到原始的裝訂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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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圖書燻蒸時，文件檔案擺放的方式，比如直立的或堆疊的方式，會不會影響

它的殺蟲效果。 

答：會，因為燻蒸是利用氣體滲透，用什麼樣的擺放方式可以讓氣體容易滲透進

去，那麼效果就好，如果壓得很緊，燻蒸效果就差，那還不如把它立起來，

敞開書頁來燻。 

 

問：老師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書籍裡頭長霉的情形，我們書庫如果有一大塊區域的

書都長霉時，怎樣一次大批做去霉的工作？ 

答：大陸地區有整個書庫長蟲的例子，我好像還沒聽說在書庫裡頭殺霉菌的，因

為這好像效果不會太好，一般是放在燻蒸器裡殺菌，因為霉菌不太容易殺

死，所謂不太容易是因為跟你的溫濕度控制、藥量、藥的濃度都有關係，那

麼大一個書庫，溫濕度很難控制，藥量、濃度也很難控制。因為會從牆壁、

窗戶滲漏出去。蟲子比較容易死，但霉菌不到一定的濃度不會死，所以據我

所知，放進燻蒸器，用真空燻蒸法，這個殺蟲效果好。有些霉菌很難死，而

且還不是用一種藥可以殺死所有菌種，因為霉菌有很多種，不同的藥對不同

的霉菌效果不一樣，想要全死，這種藥很難找。且不同霉菌所需要的溫濕度

條件還不一樣，藥劑的量也不一樣，有的一點藥量就死了，有的卻要極大的

量。所以我覺得殺蟲可以，殺菌最好放燻蒸器裡頭。 

 

問：老師剛剛說精裝書皮可以用甲醛去霉？ 

答：但重要的是皮革類不能用甲醛（福馬林）殺菌，霉菌可能會死，但皮革也會

硬化。 

 

問：我們的恆溫庫房用檜木櫃放全形拓，但靠著牆壁，且是朝東邊。 

答：朝東比朝西好一點，朝東就是上午晒太陽，上午的太陽沒有下午太陽那麼烈，

只能說比西邊好一點。 

 

問：還是會吸收到熱氣嗎？ 

答：那要看牆體厚不厚，不是靠窗吧？ 

你們可以放溫濕度計試驗，溫度是一定會上升，但如果升得不高，那還可以

接受。現在這種天氣還好一點，夏天你看溫度高不高，反正我是知道早上不

太願意待在東邊，因為太陽晒進來，溫度就比較熱。 

 

問：存放檔案的櫃子，是鐵製的好？還是木製的好？ 

答：鐵板不能調節溫濕度，溫度很快就傳進來；木頭架子有個，它可以調節溫濕

度，如果外頭濕度大，它可以吸收一點水份，熱量也不會那麼快傳進來，但

木頭要注意長蟲的問題，還有些木頭會有揮發油，且易著火，所以各有優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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