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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營運的新紀元:

   蔡燕青

談臺灣圖書醫院蛻變史
The Development of a Taiwan Book Hospital in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一、緣起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

館）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圖書館。本館承繼

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及南方資料館豐富之

臺灣相關資料，由於二次大戰期間，迭遭戰

患，館藏被迫疏散，戰後又屢次遷徙，復因

年代久遠，又處於氣候濕熱的大環境下，禁

不住霉害、蟲蝕、水漬等，致遭受嚴重破

損。且十九世紀末以來，館藏大量出版品及

檔案文獻，亦因當時製造紙張之特性，普遍

遭受酸化損害，為妥善辦理圖書典藏維護工

作，在紙張永久性修復要求的前提下，含酸

性紙張在修補前的除酸處理，也就顯得格外

重要。本館為延續圖書維護的淵源，傳承裝

裱修補的技術，乃成立臺灣圖書醫院，希冀

盡棉薄之力，培養圖書醫療修復人才及推廣

圖書文獻保健觀念。

二、萌芽初期：高薪延聘專家 培訓
　　修復職工

西元1915年8月9日，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正式對外開放，首任館長隈本繁吉瞭解圖

書維護之重要，乃自日本高薪延聘優良技師

到館充任職工，帶領教導台籍職工，同時逐

年增加裝訂費之預算編列，後續接任之幾位

日籍館長，隨圖書開放外借及巡迴書庫等業

務推動，圖書資料破損加劇，亦都配合詳加

編列裝訂費項目，俾以維護館藏。西元1937

年，因館舍建築老舊腐朽，足以威脅圖書安

全，乃進行調整，將製本室（裝訂室）由原

址一樓兒童室旁遷至二樓目錄室一隅，直至

西元1945年5月31日，美軍對台北大轟炸，製

本室也燬於戰火，山中樵館長乃將製本室職

工，暫遷往南方資料館工作，使館藏維護裝

訂業務繼續推展。

在此階段的31年裡，隈本繁吉館長，為

使館務工作順利推展，乃於西元1915年6月

30日制定「圖書館處務細則」計26條，分別

說明各係（部）職掌之業務，其中即闡釋有

關圖書裝訂之各項事宜。當時裝訂業務是由

「司書係」負責「圖書之裝訂有關事項」，

(本館參考組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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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裝訂室之人事暨管理，則歸「會計係」監

督，此種組織結構帶動日治時期修裱裝訂業

務之運作，然實際從事修補裝訂者為職工，

職工者，為修補圖書之專業人員。創始初期

有日本籍裝訂職工本多久次郎，及臺灣籍裝

訂職工杜昆明及李體等人；最後的西元1945

年1月至4月戰火熾盛時，在總督府圖書館製

本室從事修補裝訂工作者，至少還有陳蚶

目、林連東、呂阿助、楊建財等4位。

對於圖書修復人員的培訓與相關工作推

動，總督府圖書館亦不遺餘力，除平日發揮

書籍修補裝訂功能外，亦配合臺灣圖書館協

會，培育鄉鎮地方公共圖書館之修補人才。

西元1928年5月，在總督府圖書館兒童室內

舉辦「圖書修理法講習會」，當時參加講習

人員計有臺灣各地方圖書館從業人員37名，

由森清氏等老師講授有關製本方式及種類。

西元1929年10月，於總督府圖書館之協助

下，在建成小學內又再舉辦「圖書修理講習

會」，計有32人參加講習，由間宮不二雄氏

講授如何修補各類破損之圖書。以上為日治

時期的圖書修復業務概況。

三、成長時期：招聘技術人員 增添
　　更新設備

西元1945年11月1日本館由國民政府接

收，1946年2月改名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圖書館」起，開始了另外一段時期；同年4

月，臺灣省圖書館借用省立博物館館址復館

營運，裝訂室則遷回省立博物館地下室，隨

後歷經隸屬變動、館舍遷徙、館藏重建及館

務行政努力恢復期，直到西元1963年2月本館

搬遷台北市新生南路後才有固定館舍，裝訂

室則先恢復設於一樓大廳的一隅。這時期製

本室已改稱裝訂室，昔日專業職工的職稱也

改由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來取代，接收初

期除陳蚶目外，另召回余景祝再度回館，加

上由曾任職南方資料館的張玉葉接替李朝忠

等維護館藏，使用的設備乃自總督府時期加

上併入南方資料館的裝訂工具，包括書背壓

圓機（圓背機）、箔押機、裁斷機、壓書

機、鉛字及鉛字架、仕上木捻締機、締板

西元1928年5月，「圖書製本講習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0728/198 )

西元1929年10月，「圖書修理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0728/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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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西元1973年改隸中央，新生南路館舍建

築物大抵完成，同年11月，裝訂室按原建築

規劃遷移至本館3樓採編組旁，窩居至2004年

遷往中和新館止。西元1976年，胡安彝館長

決定整頓裝訂室，延請陳宏寬先生主持裝訂

室的革新，開始新一波招聘專任修復技術人

員，改善已青黃不接的裝訂技術，並充實與

更新裝訂室設備，新增設包括購買自動裁紙

機、燙金機、壓溝機等，隨後陸續購置打洞

機、鉛字架等，並於西元1999年更換木製壓

書機為油壓壓書機，裝訂室面目一新井然有

序，工作效率亦提升至高峰，這批工具機一

直使用至現今，此階段可視為裝訂室的一次

大變革。

四、因應時期：擬定修補計畫 改變
　　維護方式

西元1985年，當時教育部李部長錫公蒞

館巡視，審察館藏圖書資料之珍貴及破損之

嚴重，曾特別指示，務須妥善維護及保藏，

尤須從速加以修補裝訂，本館基於人力不

足，加上館藏倍增，乃擬訂「日文舊籍圖書

修護裝訂十年計畫」暨「線裝圖書修補裝訂

五年計畫」，進行修補，便於永久保存。計

畫自西元1990年度起實施，分十年完成，然

計畫中要求搭配之人事編列費用均被刪除，

擬僱用之修裱技術人員，自該年度起均未被

核准僱用，致使缺乏人力而影響計畫進度與

效果，於是自隔年起，增加修補裝訂廠商，

擬定長年合約，委託外包廠商方式執行。自

西元1993年起，展開大規模攝製館內劣化嚴

重之特藏資料，並以微縮捲片方式保存利

用，然未及攝製微縮捲片者，則另採以原資

料複製影印本方式，以避免原資料因過度使

用而破損散佚，便利讀者流通使用。

本時期裝訂室發展屢受設備、場地及

人力不足之影響，又面臨館內的期刊及公報

數量急增，也祇得改送到外面裝訂廠去協助

裝訂，於是線裝書的修補及裱褙，漸成了裝

訂室的主要業務之一。實際從事修復工作人

力，乃沿續自陳宏寬所培養的修復技術人

臺灣省圖書館財產目錄名稱統一對照表西元1947年6月余景祝等日常
工作分配表

微縮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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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包括郭木楫、粘月嬌（裱褙）、高愛蓮

（裱褙）、陳窓明（精裝書修補、裝訂報

紙）、褚文瑤（裝訂）、彭雲錦（裝訂報

紙）及顏慶華（裝訂）等，但為因應急速發

展的館務，不時要抽調擁有修復技術的專業

人員去支援其他工作，加上陸續離職、調

差，館藏之修復漸停滯難行，直到2005年4月

技工顏慶華退休，裝訂室則實已名存罷了。

五、整合時期：臺灣圖書醫院 開創
　　嶄新紀元

西元2004年12月20日，本館搬遷至中和

市開館服務，新館館舍面積增大，裝訂室搬

遷至五樓，空間雖隨之稍增，惟修復器材、

安全設備等大部分機具使用已近30年，並未

增加更新，同時面臨專業修復人員逐漸因退

休而減至剩1人，館方囿於編制萎縮及人事凍

結，乃改弦易轍，招募有興趣的志工進館勉

力學習，然實在無法擔負龐大的修復裱褙工

作，面對日漸老化、損壞及酸化的圖書文獻

及檔案，益發顯得搶修時日之緊迫。本館乃

於西元2007年，將裝訂室、冷凍除蟲設備、

圖書大量除酸系統及裝訂技術整合於一，籌

設「臺灣圖書醫院」，並調派技工陳窓明及

工讀生董倫合至參考組，同年6月27日在本館

7樓成立臺灣首座的「臺灣圖書醫院」，期以

推廣圖書文獻保健觀念及開辦培訓課程，延

續圖書修復技術。

西元2008年12月2日，在教育部社教機構

願景發展諮詢小組訪視評鑑會議上，多位諮

詢委員針對館藏維護業務與裝訂室的修繕改

善，有諸多建言與期望，本館遂提出「臺灣

圖書醫院設置及營運計畫（98〜101年）」，

向教育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

畫」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委員審查通過，業

於98年5月18日台社(三)字第0980075894號

函囑參酌辦理，節略委員重要意見如下：

「……臺灣文獻珍貴值得費心維護保存，本

計畫之執行確有必要」、「本案宜朝向組

織、制度層面考量，建議上級機關支持該館

設立一常設單位，永續經營」、「……建議

每年宜編列預算維持」等。嗣後本計畫移至

新裝訂室全景

新裝訂室中央修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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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98〜101年圖書館創

新服務發展計畫」案中，列為項目1.3：臺灣

圖書醫院創新服務計畫，爰自西元2009年10

月獲教育部撥款辦理。

臺灣圖書醫院成立以來，本館積極開辦

培訓課程、講座、導覽及展覽等方式推廣圖

書文獻維護技術及保健觀念，頗為各界所注

目肯定。茲分項略述成果說明：

(一)強化臺灣圖書醫院效能

1.推動臺灣圖書醫院創新服務計畫，第一期
（2009年）以擴充裝訂室修復空間、新
增購檢測與修護儀器設備之基礎建設為
首要。西元2010年5月完成圖書裝訂室搬
遷、擴充改善工程，原裝訂室改為特藏書
庫，新設裝訂室於5042室，面積約 184 
平方公尺，引進實驗室之排氣式藥品櫃、
抽氣櫃、修裱桌、裱褙板架、化驗水槽桌
及調控濕度典藏櫃等相關設備。

2.採購圖書醫院安全維護設備及修護器材，
含檢測儀器、安全防護及修護工具三部
分，如新型微電腦裁切機、精密型桌上分

光儀、光學顯微鏡、含水率測定計、低氧
除蟲箱、低溫冷凍櫃及書殼機等，逐步完
善圖書醫院各項基礎設備，朝整合傳統與
科技機具發展。

3.培養紙質文獻修護人才，西元2009年3月
招募新進志工7人，同年5月調整徐美文幹
事專任，加上裝訂室資深志工6人，努力
向下紮根，培訓文獻修護種子及修護圖書
文獻人力，2009年志工累計學習與服務時
數，超過1千小時。

(二)辦理展覽、講座及導覽活動，　
推廣圖書維護觀念

1.舉辦「圖書醫療器材暨修復案例展示」，
為期一個月，以供電子或平面媒體暨各機
關團體參觀，宣導圖書維護觀念。

2.一樓大廳辦理「圖書醫生的診療室」專題
展覽，展示各式圖書健檢儀器、修復器
材、修復藥材、病態書籍及修復案例等。

3.辦理「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特
展」。

4.配合館內常態活動之「圖書館利用教育課
程」，舉辦2場「圖書維護-書的診療」研

新裝訂室中央修裱區
除酸處理艙門

臺灣圖書醫院（Taiwan Book 

Hospital）Logo

日本大學教授參觀裝訂室由蔡錦堂教授協助翻譯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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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提升一般讀者對圖書的保存維護理
念。

5.辦理「圖書維護專題講座」計4場次，分

別為8月1日的「古籍線裝書沿革考暨線裝

書製作」、8月22日的「劣損圖書的基本

修護與裝訂」、11月28日的「生活環境與

紙本文物保護」及12月5日的「紙質文物

的簡易清潔與維護流程」（2009年）。

6.配合2009年8月9日館慶日活動，特與中國
時報開卷版合辦「臺灣圖書醫院」導覽活
動，是日上、下午各舉辦1場次導覽，計
有60位讀者參加。

7.提供「臺灣圖書醫院」預約導覽服務，
2009年度共有24場次導覽活動，參觀者包
括美國學校學生、輔大圖資系學生、淡江
大學圖資系學生、政治大學圖檔所、國立
臺灣文學館館員、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日
本大學教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班
學員及來自美、英、法、澳等國的23位圖
書館界專業人士等，計301人次。

(三)培訓圖書維護人員，傳承修復技術

1.辦理「圖書醫生培訓班」假館內四樓教室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計40名學員
參加（2008/11/17~11/21）。

2.辦理「98年圖書醫生培訓班」研習活動，
安排理論與實作課程計30小時，規劃系統
性圖書修復基礎技術課程，計49名學員參
加（2009/9/7~9/11）。

3.辦理圖書文獻維護基礎課程83場次，延攬
圖書修裱理論與實務俱精的退休館員楊時
榮先生，講授各種紙質文獻修復技法，達
到技術留館目標，培訓館員及志工人員，
累計715人次（2009年）。

4.建置虛擬「圖書醫院」網頁於本館入口網
站，內容包括：儀器設備、藥物材料、專
業術語、疾病狀態、醫療案例、問題諮詢
及相關網站連結等豐富資料，提供大眾線
上學習。

5.為普及紙質文物保存暨維護相關基本知
識、傳承修復技術與促進對話交流，整理
彙編「本事－圖書維護小事典」乙冊，
（2010年1月出版）。

(四)結合相關單位資源，加強合作交流

1.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負責古籍管理

98年圖書醫生培訓班學員認真的實習

桶槽液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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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柏（Koos Kuiper）先生及越南國家
圖書館段氏秋河女士、范氏喬江女士等三
位國際專業人士來館研習古籍修護（2008
年）。

2.美國國會圖書館王季新先生來館研習古籍
修護二週（2008年）。

3.安排本館圖書維護專業領域的觀摩學習，
包括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裱室、清華
大學人文圖書館除蟲冷凍櫃操作經驗、臺
灣博物館之「修護揭密：臺博館暨南藝大
修護研究成果特展」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

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派館員2名參加
本館圖書維護研習課程。

5.美國國會圖書館特約修復專家王季新先生
來館學習古籍修復技術。

6.嘉義大學林產科學系兩名研究生來裝訂室
實習。

7.國立臺灣大學舉辦之「檔案修護裱褙課
程」，共30小時之專業課程，2009年派1
名館員參加研習，2010年再派2名館員參
加36小時之專業研習課程。

(五)運用媒體資源專題報導，行銷圖
書維護工作

1.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台於2月18日晚上10點

在「獨立特派員」節目第三單元播出「圖

書醫院專題」報導，並於2月22日下午5點

重播一次（2009年）。

2.平面新聞媒體、中外電視台的報導，包
括：中天電視新聞臺、新加坡亞洲電視
台、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透過晚間新
聞或專題報導等。

3.網路新聞、部落格及推特（Twitter）的
連結等爭相報導圖書醫院相關訊息，例如
獨立特派員網站可以線上觀看完整的「圖
書醫院專題」報導、在天上大風部落格
知名作家傅月庵以「醫師，我的書生病
了！」專文介紹圖書醫院（2009年）。

六、未來契機：成立常設機構 制定實
務規範
本館業已執行搬遷、擴充裝訂室空間及

增購修復、檢測、環境安全等設備，裝訂室

圖書文獻維護基礎課程：楊時榮老師示範解說中氮氣溫度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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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符合現代修復工作需求，後續發展除

強化設備外，並須增聘專任助理、培訓修復

技術人員並輔以志工協助，積極處理館內破

損圖書，降低圖書酸化劣損之速度，減少圖

書維護成本，提昇修復古籍比率，最終達成

搶修已逐漸接近劣化時限的出版品與檔案文

獻，期以在急迫有限的時間裡，改善原件的

品質，阻止資料再度酸劣損壞，達到設置圖

書醫院的目標。

未來期待本館臺灣圖書醫院成為常設

單位，積極與國內大學相關系所、相關機構

單位成為合作的策略夥伴，扮演一個具有規

模的文獻維護機構角色，規劃圖書文獻典藏

與維護政策，引領全國圖書文獻保存維護的

方向、負責研究發展與培訓專業技藝的任

務。實務預計規劃朝三項目標努力，首先委

託研究有關圖書典藏及預防性維護的政策，

制定圖書文獻破損鑒定標準，及修復技術相

關規範等，俾供全國相關機構遵循使用；其

次，持續開辦圖書修復基礎培訓班、專題講

座等，培訓修復專業人才，提昇修復古籍速

度；最後，則以舉辦推廣圖書維護觀念的展

覽活動，教導全國民眾建立正確的圖書維護

保養觀念，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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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業人士來館研習並拜訪館長

居中者為荷蘭萊頓大學高柏先生正修補古籍

「圖書醫生的診療室」展覽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