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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 
   狹義上被認定是帶有文字和圖像的紙張的
集合。書通常由墨水、紙張、羊皮紙或者
其他材料固定在書脊上組成。 

   組成書的一張紙稱為一張，一張的一面稱
為一頁。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狹義圖
書的概念也在擴展，製作書的材料也在改
變，如電子格式的電子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5%90%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8%E5%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A%E7%9A%AE%E7%B4%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80%E6%9C%AF


• 圖書在狹義上的理解是帶有文字和圖像的
紙張的集合，又稱為書籍，或簡稱書。廣
義的圖書則是一切傳播信息的媒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4年在法國巴黎舉行
的會議上，提出並通過圖書的定義： 

   圖書是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內，至少含49
頁的非期刊類印刷品，並且於該國家公開
予公眾。 
 



• 圖書不論是材質是莎草紙、羊皮紙或是紙張
，卷軸（Scroll）是古希臘、羅馬、中國、
希伯來及馬其頓文化中主要的書藉形式。 

• 至西元2世紀前，書籍的形式仍多為捲軸，
每本書就是一張紙，閱讀時從左右兩側將捲
軸攤開來看。西元2世紀，出現名為「抄本
」（Codex）的劃時代發明，這是現代大多
數書本的形式，將多張紙重疊後，再於側邊
裝訂而成，翻閱時每頁皆為獨立頁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A%E7%9A%AE%E7%B4%99


• 古代書籍有賴修道院中的僧侶花費數年時
間一字一句抄寫，加上用動物皮革製作而
成的書寫材質，使中世紀的書本同時是彰
顯社會地位與炫燿財富的奢侈品。 

• 書本進入一般家庭始於印刷術及造紙術的
發明，這些發展對人類文明發展有極為重
大的影響。 

• 圖書已不再是彰顯社會地位與炫燿財富的
奢侈品，但仍是文化水準的象徵。 





• 書的主要用途是用來閱讀，此外也可以有
其他的用途： 

   書可以是藝術家的創作，本身就可以是一
件藝術品，這稱為藝術家的書。 

   書可以讓讀者或是專業作者來評論，評論
的文字稱為書評。 
 



   書可以讓一群人一起閱讀，之後進行業餘
及學術的討論，稱之為讀書會。 

   書可以讓學生閱讀後分析，並撰寫有關其
內容分析的文章，稱為讀書心得。 

   書有時可以用來作為家中的裝飾藝術，例
如在書房中。 
 



書籍材料 



1. 莎草紙 –papyrus 







2. 貝葉---貝多羅(貝葉棕)葉片 



• 製作貝葉經之貝多羅(貝葉棕， 學名
Corypha umbraculifera)嫩葉為原料。 

• 葉片要柔軟強韌。樹葉採下後先經水煮、
晾乾，使葉片變得柔韌不易斷裂，再用粗
木棒將葉片表層兩面磨光。 

• 將葉子截成所需規格，每片葉子長約二英
尺、寬約三英寸，或將一片裁成多片。 

• 在葉面中間穿一或二小孔，或在靠邊穿一
個孔，以備裝訂之用。 

 



• 穿孔後的貝葉即可以刻寫，通常每面最多
刻寫七、八行，並於每一刻完之葉面邊上
刻上頁碼。 

• 用特別調製的墨水塗在葉面上，再將葉面
擦拭乾淨。 

• 古代大乘經典的貝葉寫本，都用筆尖沾上
墨汁寫出來的；南傳佛教巴利經典的貝葉
寫本，則全都以鐵筆刻上文字，塗上黑墨
之後，再擦掉表面，讓字體浮現出來。 
 



 



3. 竹片 (竹簡) 



4. 羊皮紙 (Parchment) 





5. 紙張 













• 什麼是紙張 
   紙是植物纖維均勻分散水中，在網部或竹
簾上經脫水作用後，纖維無規則交織排列
成薄頁狀物，再經壓榨、乾燥後的物品。 

   紙是書寫、印刷的載體，也可以作為包裝、
衛生等其他用途，如印表紙、複寫紙、衛
生紙、瓦楞紙板等。 

   紙的紙發明源於中國，它對於人類文明發
展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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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之結構 

• 纖維組成三度空間之物品  Paper is a three-
dimensional matrix. 

• 7-8根纖維厚  In a typical printing and 
writing grade, the sheet it 7-8 fibers thick. 

• 纖維被壓在一起互相結合 These fibers are 
pressed onto each other and bonde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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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之表面 



紙張構造圖 



Paper Structure 



造紙纖維原料 
 

傳統手工紙：楮皮(構樹皮，鹿仔樹皮)、雁皮、 

                                竹、稻桿、麥桿、 麻、棉、藤、 
                     桑皮、檀皮、芙蓉皮、棉麻製之 
                     舊衣服等。 

現代機械化造紙：木材(95%)、回收紙、竹、 
                            蔗渣、 稻桿、麥桿 



Cross Section of Tree 



Relative Sizes of Various Softwood 
and Hardwood Fibers and Segments 



傳統造紙及現代造紙技術 



 

• 傳統造紙：明 宋應星 天工開物  殺青篇 
 

   1.斬竹漂塘 
   2.煮篁足火 
   3.蕩料入簾 
   4.覆簾壓紙 
   5.透火焙乾 

    
 



 



 



 



 



 



傳統造紙流程 
 

 



• 1.選擇材料：  
以麻繩頭、破布、舊漁網、樹皮等為材料 
 

• 2.切碎與洗滌： 
將原料以刀斧切細並以清水洗滌 
 

• 3.材料浸泡： 
將皮料和竹料放進水池浸泡，用人力踩踏 
 

• 4.蒸煮： 
去除原料中的木質素、果膠、色素、油脂等雜物，
加熱過程中要不斷添加柴火，以保持水的溫度。  
 



• 5.舂搗： 
舂搗作用為搗散造紙物料的纖維，使其變
短和分散，是在抄紙之前所進行的工序。 
舂搗工具隨著時代的轉變，漢代以人力舂
搗，宋元時代開始利用水力推動水碓舂搗。
舂搗水準不斷提高，紙張的品質越見進步，
為明清的紙品奠下良好的技術基礎。  
 
 





Which of these sheets is stronger? 

Ref.: Properties of Paper, Scott, Abbot, & Trosset, TAPPI Press, 1995, p. 141  

Unrefined            R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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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散漿： 
紙料經過舂搗之後放進一個大長方型的紙槽裡
進行。利用打漿棒不斷在紙槽裡攪動，直至纖
維分佈均勻成懸浮漿液。 

   隋唐時期已出現巨型的紙槽，用來製造巨幅紙
張。 
 
 
 



• 7. 抄紙： 
以竹子做成的竹簾撈起紙漿後，大部分的水會濾
出，剩下的纖維便會留在竹簾上，稱為抄紙。 
抄紙的工具由一個長方形的木框及框內的竹簾組
成。 

    把抄紙器置於紙槽內，然後有技巧地將槽內的紙
漿纖維平均分佈於抄紙器的竹簾上，由於竹簾由
橫直的絲線編成，絲線之間有細微的孔，便可濾
去紙張的水。  
  
 



• 8. 乾燥： 
漢代時利用自然日光來曬乾紙張，紙工將
抄紙後連同竹簾木框放到曬場曬紙，乾後
取下來。 

   隋唐時代由於造紙技術的改良，濕紙可以
自竹簾揭下來，貼放到木板上曬乾。 

   明清時代先把整疊濕紙放到壓榨機壓去多
餘水份，然後放到熱磚面上烘乾。 
 
 
 



• 西方傳統手工造紙法 
• 取自http://www.awagami.com/awawashi/process.html 





現代化造紙流程 



• 木材伐採  (1.斬竹漂塘) 
• 去皮及切片 
• 製漿及漂白 (2.煮篁足火) 
• 漿料處理—打漿及化學添加 (舂搗) 
• 抄紙  (3.蕩料入簾) 
• 壓榨脫水  (4.覆簾壓紙) 
• 乾燥  (5.透火焙乾) 
 

    

 



 

現代造紙流程 

取自http://www.gaspaperdryer.org/Images/PaperManfLine.jpg 







• 現代造紙技術之工法與傳統造紙相似 
• 只是連續式大量生產取代傳統的分批式 
• 目前大型紙機車速可達 1700公尺/分鐘，紙
幅寬度10.8公尺，紙機長度約600公尺，日
產量可達4500公噸，十分驚人。 





紙張的種類 

一、文化用紙 
      1. 印刷   
      2. 書寫 
二、家庭用紙 
      1. 面紙 
      2. 衛生紙 
 

三、工業用紙 
        1. 加工原紙  
        2. 包裝用紙 
        3. 紙板 
四、特殊用紙 
        1. 過濾用紙 
        2. 防油紙 
  



印刷用紙 

• 即一般印刷書報用紙，重視紙張白度、不
透明度、紙張力學性質、印刷適性、吸墨
性、平滑度、保存性。  



 
• 道林紙(Wood-free printing paper)  
• 模造紙(Simili paper)  
• 書紙(Book paper)  
• 平版紙(Offset paper)  
• 銅版紙(Art paper)  
• 輕磅塗佈紙(Light weight coated paper，簡
稱LWC)  

• 新聞用紙(Newsprint paper)  
 



道林紙 



銅版紙 



銅版紙厚度方向切面 



輕塗布紙 



新聞紙 



書寫用紙 

• 為書畫、打字之紙張，重視白度、紙
張強度、上膠度(墨水不易暈開)、表面
強度、平滑度等。  
 



• 證券紙(Bond paper) 
• 帳簿紙(Ledger paper)  
• 筆記簿紙(Notebook paper)  
• 圖畫紙(Drawing paper)  
• 描圖紙(Tracing paper) 、 

 



家庭用紙 

• 重視吸水、油性，柔軟，衛生， 不含有螢
光劑、有害人體藥劑。  
 

• 衛生紙(廁紙，Toilet tissue)  
• 面紙(Facial tissue)  
• 紙餐巾(Paper napkin)  
• 廚房用紙巾(Kitchen paper towel)  
• 紙巾(Paper towel) 



衛生紙 (廁紙) 

• 基重13~20g/m2， 
• 以化學木漿混合製成， 
• 具適度柔軟性， 
• 明顯方向性，縱橫兩向紙力差異大 
• 不上膠、無填料、無濕強， 
• 容易吸水， 
• 不含可遷移性螢光劑。  



面紙 

• 100%漂白化學木漿製造， 
• 基重12~15g/m2， 
• 吸水性、柔軟性、 
• 不易起毛、不易撕裂、耐濕性， 
• 不含可遷移性螢光劑。 
• 外觀似衛生紙，需加入濕強劑  



紙張性質之一般分類 

• 結構特性：基重、兩面性、縱向與橫向  
• 力學性質： 抗張力（拉力）、撕力 、耐摺 

                   力 、頂破力 
• 光學性質：顏色 、白度、不透明度、光澤 

                  度 
• 化學性質：劣化 
• 阻抗：抗水、油、空氣 

 
 



紙類標準 

 



我國紙業國家標準--CNS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總數：至101
年，已制定公布有14,505種 
 

• 紙業共195種 
   適用範圍：原料、 尺寸、 基重、 品質 
                    檢驗方法 
 
 



紙類標準 

• 紙類標準 = 規格 + 品質標準 
   規格 
   紙張的基重、尺寸、厚度、密度、水份、
包裝方法，生產此種紙張所用的紙漿種
類都有一定的規範 

   品質標準 
   根據紙張或紙板的用途，將其必要的特
性一般物理性質、力學強度、光學性質、
印刷或加工特性加以適度的規範。 76 



品質標準 
• 擬定品質標準時，既要考慮周到，又要
符合實用。 

• 例如生產帳簿用紙時，目標特性有： 
– 要不化水 
– 要耐橡皮擦的摩擦 
– 字跡不可透過反面 
– 要翻閱單張紙需容易揭開，也不會捲邊等 
– 而白度不需過高，過高的白度會刺眼 
– 同時也不能過份光滑，紙面太光滑，寫字不
方便。 

77 



• 於於這些應用特性，故應規定： 
– 抗水度、耐摩強度、不透明度、剛挺度、 
白度、平滑度。 
 

• 又由於帳簿需長年保存及翻閱，故也需
具有良好的 
– 抗張強度、撕裂強度、破裂強度。 

78 



令重與基重 

• 令重：500張特定長寬之紙張的重量（磅/令）
相同的紙會因為尺度而有不同令重 

 
• 基重： 每平方公尺之重量，g/m2  
  50 lb/31”x43”  = 50 ×1.0558 = 52.8 g/m2 
  60lb = ？ 
 



紙張厚度 
Thickness :  
以單張紙測得之厚度 
 
 
Caliper :  
一疊紙測得之總厚度/該疊紙之總張數所得之平
均厚度   

 
 

  



紙張密度 

紙張密度( g/cm3 )＝ 
 

基重( g/m2 ) ÷厚度(mm) ÷10000 ×10＝ 
 

基重( g/m2 ) ÷厚度(mm) ÷1000 



紙張尺寸 
• 國際標準組織：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訂定了紙張的國際規格 
 
    ISO紙張尺寸主要分為「A系列」和「B系列」，

A系列從2A0、A0到A10。 
    B系列從B0到B10 
 
    A0的紙張對摺，就可得到A1的紙張尺寸；把A1   
的紙張對摺，就可得到A2的紙張尺寸 

    依此類推。 



ISO紙張尺寸定義表     尺寸編號紙張大小
（mm） 

A系列 
• 2A0  1682×1189       A0    1189×841 
• A1    941×594           A2    594×420 
• A3    420×297           A4    297×210 
• A5    210×148           A6    148×105 
• A7    105×74             A8    74×52 
• A9    52×37               A10  37×26 

841 mm × √2 = 1189 mm       √2 =  1.414 

1189 × 841 = 999949 mm2     = 1 m2 



ISO 216 A系列紙張示意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B系列 
 
B0     1414 ×1000     B1     1000×707 
B2     707×500          B3     500×353 
B4     353×250          B5     250×176 
B6     176×125          B7     125×8 
B8     88×62              B9     62×44 
B10   44×31 



 



 A:  

    X ＝  841 mm 

    Y  =    1189 mm 

 

  B: 

    X =     1000 mm 

    Y =     1414 mm 



紙張力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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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力學測定之準備工作 

• 除了少數高塗布量紙張與特殊加工紙張外，
大多數紙張的主要成分為來自植物纖維的
全纖維素(holocellulose)，紙張與紙板的許
多性質也因此承繼全纖維素的理化特性。 

• 全纖維素可再細分為少量的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與大量的纖維素(cellulose)，
兩者皆是以糖類單體為主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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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力學測定之準備工作 

• 全纖維素上具有極大量的羥基(-OH)，除了
造成濕端化學的陰電性之外，更重要的是
能與水分子產生氫鍵造成紙張力學變化與
吸濕的物理特性。 

• 測試紙張力學性質之前，必須先體認紙張
對水分、濕氣的敏感性，透過適當的調製
作業(conditioning)方可進行紙品物理性質
測定。 

90 



磁滯現象、滯水現象(hysteresis) 
• 紙卷、紙張、紙板通過製程乾燥後，存
放一段時日，仍然會在環境改變下捲曲、
膨脹或收縮，或者是在使用中(印刷、影
印)造成尺寸安定性的問題。 

• 其根源主要來自上述全纖維素對水分的
敏感性。即便是氣乾紙品的平衡含水率
依然會因為乾燥、調製歷程(conditioning 
history)而呈現相當程度的差異，間接也
影響到紙品各種強度與表面性質。 
 91 



磁滯現象、滯水現象(hysteresis) 
• 紙張含水率的變化與外界的相對濕度有
相當密切的關連，然而水分反覆得失之
間，含水率的變化既非直線亦非同一路
徑，這種稱為滯留現象。 

• 舉例來說，來源相同的兩張紙分別置於
相對濕度85％ (A紙)與45％ (B紙)，經過
足夠的時間使其含水率達到平衡後，再
將這兩張紙一起放置於相對濕度50％中
調製到水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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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滯現象、滯水現象(hysteresis) 
• 我們將會發現A紙的含水率高於B紙。 
• 因此，為了達到精確公允的試驗，在測定
紙張各項物理性質之前，最好採行預處調
製。 

• 紙張在長期存放或使用的過程中不斷歷經
環境中濕度變化，滯留現象會漸趨和緩，
亦即對濕度變化的敏感性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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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張的滯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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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製作業 
• 調製作業主要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
使紙張樣品能在指定的溫度、濕度下達
成水分平衡(平衡含水率，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EMC)，而使水分均
勻不變、紙性安定不變的狀態。 

• 所謂的「指定的溫度、濕度」就是指進
行紙張物理性質測定環境中的溫、濕度，
目前CNS與ISO同步，為溫度23±1℃、
相對濕度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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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相對濕度變化對紙張強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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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 

• 在造紙工業所有的強度測試中，抗張強度
測試是最基本的測試 

• 在力學特性上它不是一種單純普通的性質，
因為同時它包含了作用在紙張的纖維和鍵
結的抗張力、剪切力(shear)和撓曲力
(flexur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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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測試 

• 抗張強度測試是將特定寬度和長度的紙樣
夾在兩個紙鉗子中，由此二鉗子拉開對紙
張施予引張應力，在紙樣斷裂時，量測出
承受的最大張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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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測試 

• 在TAPPI新版的測試法中規定測試物為寬
25±1 mm，上下兩鉗間距長180 mm (實驗
室標準手抄紙試樣受測長度則為100 mm)，
透過後兩種方法對測試紙張予一固定伸長
率之張力，再換算成SI單位的抗張強度。 

• TAPPI  
• Technical Association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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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抗張強度試驗張力不均勻時，紙樣
斷裂示意圖 

彭元興 101 



抗張強度測試 
• 抗張強度是使紙斷裂每單位寬度所需的力。 
• 抗張強度經由基重校正稱為抗張指數(tensile 

index)。 
• 另有一個相似的量叫做斷裂長度(breaking 

length)，被當作已經過基重校正的抗張強度。 
• 斷裂長度的定義是指無限長的紙張從紙捲釋出，
在自由懸掛狀態下，釋出某個長度時由於本身
的重量導致紙張斷裂，此時之長度稱為斷裂長
度，它是抗張強度除以基重、寬度再乘上
1000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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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的伸長率 

 
• 伸長度對紙的應力吸收能力具有相當程度的重
要性，伸長量除了對抗張應力有影響之外，它
也會影響其它機械性質，諸如撕力、破裂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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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的重要性 

• 抗張強度是紙張在使用時，受到直接抗張
應力的耐久性和可能的最終使用狀態的指
標。 

• 例如：包裝紙、紙袋、膠帶、紙繩、印刷
用紙。 

• 通常在紙匹加工過程中需拉動紙匹，因此
必須有最小抗張強度的要求，印刷用紙就
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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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強度 

• 破裂強度的測試方法是將紙樣放在環形
夾盤之間，從紙樣的下方單面施壓直到
紙樣鼓起、破裂為止。 

• 此項測試在紙業是很老舊的測試方法之
一，因為破裂強度試驗比較容易操作又
不昂貴，加上破裂強度和抗張強度有相
當程度的關連性，因此有些紙廠較喜歡
採用破裂強度來控制品質，其優點是破
裂強度試驗比抗張強度簡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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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強度的測試方法 
• 測量破裂強度最普通之測試法即使用Mullen
測試儀(Mullen tester)。 

• 使用破裂強度測試儀時紙樣夾於兩個同心的
圓盤之間，圓盤的中心有圓形的開口，紙樣
試驗範圍放在兩開口間，紙樣測試範圍的四
周部分被夾緊，在測試期間加壓使測試範圍
膨脹但不滑動，紙樣底面所受的壓力是在控
制固定速率液壓下，使紙樣下方的橡膠膜擴
大而產生的對紙樣上頂的應力，該應力可由
一可讀出最大壓力數之壓力計來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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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強度 

• 內部抗撕力是估計撕裂強度最主要的方法，
常稱為"撕裂"或"Elmendorf"試驗
(Elmendorf是標準撕裂儀發明人的名字)。 

• 抗撕裂性能測試是對紙張造成一撕口之後，
通過再撕開一固定距離所做的“功”。抗
撕力長久以來被廣泛地當作紙機控制試驗
項目，因為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紙的打漿程
度和紙內部纖維的一般特性。 

 
108 



撕裂強度 

• 撕裂強度在評估加工作業時，會遭遇撕的
力量的紙與紙板有特殊的意義，這包含了
紙袋、包裝紙、衛生紙、書、雜誌和攜帶
用紙，在實務上，紙的加工依賴撕裂強度
甚於其它任何單一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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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折度 
• 紙張機械性質中最複雜的一種性質稱作耐折
度，另外還有一種不同的性質稱為"摺疊性" 
(folding quality)，對許多等級的紙和紙而言板
摺疊性是很重要的，為避免混淆現在讓我們
將這兩種性質加以區別。 

• 摺合紙盒或是紙板加工時要承受180ﾟ的彎折，
而且表面必須看不見裂痕；紙袋、信封、紙
盒製造或使用自動包裝設備時，紙盒紙板需
承受一至二次苛刻的摺疊，此時紙或紙板所
採用人工彎摺試驗(manual bending test)測定
的性質稱作摺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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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折度 

• 而鈔票紙、書本、證券用紙使用時會被重
複彎摺，使用一段時間後仍需維持一定的
強度，此時耐折度就比較適用。 

• 耐折度試驗相關力學因素很複雜，因為它
結合了抗張力、伸長度、柔軟性(pliability)、
抗壓縮力(compression resistance)、以及
其它各種的剪切應力和應變等等因素的綜
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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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強度 - 蠟棒法 

• 前面我們只討論到與紙面同方向的抗張應
變，然而在一般使用上，有些紙所受的抗
張應變是和紙成垂直的。 

• 例如：紙在印刷作業，在印刷平板或橡皮
布與紙分離的過程中，對紙的表面會產生
拉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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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強度 - 蠟棒法 

• 拉扯的力會受到油墨的黏性、印刷板移開
的速率、分離的角度和其他因素所影響。 

• 在印刷板分離的過程中，紙表面的纖維或
塗布物是否鍵結的很牢而不至被扯起，這
是印刷用紙很重要的性質。 

• 這種表現紙表面特性的性質叫做表面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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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力學性質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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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項目 傳統報告單位 × 換算係數 ＝建議SI單位 

抗張強度 
kgf/15mm 

kgf/25mm 

0.654 

0.3924 
kN/m 

抗張指數 --- --- N/m/g/m2 
斷裂長度 m 0.001 km 

抗張能量吸收(TEA) kgf‧m/m2 9.81 J/m2 
破裂強度 kgf/cm2 98.1 kPa 
比破裂度 100kgf/cm2/g/m2 9807 kPa/g/m2 
撕裂強度 gf 9.81 mN 
比撕裂度 100gf/g/m2 981 mN/g/m2 
耐折度 耐折次數 log 次數之對數值 

Taber剛度 Taber單位 2.03 mN 
Gurley剛度 mgf 0.00981 mN 

紙邊撕裂強度 kgf 9.81 N 



紙張光學性質 

 白度 (Papermaker’s Brightness) 
 光澤度 (Gloss) 
 不透明度 (Opacity)及透明度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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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度 (Brightness)  

• 一種重要的光學性質稱為白度或造紙白
度(papermaker’s brightness) 

• 此真正的白度係依據紙張總反射率、光
源的能量分佈、觀察條件、觀察者特性
等因素來決定。 

• 換言之，白度為在白色或近白色紙張，
在波長457 nm下的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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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度 

• 根據TAPPI白度測量方法T452 om-
92與ISO 2470的定義，是採用波長
457±0.5nm的光來照射紙張，所測得
的反射率與氧化鎂板100%反射率之
比值稱之為真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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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澤度 (Gloss)  

• 紙張外觀性質中另一重要的性質為光澤度。 
– 光澤度為定性性質(感覺)，無法利用理論直接
來表示。 

– 光澤度跟光輝(luster)類似，為瞬間選擇性光
的反射 

– 而炫目(glare)則為反射過度的亮光。 
– 從心理學角色而言，光澤度及光輝給我們愉
快的感覺；而炫目則為不愉快、刺眼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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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  

• 完美不透明的紙張係絕對不會透射任何
可見光。 

• 不透明度對於印刷、證券、書寫等用紙，
相當重要通常為品質規範之一。 



紙張之化學性質 



 木材或非木材造紙植物纖維原料，其主要 
 化學成分皆為 
 
    纖維素 (cellulose) 
    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 
    木質素  (lignin) 



纖維素之化學結構 



 

 
O O O 

O H 
H O 

O O 

O H 
H O O 

H O 
O H 

O O 
H O 

O 

O H C H 2 O H 

C H 2 O H 

C H 2 O H 

C H 2 O H 

H H 

纖維素(cellulose )  纖維(fiber) 

纖維(fiber) ：細長之物質，無一定之
化學組成：金屬、礦物、動物 

纖維素(cellulose ) ：純物質有一定之
化學結構 



紙張的耐久性主要取決於纖維素的穩定性。
纖維素受損表現出聚合度(DP)下降。 
 
當DP降到700以下，機械性能迅速降低。
當低於200時，紙張脆裂成粉末，不再有
纖維特性。 
 
 



影響紙張耐久性的因素很多，以下將討

論以下數點： 
 
    酸催化水解 
    光和氧降解 
    



纖維素的酸催化水解  
 
纖維素是由許多葡萄糖基相互以1，4-配糖鍵
(Glucoside，葡醣苷)相連而成的高分子聚合
物。此配糖鍵對酸敏感，易於水解。 
 

 



引起紙變質的其它因素 
 
氧 ：已知大氣氧對紙變質有較大影 
     響。氧化導致過氧化物和羧基 
     的生成，此反應也為製漿中帶 
     來的Cu2+，Fe3+所催化。紙張 
     老化與O2濃度呈線性關係 。 



 光 ：高純纖維素不吸收可見光。 
         吸收260nm～270nm紫外光 
         強烈吸收低於200nm的紫外光。 
 
         吸光後的纖維素分子鏈變短， 
         DP下降，且生成羧基化合物。 



在更強的紫外光照射下，將生成醛、糖酸、
CO、CO2和H2等。 
 
在氧存在下，紫外光對纖維作用會生成過氧化
物，快速分解為自由基，引起鏈斷裂 。 
 
紙中雜質(半纖維素、木質素、金屬離子、染
料等)會吸收光量子，並將激發能遷移到纖維
素分子上並使之降解。 



紙張在酸、鹼性水解和光氧化降解時可生
成醛、呋喃 (Furan)、醌 (Quinone)、 
甲氧基醌 (methoxyl quinone) 等發色團，
而導致紙的變色 。 
 
 
 



紙張pH值測定 
  紙張表面pH值：以平頭電極測定 
  紙張整體pH值：2g紙張 加100ml純水以一 

                         般電極測定 
 





 
 
 

無酸紙  
(acid-free paper)  

 
 
 



• 無酸紙又稱去酸紙 
• 係指在抄造過程中以棉纖維、黃麻或化學
木漿為原料，並採機械化學處理法消除漿
料及配料中，存在的活性酸類物質。 

• 為不含任何遊離酸之紙張。 



• 中國傳統手工造紙是以植物韌皮纖維為原
料，用草木灰或石灰蒸煮和日光漂白紙漿
，從而具有偏鹼和耐久的特性。 

• 工業革命後，傳統手工方式已不足以應付
其龐大需求，機械造紙逐漸取代手工造紙
，並為增加抗水性質在造紙過程中添加了
酸性上膠劑，松香皂及明礬（Al2(SO4)3．
18H2O）。 



• 酸性上膠是促使紙張酸化的主要因素。再
者，造紙纖維中的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
質素易受水、溫度、有害氣體、有機酸和
紫外線及漂白過程中的氧化劑等的影響。
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紙張的發黃、變脆，造
成紙張嚴重劣化。全世界圖書與文物都受
極為嚴重之衝擊。 

• 對紙張而言， pH值應在7~8.5之間，也就
是偏弱鹼性的紙張最耐久。 

• 現今多數文化用紙已採用中性或鹼性上膠
，生產無酸紙。 
 
 



• 無酸紙為不含酸性物質，不會因為酸性物
質的移轉造成紙質文物酸化劣變。 

• 存在於紙張內部的碳酸鈣緩衝劑則可中和
紙張本身產生的的酸性成分，並可緩衝大
氣環境中酸性氣體對紙質文物所帶來的侵
蝕，使之延長保存年限。 
 



•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1989年向聯合國建請
其出版物使用耐久紙。 

• 美國布希總統，則在1990年簽署國會聯合
決議，要求美國聯邦政府文件、書籍和其
它具永久性價值出版物，皆須使用無酸紙
做為載體。 

• 國際標準組織（ISO）於1994年，亦通過了
耐久紙的標準（ISO 9706）。自此圖書用
紙使用無酸紙，成為國際潮流所趨。 
 



結語 

• 圖書用紙種類繁多，原料、製程、性質各
異，須選用適當紙張。 

• 紙質檢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訂出許多
國家標準。 

• 重要圖書檔案宜選用紙質佳，不含機械紙
漿之無酸紙。 

• 環境對紙張保存有影響重大: 採用低溫、乾
燥、光線弱的環境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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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或非木材造紙植物纖維原料，其主要� 化學成分皆為��    纖維素 (cellulose)�    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    木質素  (lignin)
	纖維素之化學結構
	�
	紙張的耐久性主要取決於纖維素的穩定性。纖維素受損表現出聚合度(DP)下降。��當DP降到700以下，機械性能迅速降低。當低於200時，紙張脆裂成粉末，不再有纖維特性。��
	影響紙張耐久性的因素很多，以下將討論以下數點：��    酸催化水解�    光和氧降解�   
	纖維素的酸催化水解 ��纖維素是由許多葡萄糖基相互以1，4-配糖鍵(Glucoside，葡醣苷)相連而成的高分子聚合物。此配糖鍵對酸敏感，易於水解。�
	引起紙變質的其它因素��氧 ：已知大氣氧對紙變質有較大影�     響。氧化導致過氧化物和羧基�     的生成，此反應也為製漿中帶�     來的Cu2+，Fe3+所催化。紙張�     老化與O2濃度呈線性關係 。
	 光 ：高純纖維素不吸收可見光。�         吸收260nm～270nm紫外光�         強烈吸收低於200nm的紫外光。��         吸光後的纖維素分子鏈變短，�         DP下降，且生成羧基化合物。
	在更強的紫外光照射下，將生成醛、糖酸、CO、CO2和H2等。��在氧存在下，紫外光對纖維作用會生成過氧化物，快速分解為自由基，引起鏈斷裂 。��紙中雜質(半纖維素、木質素、金屬離子、染料等)會吸收光量子，並將激發能遷移到纖維素分子上並使之降解。
	紙張在酸、鹼性水解和光氧化降解時可生成醛、呋喃 (Furan)、醌 (Quinone)、�甲氧基醌 (methoxyl quinone) 等發色團，而導致紙的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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