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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保存環境標準 
 

• 館藏因收藏環境不佳、管理不善而劣化損

壞的,迄今仍有相當數量 

• 若繼續收藏在條件不利乃至惡劣的環境中，

則加劇其毀壞 

• 為維護文物品質，必須重視文物的預防性

保護 

 



• 庫房環境，調節控制最佳的收藏環境是保

護文物的根本措施  

• 制定庫房環境質量標準是保護文物的重要

舉措 

• 更為關鍵的是各庫房要依據此標準，調節

控制庫房環境，確保文物收藏在最佳環境

中 

 



• 將預防性保護放在首位，還需做相當的努

力 

• 用現代分析檢測技術，監測庫房保存環境

的品質，必須長期堅持不懈 

• 以科學儀器剖析環境規律和採用改善環境

的措施 

 



保存設備簡陋 

• 庫房的保存設備包括箱、櫃、架、盒等 

• 庫房箱櫃五花八門，雜亂無章，管理不便 

• 更有甚者是根本沒有箱、櫃等保存設備，

藏品是放在庫房地下 

• 庫房面積狹小者藏品只得堆放 

 



• 其製作材料以木質為主，但以原木者較少，多

為粘合板材，易變形開裂，且釋放有害空氣污

染物，導致文物受損 

• 使用金屬材料者，由於機械加工不精和金屬板

材較簿，故箱櫃並不嚴緊密封，且有銹蝕現象 

• 由於藏品庫是不對外開放的，更成為的盲點 

• 庫房空調設施，並不適宜 

• 也未按藏品材質分別調控不同的環境 

• 庫房建築物的區域內，應保持35％以上綠化地 

 

 

 



書籍保存性之影響因子 
 

1.溫度 
2.相對濕度 
3.光線、污染物 
4.有害生物 
5.水害                                         
6.火災                                   
7.物理性的力量 
8.人為等劣化因素 
 

造成書籍
物理性、
化學性、
生物性的
變化 



書籍衰老分：
物理性 

化學性 生物性 

紙張變
形 

皺折 

破裂 

脆化 

變色 塵垢 

汙漬 

黴腐 

蟲蛀等 



書籍保存之五項劣化因素防治措施 

1.設定標準、避免不良情形。 

2.改善不佳情況。 

3.定期偵測保存環境。 

4.正確和即時回應。 

5.因故受損的環境復原與書籍的善後處
理。 



書籍的特性 

受潮性  

          由於紙質屬於纖維類，會受空氣中的濕度高低影響而

吸收水份因此改變面積更容易遭受水害，而紙質文物長久置

於溫、濕度過高的環境中則易引起水解反應而導致纖維素的

劣化々另一方面言之，紙質文物極易遭受水害。 

 

  我們審視一下環境中致使環境潮濕的來源為: 

  1.浸水2.漏水 3.冷凝水的產生 4.相對溼度太高 

 

 



冷凝水成因 

• 相對溼度(RH)是表示在一定溫度中空氣中所含有水

蒸氣的百分比，當溫度較高時，空氣中能含有較多

的水蒸氣 

• 但當溫度下降時，空氣中多餘的水蒸氣會凝結水。 

• 故溫度與相對溼度具有相關性。因冷空氣無法容納

熱空氣中所含之水蒸氣，故如果室溫急劇地下降的

話會造成空氣中水蒸氣的冷凝作用，而使圖書紙張

吸溼而變潮。 

 



懼酸性 

         由於酸在紙張劣化的過程中扮演催化劑

的角色，加速紙質文物的劣化，故除了有特

殊處理的紙張不受酸之影響外，一般紙質文

物應避免保存於酸性的環境中。 



易遭黴害 

        大半的黴菌孢子均以休眠的狀態存在環境中，但當此環境有利於它

生長的條件存在時，黴菌孢子便在著陸後發芽生長出菌絲，開始積極

繁殖以產生更多孢子後代。有利黴菌生長之基本元素為 1) 潮濕 2) 溫度 

3) 空氣 4) 食物源。 

         黴菌繁殖所須的相對溼度至少約在40%~60%以上大多數種類約在

65%以上就會發芽生長，溫度將會影響加快黴菌的生長，黴菌適合之

溫度與空氣條件與人類相仿故在圖書館內想用此二環境條件(溫度與空

氣)來控制，乃至於限制黴菌生長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 

           

 



易受物理性破壞 

由上述得知紙質成份以纖維素為主，持拿不

當時容易產生摺痕，也不耐衝撞，容易破裂，

此外，它也易遭利器破壞導致刮痕、缺角等

現象。 



的各項因素:書籍保存所面臨 
 

一、溫度 

溫度對於材質的影響，依據阿瑞尼亞士理論:溫

度每升高10℃，化學作用速率加倍。此外溫度

升降也會造成相對濕度的變化。溫度升高造成

有機材質尺寸的擴張，使得複合性材質因膨脹

收縮率不同而脫落。此外，高溫還容易滋生蟲

菌。綜合上述，設定各種材質適合保存的溫度，

並保持穩定的溫度是必要的。 



二、相對濕度 

濕度過低時，材質因失水而收縮，濕度過高

時，材質因吸水而膨脹，有些裝訂用之金屬

材質因濕度過高而鏽蝕。此外，高濕度生物

容易繁殖、生長，尤其當相對濕度超過65%時

也容易發霉。如同溫度一樣，保持穩定的相

對濕度，也是必要的。 



三、光線 
 

光的來源可以分為自然光源與人工光源。光

是一種電磁波，有各種不同波長的電磁波，

其中紫外線與可見光，因其輻射能量對有機

材質進行光化學作用及熱作用，使得有機材

質強度降低、顏色產生變化。其次，紅外線

雖能量較低，因會產生熱量、提高溫度，使

有機材質產生脫水現象。 



紫外線可依波長長短分為 
UVA、UVB、UVC 

 

(1)UVA為長波紫外線（320~340nm）。它能射入皮膚的真皮層，是肌膚產

生皺紋、老化、鬆弛的最主要原因。吸收過多UVA的皮膚會直接變成棕色

或曬黑，但不至於曬傷，其作用較UVB、UVC微弱。 

(2)UVB為中波紫外線（290~320nm），強度為UVA的1,000倍，其作用較為

強烈，是引起皮膚曬傷、曬黑、肌膚乾燥、缺水、角質層增厚的主要元兇，

也是皮膚紅腫熱痛的罪魁禍首。 

(3)UVC為短波紫外線（200~290nm）。UVC經過臭氧層時已被吸收，因此不

會到達地球表面，較不會侵害人體肌膚。但由於臭氧層日漸被破壞且稀薄，

使得UVC對人體的威脅日益增高。 





四、污染物 
 

污染物的種類有固態、液態、氣態三類。其中固態

污染物如來自空氣中的粒塵，其顆粒大小不一，成

分因地區而不同。粒塵輿書籍材質產生化學作用，

甚至成為空氣中微生物的營養來源。液態污染物來

自典藏所用木製櫃、箱、盒，因未處理完全而釋放

精油污染材質。氣態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

物、臭氧及來自三夾板中的甲醛，這些氣體與書籍

材質產生化學作用，也使得媒材變色、褪色。 



五、有害生物 
 

• 有害生物的種類包括老鼠、昆蟲、黴菌等。

有害生物以有機材質的檔案為食，使檔案

遭受囓、蛀食、污染、黴斑、腐朽等，是

檔案保存最常見的問題。 



常見書籍害蟲之特性岩素芬（2004） 



書蝨 

         常見的書蝨（book lice）學名Liposcelis corrodens，
屬於昆蟲綱囓蟲目（Psocoptera）書嚙科（Atropidae），
常見者約有150種。此蟲遍布於世界各地，由於其體型
類似鳥蝨且通常出沒於潮濕的書本或紙張之間，因而得
名(book lice)。 

        書蝨頭及腹部較大，而胸部較狹窄，體長1~4mm，
體柔弱、外骨骼不發達；頭部前口式，咀嚼式口器，大
顎堅強，左右不相對稱；觸角甚長，呈線狀多節；複眼
由頭之兩側伸出。三胸節皆可活動，翅退化，僅剩遺跡。
體色灰白色或無色（幼期），常不為人所注意  

         書蝨忌光線，性喜25~30℃，相對濕度75~90﹪，在
長時間濕熱之天氣，書蝨容易大發生。 
  



地毯甲蟲 

         身體為圓形，顏色為深褐色至黑色，或

有不規則排列的白色、棕色和橙色鱗片；約

0.2英寸長；觸須很短，呈棒狀；眼睛不明顯，

外殼很硬. 



袋衣娥 

        衣蛾（學名：Tinea pellionella）的分布極

廣，屬於鱗翅目的蕈蛾科。外觀類似幾何圖

形的菱形，常出現於潮濕的牆壁上，以及衣

物上。在圖書館或博物館會危害動物標本。 

• 館藏品收藏時應先檢查，有蟲為害時應先

作處理，定期檢查並行熏蒸處理；並具環

境控制的設施保持低溫、低濕及清潔。 

 



衣魚 

         衣魚（學名：Lepisma saccharina），俗

稱蠹、蠹魚、白魚、壁魚、赤木蟲、書蟲或

衣蟲，是一種靈巧、怕光、而且無翅的昆蟲，

身體呈銀灰色，因此也有白魚的稱號，嗜食

糖類及澱粉等碳水化合物，牠的體型細長，

無翅，身體上布滿了鱗片，口器為咀嚼式。 



衣魚之生物地位  

• 動物界（Animalia）  

• 節肢動物門（Arthropoda）  

• 昆蟲綱（Insecta）  

• 無翅亞綱（Apterygota）  

• 纓尾目（或稱總尾目）（Thysanura）  

• 衣魚科（Lepismatidae）  

• 衣魚屬（Lepisma）  



衣魚簡史  

• 又名蠹魚、壁魚、蟫魚、白魚、シミ、紙魚 

• 衣魚現身地球已達三億年，遍佈世界各地，全世界約有370

種，其中約有12種屬居家害蟲（唐立正等，2008）。  

• 衣魚成蟲壽命約2至8年，室溫下一次可生產50至70個卵，加

上衣魚可以孤雌繁殖，繁殖方面對試驗也是一大幫助，其卵

期約30至40 day，在溫度27℃之環境，大約三至四個月可長

為成蟲。衣魚以醣類為主食，喜好澱粉類食物（蕭文鳳，

2007）。  



衣魚之生存環境 

         衣魚成蟲與幼蟲皆喜歡躲在陰暗處活動，於

室外，其大多被發現於土壤、石堆或是落葉等縫

隙之中（唐立正等，2008）；於室內，則棲息於

大量紙質文物堆積處，或是使用率低之紙質儲藏

室等陰暗、潮濕的場所，平時喜於藏匿於物體之

縫隙，見光、有風或遇其他干擾則會四處逃竄，

而造成鱗片脫落（蕭文鳳，2007）。  



衣魚天敵 

• 衣魚最有名的天敵是蠼螋、蜘蛛、蠅虎 

• 蠼螋（注音：ㄐㄩㄝˊ ㄙㄡ，拼音：qú sǒu，音：渠叟）屬昆蟲類的有

翅亞綱革翅目。蠼螋俗稱「耳夾子蟲」，牠們的雌蟲在產卵後會像鳥

類一樣伏在蟲卵上等待孵化。 

• 蜘蛛是螯肢亞門節肢動物，有兩個體段，八條腿，但沒有咀嚼器官。

截至2014年，共有114科3,935屬44,906種[1]。蜘蛛目是蛛形綱中數量最

多的一個目。研究蜘蛛的學科稱作蜘蛛學。 

• 蠅虎科或跳蛛科（學名：Salticidae），是蜘蛛目的一科，也是蠅虎總

科的唯一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E%AF%E8%82%A2%E4%BA%9E%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0%E8%82%A2%E5%8B%95%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4%E6%AE%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C%98%E8%9B%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B%9B%E5%BD%A2%E7%BA%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B%9B%E5%BD%A2%E5%8A%A8%E7%89%A9%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C%98%E8%9B%9B%E7%9B%AE


衣魚之危害 

         衣魚成蟲壽命長且能持續產卵，若無法徹底清除便無法終止危

害。其移動相當迅速而不易捕捉，爬過之處將留下黃色污漬與黑色

排泄物，且衣魚對於外力之抵抗相當脆弱，輕微施力或翻動 文件便

可能造成衣魚死亡而在檔案表面留下汙漬。  

         於啃咬之時，可間接觀察出何種紙質為衣魚所喜愛，對於某些

紙張，衣魚僅會啃食紙張表面，而對於另外某些紙張則胃口大開，

造成頁面大量的殘缺。雖然衣魚對於不同原料所製之紙類喜好上的

差異並不明顯，但實驗證明，在草漿紙、竹漿紙、木漿紙中，屬半

纖維素含量較為高之草漿紙較受衣魚喜愛。  



         人們時常誤解新書較不受衣魚之侵擾的原因係油墨氣味對衣魚

產生忌避作用，實際情況則為造紙過程殘留之化學物質不受衣魚喜

愛所導致（馮大慶，2008）。 

 



蟲之防治  

可分為生物性防治、物理法與化學法三大類 

1、生物性防治  

        生物性防治泛指利用自然界裡原本便對害蟲具有抑制

作用之天敵，並經由人為放大其對害蟲的抑制，例如螞蟻

為衣魚之天敵，原則上可利用螞蟻的引進而消滅衣魚，但

實際上以文物保存之防 治而言，生物性防治較不適用，畢

竟於館藏場所，目標為隔絕所有生物。（馮大慶，2008）  



2、物理法  

         物理法係指利用物理方法破壞害蟲之生理機能，使其無法生育

或死亡，進而達到滅除的目的。物理法之優點有操作簡便、無藥劑

殘留、不會產生抗藥性等，常用於文物保存之物理殺蟲法包括以下

四種：  

（1）人工捕捉  

         人工捕捉需耗費大量人力與時間，一旦衣魚原先藏匿處之周遭

物品被驚動，便會迅速地逃往暗處藏匿，加以其體積小，更是添加

了捕捉的難度。此外，衣魚卵直徑約1mm，若僅僅靠肉眼來進行掃

除，想達到徹底移除所有蟲體與卵也是一大難題，因此較不建議採

用人工捕捉的方式來進行害蟲防治。（馮大慶，2008）  



（2）加馬射線  

         加馬射線的照射能徹底抑止蟲卵的孵化，黃俊翰、

夏滄琪（2009）的報告中指出，使用劑量20 Gy照射衣魚

卵，幼蟲孵化率為76.66 %，若將照射劑量提高至50 Gy，

便足以完全抑制衣魚卵之孵化，而劑量為40 Gy時可達到

完全滅蟲之效果。為了比照實際情形，將衣魚置入書本

中再行加馬射線照射，結果顯示照射劑量為400 Gy時可

使衣魚死亡。  



（3）低氧除蟲  

         低氧除蟲一般適用於局部檔案，低氧包括直接抽

真空與置換氣體兩種，後者多用氮氣或氦氣等惰性氣

體進行氧氣的置換，害蟲的神經系統會隨著氧氣含量

的減少而加劇興奮程度，當氧氣小於2 %時，其神經系

統將由極度興奮轉成完全癱瘓而窒息死亡（劉恩迪，

2003）。  

         將衣魚置入充氮試驗箱，在相對濕度20 %之下，

通入25 mL之氮氣以去除氧氣，大約5 day便可使衣魚

全數死亡。（黃俊翰、夏滄琪，2009）  



（4）冷凍除蟲處理  

         冷凍除蟲主要是根據害蟲之生活習性，將其置於足以致死

之低溫條件中進而達到殺蟲目的。致死機制則是，一般蟲體處

於過於低溫之環境時，體內將產生一連串之生理現象，包含細

胞膜破裂、新陳代謝停止而導致死亡。  

         此外，夏季為昆蟲抗寒性較差之季節，於夏季進行滅蟲有

助提高撲殺率。一般而言，織品、木材、皮革、紙質、毛皮等

製品均適用低溫除蟲，但尤須注意的是，冷凍庫之相對濕度較

高，處理過之檔案需置於熱通風環境中，尤其切忌直接曝曬，

因此若要進行冷凍除蟲，夏季屬最適當之時期（馮大慶，2008；

劉恩迪，2003）。  



3、化學法  

         化學殺蟲法係指利用化學物質直接接觸蟲體、

食物或活動場所，爾後經由害蟲的取食、接觸或

其他方式進入體內，引起害蟲生理機能嚴重損害

以致死亡之方法。化學法則依處理方式的不同分

為化學藥劑與毒餌兩種。  

 



（1）化學藥劑  
 

        化學藥劑殺蟲為當前消滅檔案害蟲的主要對策之一，而依照

使用方法的不同分為胃毒劑、觸殺劑燻蒸劑等三種，化學法之

殺蟲速度快，作用時間短，效果明顯，用藥量可隨環境、害蟲

種類、蟲體多寡而進行調整。  

         以燻蒸法為例，由於不能將化學藥劑直接噴灑於檔案上，

方採用燻蒸之方式，常用之燻蒸劑為環氧乙烷與溴甲烷。為了

避免檔案過於密集而無法達到最佳效果，需要先將檔案下架至

燻蒸室，一般燻蒸時間為24至72 h，毒殺效果可逼近100 %（張

美芳，2005；馮大慶，2008；劉恩迪，2003）。  



（2）毒餌  
 

         毒餌之效果則較燻蒸法差，因其只能造

成有活動力之害蟲死亡，並無法消滅蟲卵，

但其成本較低，技術性也不高，可作為長久

性的輔助性預防措施（馮大慶，2008）。  



六、水害 
 

• 輕微的水害如建築物地底上升的潮氣，乃
至水管漏水，甚至水災，這些水害常會伴
隨著黴害的產生。 

資料來源:Emory University 圖書館 



水損紙質檔案的緊急處理方式 
 

1. 風乾法 

2. 抽氣除濕法 

3. 冷凍常壓乾燥法 

4. 真空冷凍乾燥法  

5. 真空加熱乾燥法 



風乾法 

• 使用吸水的物質吸收泡水檔案的水分，當檔案快乾

時，再將檔案上、下各夾上吸水用的紙張後，蓋上

壓克力板乾燥。 

• 優點－溫和、簡單易行、便宜、不需儀器設備，也

不需特殊技術 

• 缺點－乾燥速度慢、佔空間、人力需求多（換吸水

紙） 

• 較適合小規模水患，攝影類檔案也可使用 



庫房水損原因 

一、火災： 
 1.火災發生時對相關設備直接噴灑水。 
二、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 
 1.庫房周圍排水口阻塞，及修護室內漏水之情事。
庫房發生漏水或進水之情事時，無立即排除漏水
或進水並移開有被損壞之虞書畫。 
三、人為破壞： 
 1.屬於人為因素造成庫房水損的原因屋頂或牆面、
偶爾水管漏水、空調系統爆裂。 
四、其他災變： 
 1.遭受爆炸或重大建築災害等其他意外事件。 

 



水損之狀況 搶救 

1. 記錄→先擦乾，作記錄，每一件用膠布包妥。 

2. 入箱→ 平整入箱，貼上標籤，註明來源，如館名、原來位置。→裝入

冷凍貨車→送進急凍房。 

3. 冷藏→零下25℃急凍。 

4. 低壓→揭除膠袋，真空降壓，至4~6mbar毫巴。 

5. 乾燥→加溫約需5~6日，只通風乾燥需8~12日。珍本書畫必須個別處

理。 

6. 整理→壓平、修復、自然環境中自我調節-恢復紙中8~10％水份。必要

時，加去霉菌工序。 

7. 歸還原位  
 



黴菌 

• 在代謝過程中會產生色素，而不同種菌類會產生
紅、黃、褐、青、綠、藍、紫、黑等不同的色素，
這些色素大多不溶於水，不同菌種會造成紙不同
程度的汙漬（Stains），如Alternaria solani（交鏈
孢菌屬）會產生黑色汙漬（black stains）、
Penicillium notatum（青黴菌屬）會產生黃綠色
汙漬（yellowgreenstains）、Fusariumoxysporum
（鐮孢菌屬）會產生紫粉色汙漬
（purplepinkstains），Chaetomium globisum（毛
殼黴菌屬）會產生黃灰色汙漬
（yellowgrayishbrownstains）黴菌會產生特殊色
素汙染紙張造成無法回復之汙漬，影響書畫的價
值及觀瞻。 



預防書畫黴害改善環境乾燥處理方法 

水損書畫分類 

1. 風乾法：良好 自然乾燥。 

2. 抽氣除溼法：部分水損 送風乾燥，吸水乾
燥。 

3. 冷凍常壓乾燥法：完全水損 低溫除濕乾燥，
真空冷凍乾燥。 

 



修護作品時辨識紙張加工方法分類 

(一)生紙 

(二)熟紙 

(三) 纖維觀察與判定 



一、保護
性原則 

二、非破
壞原則 

三、安全
性原則 

四、可逆
性原則 

五、適當
性原則 

六、歷史
性原則 



修復過程： 
一、對紙質進行檢視評估 

二、固色 

三、酸鹼測試 

四、書畫之清理及整理 

五、淋洗 

六、揭紙 

七、黏著劑（漿糊） 

八、扥紙 

九、裝裱 

十、修復前修復後比較 

 



書畫之清理及整理 
除塵(機械移除) 

• 挑：針 

• 刮：刀背 

• 磨：手指 

• 夾：鑷子 

• 擦：橡皮擦粉 

• 沾：塊狀橡皮擦 
 

• 吸：微量真空吸
塵器 

• 吹：吹氣球、噴
氣罐 

• 掃：軟毛刷 

• 靜電除塵：聚酯
片 
 



黴斑 移除 

• 先視黴斑面積的大小，大者全面清
洗，小者局部清洗。面積大者做法
同去污斑、水漬方式。 

• 面積小者以棉花棒沾高純度藥用酒
精作局部塗抹消毒； 

• 再視情況以低濃度3﹪以下雙氧水擦
拭清洗； 

• 再以清水多次清洗，防止化學物質
殘留。  



除黴菌裝備 

(一) 口罩 

(二)塑膠手套 

(三)護目鏡 

(四)圍裙或工作服 

(五) 防塵頭巾  

 



淋洗 

• 逆滲透純水 

•  蒸餾水             }自來水 

•  冷開水 

 





黏著劑（漿糊） 

• 煮糊 

• 沖糊 

• 鍋蒸糊 

• 蒸煮糊 

• 古糊 

 



七、火災 
 

• 引起火災的原因如建築物營繕期問，或蓄
意縱火，或因戰爭、恐怖事件引起的火災，
易使圖書檔案付之一炬。 



八、物理性的力量 
 

• 如放置不妥而產生的摩擦，或不小心持拿
而掉落，或因地震破壞建築體、設備等，
並可能伴隨引發水災、火災等災難，皆會
造成圖書檔案大規模的損壞。 



九、人為因素 
 

• 包括保管上的疏失、持拿不當、閱讀圖書
檔案習慣不良造成破壞、蓄意破壞、偷竊、
戰爭等造成的影響。 



控制庫房藏品危機的八大因素 

• 環境(含天候) 

• 地點 

• 建築體 

• 區間 

• 典藏設備 

• 藏品類別 

• 政策 

• 程序 

羅勃特華勒(Robert Waller)在所著「危機評估」
(Conservation Risk Assessment)提出的論述。 

可作為緊急應變措施的規劃方向。 



緊急事件發生之前 

•建立預防措施－平時、定期且易行
之法，預防並降低緊急事件發生率 

•急難救災計畫 

 危機評估－自然、硬體、軟體
 應變反應－ 逃難路線    

 書籍檔案搶救計畫 

•演習 



緊急事件預防措施 

• 環境控制－建立標準、穩定的溫濕度環境 

• 定期偵測與清潔－全面性蟲菌管理、牆面
是否有裂縫滲水、門窗氣密性 

• 設備管理措施－防水、防火的典藏箱櫃 

• 水患的預防－定期檢修水管、排水道、灑
水頭、窗戶、牆壁、屋頂 

• 設定書籍檔案使用、展示與借調指南－避
免書籍使用不當，如在閱覽空間飲食 



緊急應變工作任務分組 

1.避難引導－引導人員至安全場所避難 

2. 建築管理－控制災情、勘察現場，確        

  保建物與人員的安全 

3. 安全警衛－通報災情，負責人員與檔        

  案的安全 

4. 書籍檔案搶救－從事書籍檔案善後處

理 



書籍搶救計畫前的準備工作 

1.評估書籍搶救的順序－保存年限、  
書籍檔案價值、檔案現況、檔案材質  

  參見檔案乾燥處理方式建議表.doc 

2. 規劃緊急搶救處理設備及材料－     

  地點、內容 

3. 典藏品納保制度  

4. 搶救處理政策：大、中、小；材質 

file:///E:/授課講義/98年講義與核銷/檔案乾燥處理方式建議表.doc
file:///E:/授課講義/98年講義與核銷/檔案乾燥處理方式建議表.doc


存放與展示 



藏品保存環境溫度、相對濕度標準 





藏品保存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 BQ/m3 
單位質量物質中的放射性活度來衡
量 
稱為活度濃度 
對於固體，其單位為每千克貝可（Bq/kg） 
 
對於液體或氣體，其單位為每升貝可或每

立方米貝可（Bq/L或Bq/m3） 



藏品保存環境污染物濃度限值 



藏品保存環境採光照明標準 



無酸紙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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