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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文獻的裱褙與修護 

姜正華 

檔案管理局紙質檔案修護師 

 

一、 前言 

    檔案文獻在使用和典藏的過程中，由於基底材質原料、造紙模

式、字跡媒材和儲存環境的差異以及人為的使用不當等因素影響，遭

受不同程度的破壞；因此，需要對劣損的檔案文獻及時地進行修護。 

  檔案修護是指運用科學方法，延緩檔案載體的自然劣化和清除後

天的附著物，進而加固檔案原件或修補殘缺部分；企能恢復檔案的原

有形態和加固載體的工藝過程。然而檔案文獻載體、大小、字跡媒材、

破損、劣化、霉爛程度皆有所不同，若修護方法不能依據檔案基底材

質、字跡媒材和檔案劣損的實際狀況，予以綜合判斷採用最適切的方

法進行修護，則只有造成檔案的二次傷害而無以覆加。 

 

二、設備、工具和材料 

﹙一﹚設備、工具 

修護室設備及修護工具 

（一）修護室基本設備 

1.工作桌  

（1）修護桌 

可採木心板製作，桌面寬 4台尺，長 8 台尺，厚度 6 分厚，桌面

離地高約 80～90 公分，以配合使用者身高。桌面鑲貼暗紅色耐水、

耐酸鹼之美耐板，桌下設置抽屜或櫉櫃或隔板，放置待修護之用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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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件。 

（2）工作桌 

  可採木心板製作，桌面寬 4 台尺，長 8台尺，厚度 6 分厚，桌面

離地高約 80～90 公分，以配合使用者身高。備料裁切或其他臨時性

工作。 

2.曬板、曬牆 

（1）活動式曬板 

用於托裱完成文件上板待乾。取足 3分（0.5 公分）厚，1 寸（3

公分）寬木條，釘成寬 3 台尺（90 公分），長 7 台尺（210 公分）框

架，並將板之兩面鑲貼足 1分（0.2 公分）之三毛櫸板。亦可採旋轉

式或推拉式曬板，以使用節省空間。 

（2）固定式曬牆 

適用於晾曬大型地圖或圖表等文獻、檔案。依牆面和所需大小，

於牆面上釘上框架，並將足 2分厚三毛櫸板，釘在牆面上。 

3.空調設備 

  修護室的溫濕度應與典藏庫相當，方不致因溫濕度變化過大，使

待修原件的劣損情形加遽。溫度以 21℃ ± 1℃，相對濕度在 45％ ± 5

％為宜。 

4.空氣清淨設備 

用以清除工作中所產生灰塵或空氣中黴菌及孢子。 

5.櫥櫃 

專供放置待修護和已修護完成之文獻檔案，或其他應用之設備、

材料及工具等。 

6.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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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儲存自製小麥澱粉漿糊，以防漿糊變質腐壞。冷凍庫可放置

待揭之文獻（檔案）磚之用。 

7.水槽 

可清洗糊刷、糊盆或擦拭修護桌等各項工、用具。水槽深度應在

50～60 公分和寬度 60～70公分，以避免清洗時污水濺出。 

8.純水製造機 

用於過濾自來水中的餘氯、雜質及有機物質，過濾後之純水可調

製漿糊和浸洗文獻檔案。 

9.毒物箱 

    在預處理階段，可用有機溶劑去除檔案上黏貼之膠帶或劣化橡皮

筋等；但有機溶劑所散發之氣味，吸收過多對人體肝臟易產生病變；

因此如能在毒物箱內操作，當有益工作人員的健康。 

（二）文獻、檔案修護工具 

修護文獻資料和檔案時的基本工具，包括：各式刷子、裁刀、裁

尺、裁切墊、啟子、針錐、噴水壺、漿糊盆、鑷子、篩網、量尺、剪

刀、磨刀石、針線、拔釘器、尖嘴鉗、紙鎮、手術刀、打孔機、光桌、

壓書機、電動攪拌器及其他工具等，擇要摘述如下： 

1.刷子 

刷子是從事修護工序中最重要的基本工具，依材質可區分為毛刷、棕

刷等。 

（1）毛刷 

作為潤濕、補洞修闕、上糊、托裱使用。常用的有羊毛刷、豬鬃

刷等，羊毛刷毛質柔軟，豬鬃刷毛質硬具彈性。刷子寬度為六寸、八

寸、十寸到十二寸不等。對於紙質過於脆弱、輕薄、劣化或老化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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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檔案，宜用毛質柔軟之羊毛刷或排筆，避免刷破、起毛或磨損檔案。

毛刷至少需準備兩把，一把沾塗糊水，刷勻糊層；另一把作為乾刷，

排平托紙。使用時乾、濕刷不可混用，以免刷毀文獻檔案。 

（2）棕刷 

現大多當作乾刷使用，主要以理平原件、托紙和上牆排平。棕刷

是棕樹的細纖維整支編紮而成，亦有於棕毛上加上木柄和包鋼者。 

2.裁切刀 

為裁紙工具，其形式有美工刀、皮革刀、馬蹄刀、裁切刀及斜口

單刃刀（鋼鋸片磨製，寬約 3 公分）。另附量度尺寸之相紙專用裁切

刀，則可用來裁Ａ3以下尺寸檔案文獻。 

3.裁尺 

作為方裁文獻資料和檔案及各種材料之用，裁尺亦名長尺、板尺

或界尺，厚度為 0.8至 1.2 公分，長度有 4尺至 8尺等各種尺寸。裁

尺宜選用充分乾燥、堅固、不易彎曲、不變形的木料，如檜木、核桃

木、楠木、紅木、柚木等來刨製，左右兩邊各貼有白色平光美耐板。 

4.裁切墊 

用於裁切紙張。裁切墊除可保護工作桌檯面，並可避免刀刃變

鈍，同時也可當作壓板使用，可選用具量度尺寸之美工用橡膠材質裁

切墊。 

5.啟子 

主要用在文獻資料和檔案下牆、揭啟檔案磚或遇托裱晾乾後邊沿

剝離，亦可用啟子填糊黏合。啟子是用帶皮竹片或牛角製成。可以竹

材自行製作，下牆宜選用 20至 30 公分長，1.5至 2.5 公分寬的帶皮

竹片，將其前半部削薄修平，並呈圓頭狀，中間微凸成坡度向兩面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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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後半部略厚，整體近似劍形且具彈性。另揭檔案磚用的，要小而

薄類似折扇扇骨般，有長有短。 

6.針錐或探針 

裁切文獻檔案及各種用紙時，用以扎刺針眼和劃線以定距、定

位。另外，在刷漿過程中，可挑除脫落刷毛和紙瘤等異物，以及在托

裱時挑平邊角凹摺處。 

針錐可自行製作，取 4公分長小木條用刀削成圓形，從中間對分

切成兩半，各半片木條中間向外挖一可容納針頭之小溝漕，於兩平面

處先塗上白膠等黏著劑，然後將針放置於內黏合，並於木條外纏繞絲

線或以綾、錦包裹黏合。亦可以探針取代，在醫療器材行有售。 

7.噴水壺 

用於均勻噴灑細水滴於文獻檔案或修護用紙上，潤濕紙張利於漿

糊均勻滲透、刷平或壓平紙張等。噴水壺有氣壓式及手壓式。使用時

應先向旁處試噴，呈均勻霧狀者佳。其後，以略微向上傾斜方式，前

後左右均勻噴水潤紙。 

8.漿糊盆、清水盆和加蓋陶盆 

漿糊盆盛裝漿糊水。任何材質形式皆可使用，以直徑 30 公分，

高 10 公分者為宜。清水盆為盛清水注入漿糊盆中以稀釋稠糊；陶盆

為製作和存放置自製漿糊之盛器。 

9.硬鑷及軟鑷  

硬鑷用於托、揭文獻檔案及托紙刷糊時鑷除托紙上雜物，紙屑或

脫落刷毛等。硬鑷以不鏽鋼材質製作，以前端彎曲呈 35 度角，鑷頭

尖，合攏緊，還原彈性好者為最佳。軟鑷質地較軟具彈性，可作為夾

鑷已脫離文獻檔案本體之脆化碎片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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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糊篩 

作為調稀漿糊時，過濾糊中顆粒、糊塊、雜質之用，篩網密度在

80 ㎝ 2，亦可使用細紗布替代。 

11.量尺 

量取直線距離。有木質、竹質、壓克力或不鏽鋼等直尺。捲尺，

可量取較長尺度。 

12.剪刀 

作為剪切紙張、棉線等，可使用較利之布剪，俾易於剪切平整。 

13.磨刀石 

用於研磨裁切刀具，磨石面應保持平整，宜粗、細各備置一塊。 

14.針、線 

是為將修護完成之文獻檔案縫綴成冊。通常依錐眼和棉線粗細決

定縫針大小，長度約 4到 10 公分。縫線多為 3 至 9 股捻合而成，可

用縫鞋棉線、特多龍線、尼龍線或混紡線。 

15.拔釘器 

去除檔案上的鐵絲或訂書針。 

16.尖嘴鉗 

鐵絲或訂書針如過粗或過長，且拔釘器無法直接拔出時輔助之。 

17.圓型紙鎮（大、小鐵夾） 

文獻資料和檔案修護完成欲裝訂打眼前，墩齊後平放，上置紙鎮

以免原件位移。 

18.手術刀  

刮除蟲屎、污物或在原件破洞之背面刮斜口補紙，及精細切割。 

19.打孔機或書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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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修護完成之原件經裁切後，可使用書錐或錐形尖頭打孔機

打孔，以便穿線裝訂成冊。文獻資料和檔案裝訂一般以 3孔或 4孔為

主。切勿使用平頭鑽頭電動式打孔機，因其於打孔過程中會將孔內的

紙一併切除。 

20.光桌（透視繪圖台或稱『燈箱』） 

修補殘損或蟲蛀孔洞及拼接原件。 

21.壓書機（或「壓書板」） 

受潮待乾的文獻資料和檔案，先以吸水紙吸去多餘水分，再取乾

吸水紙將原件上下夾之，放入壓書平台（或板）內壓實，使之平挺不

曲折。 

22.攪拌木棒或電動攪拌器 

    作為自製漿糊時攪拌之用。 

23.曬架 

  在修護的過程中，如遇紙力異常脆弱或已成紙灰需搶救的原件，

托裱完成最好不要立即上牆待乾，以免收縮過劇檔案再次受損致無法

挽救。可在托裱後，用吸水紙吸去多餘水分，置於曬架上，於七八成

乾時取出，稍稍的噴一點水在原件背面的托紙上，之後托紙四週邊上

刷 1.5 公分稠糊，即可上牆待乾。另吸水紙或墊紙在操作過後，如未

髒污、字迹媒材暈染和酸過渡等情形，則可重複使用，但應先放在曬

架上待乾，以便下一回操作時再次利用。 

24.其他輔助工具 

文獻資料和檔案修護的輔助工具，例如：鐵鎚、木槌、鏍絲起子

（十字和平口）、粗（細）砂紙、透明塑膠布、PVC 塑膠膜、量杯、

小湯匙、棉質毛巾、棉花棒、舊報紙、水筒、羊毛筆、小羊毛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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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筆、軟性橡皮擦、黏著劑、有機清除劑等，以上這些檔案修護工具，

可依據工作實際需求備用。 

﹙二﹚備紙 

1.修護用紙 

    原色純楮皮紙、仿古純楮皮紙以及 5g/㎝ 2 典具帖紙（修護雙面

字跡用） 

2.墊料 

純楮皮紙、化纖紙、ＰＶＣ塑膠模或＃274 手工棉紙、＃286 機器

棉紙，依檔案文獻重要性和保存性而定。 

3.吸水紙 

中性吸水紙、純楮皮紙或＃274 手工棉紙、＃286 機器棉紙（選擇

依據同上）。 

 ﹙三﹚製糊與調製 

    1.水沖法製糊 

    以小麥澱粉（亦稱無筋麵粉或澄粉）為原料，放入陶盆內，將

溫水漸漸倒入，用木棒攪拌均勻成澱粉乳。然後將沸水沖入陶盆，另

一手用電動攪拌器快速攪拌，直到將漿糊沖熟。漿糊沖熟後，用攪拌

棒挑起能拉絲，色略發黃透明。沖製漿糊的生熟和稠稀程度要因季節

而異，在氣溫較高的季節裡，漿糊應沖得稍熟一點，因較稀和火候較

欠的漿糊更容易發酵；而在氣溫較低的季節，漿糊可沖得稍稀一些，

火候稍欠一些，才便於使用。沖製完成，糊面稍噴些純水加蓋虛奄待

涼存放冰箱冷藏室。 

2.調糊 

兩至三日，糊的燥性退去，始依每日用量挖取糊塊先行搓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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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慢慢的加水（純水或蒸餾水），一邊不斷搓揉，待兩者合而為一成

稠糊，隨即以篩網過濾糊塊，再次注入純水使糊和水的比率達到糊 1：

水 3~5 之比，即可備用。 

 

三、修護技法 

  所謂「托裱」，是指在檔案載體的背面，以膠黏劑為媒界黏貼一

層紙，使之加固檔案和利於保存。而其托裱的方法基本分為「濕托法」

和「乾托法」。濕托法和乾托法間的差異，在於膠黏劑刷塗在檔案背

面，即為濕托法；反之膠黏劑刷塗在托紙上者，便為乾托法。然檔案

的壞損情形是多種多樣不一而足；為此在乾托法的基礎上，又繁衍出

各種托裱技法。以下分述如後： 

 （一）濕托法 

濕托法（亦稱平托、直托或實托），即直接把膠黏劑均勻的刷塗

在檔案的背面貼上托紙。濕托法在操作速度上較乾托法為快，但因水

分較多，只適用於紙張完整無缺損、紙力仍強，且字跡媒材遇水不會

暈化、褪色或為印刷字體之檔案文獻。不過，需要修護者，皆有一定

破損情形。因此，濕托法較少運用。 

具體操作工序：檔案正（字）面朝下平放桌面近身一角，其中檔

案兩邊距離桌沿各一寸。將檔案均勻噴潮，持毛刷由中間向四周將檔

案排（理）平。以濕刷將糊水均勻刷塗整張檔案，並以不沾糊的濕刷

進行勻糊動作，同時刷平檔案。（刷糊方式，一般採「米」字型和側

「八」字型兩種。小張或四方型以米字型刷法，大張或長方型通常則

以側八字型方式刷糊。）取較檔案各邊多出一寸的托紙粗面朝下，運

用乾刷依序將托紙輕刷在檔案上。再次用乾刷將整張托紙稍加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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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刷使之與檔案緊密黏合。最後，以吸水紙放在已托好檔案托紙

上，用乾刷排刷吸去過多水分。 

 （二）乾托法 

乾托法是把膠黏劑刷塗在托紙上，待其乾到一定程度後，再把托

紙與檔案貼合。乾托法在適用範圍上遠較濕托法為廣，一、是字跡媒

材遇水易於暈化、褪色的檔案文獻，二、是遇水後易於伸縮變形的檔

案，三、是紙張有缺損、紙力薄弱或酥脆之檔案。 

具體操作工序：將檔案正（字）面朝下平放於桌面近身一角，其

中檔案兩邊距離桌沿各一寸。將檔案均勻噴潮，持乾刷由中間向四周

將檔案排（理）平。取一張較檔案各邊多出一寸的托紙，粗（背）面

朝上，均勻上糊（刷糊方式，同濕裱）理平。小木桿放置於托紙右前

端 0.5 至 1 公分處，將托紙回撥貼在小木桿外側。左手抓提小木桿中

間部位，向左輕輕拉撐，桿離桌面約 10 公分。右手持乾刷以側「八」

字型的方式依次將托紙輕刷在檔案上，至邊時放下木桿。再次將整張

托紙稍加用力，重新排刷使托紙與檔案緊密黏合。取吸水紙放在已托

好檔案托紙上，用乾刷排刷吸去過多水分。 

 （三）飛托法 

飛托法，係指在托紙上均勻刷糊，以乾刷將托紙蓋刷在正面朝下

的檔案上。飛托法係針對紙張薄弱和破損、檔案上欄位或字跡材料遇

水有可能會暈化、褪色的檔案。至於測試欄位或字跡媒材，是否會褪

色暈化，可用 0 號水彩筆蘸蒸餾水，分別輕點在幾個可能暈化或褪

色字跡的邊沿角上，用一小張吸水紙按壓吸去水份，如小紙片上有顏

色，即說明是易於暈化或褪色字跡媒材。 

具體操作工序：取一張較檔案稍大的墊紙，光滑面朝上平放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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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枱上。用噴水壼及乾刷將墊紙均勻受潮理平。檔案正面朝下放在墊

紙上。將檔案稍噴潮和理平（不可過濕）。取已備妥的另一張較檔案

各邊多出一寸的托紙，粗面朝下覆蓋在檔案上。向右手邊翻折至 2 公

分處，平貼在工作枱上。在托紙折疊處，從中間先上後下的刷一道糊，

藉以固定托紙。以糊水均勻刷塗托紙並勻糊。小木桿放置於托紙右前

端 0.5 至 1 公分處，將托紙回撥貼在小木桿外側。左手抓提小木桿中

間部位，向左輕輕拉撐，桿離桌面約 10 公分。右手持乾刷以側「八」

字型的方式依次將托紙輕刷在檔案上，至邊時放下木桿。再次將整張

托紙稍加用力，重新排刷使托紙與檔案緊密黏合。取吸水紙放在已托

好檔案托紙上，用乾刷排刷吸去過多水分。 

 （四）搭托法 

搭托法（又稱覆托），是先在托紙上均勻塗刷漿糊水，再用吸水

紙在托紙背面吸去過多的水分，用乾刷將托紙蓋刷在正面朝下的檔案

上。搭托法係針對紙張薄弱和破損、檔案上的欄位或字跡材料遇水易

暈化和褪色的檔案。 

具體操作工序：取一張較檔案各邊多出一寸的托紙，粗面朝上放

於桌沿，均勻上糊理平後，糊刷則靠於糊盆外側待用。運用拇、食指

和中指，抓取已上糊托紙（上）和吸水紙（下）各兩個角，一同順勢

提起令兩紙吸附平放工作枱上，取不沾糊糊刷，將托紙水分，儘量排

到吸水紙上。取一張較檔案稍大墊紙，光滑面朝上平放於裱桌上，均

勻噴潮理平。將檔案正面朝下覆蓋在墊紙上。將檔案稍噴潮和理平。

（不可過濕）小木桿放於托紙右前端 0.5 至 1 公分處，將托紙回撥貼

在小木桿外側。左手抓提小木桿中間部位，向左輕輕拉撐，桿離桌面

約 10 公分。右手持乾刷以側「八」字型的方式依次將托紙輕刷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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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上，至邊時放下木桿。再次將整張托紙稍加用力，重新排刷使托紙

與檔案緊密黏合。取吸水紙放在已托好檔案托紙上，用乾刷排刷吸去

過多水分。 

 （五）悶托法 

  悶托法是利用「水氣」將紙張纖維悶潤舒展，而非以「水」。主

要係針對字跡媒材遇水極易暈化、褪色的「水印（紅、藍色）染料」

之檔案文獻。 

    具體操作工序：準備三張較檔案文獻四邊各大一寸的吸水紙和一

張墊紙（料）；首先將一張吸水紙正面朝上噴水濕透，再取一張吸水

紙正面朝下覆於其上，用乾刷儘量壓實吸去多餘水分後先放一邊，把

第一張墊底的吸水紙理平。其後檔案正面朝下，對正放在已撤水之吸

水紙上。將先前放在一邊的吸水紙再行噴水濕透後，另取一張吸水紙

動作同前壓實吸去多餘水分，之後提起放於檔案文獻上。將ＰＶＣ塑

膠模整個覆蓋其上，令水氣在膠模內上下行走悶潤檔案數分鐘。工作

桌上水分擦拭乾淨。托紙背面刷塗漿糊水，放在吸水紙上撤水。將檔

案上之膠模和上層吸水紙取下，用乾刷理平檔案。小木桿放置於托紙

右前端 0.5 至 1公分處，把托紙回撥貼在小木桿外側，左手將托紙完

全提起。右手拇、食指持拿托紙另一端，後三指拿乾刷；提起移至檔

案上對正，拇指在下邊角定位，輕刷於檔案上。吸水紙放在托紙上，

用乾刷重排刷牢檔案。 

 （六）兩（或多）段托法 

    兩段托是針對過長過大無法一次刷糊完成的檔案文獻，乃借膠膜

之力分為兩個段落刷托原件。如明清兩朝和民國初年的檔案中，有不

少是屬長條形的文書。它是按照一定的版面寬度反覆摺疊成為前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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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的折本，有如佛經中的經摺裝一般。 

    具體工序：對於有一定長度原件，於噴水理平時，容易產生歪斜

現象，此時可在工作桌上近身之一邊，用黑色洗不掉簽字筆（奇異筆）

畫上一條細邊線。在工作桌上先噴少許水分，鋪上較檔案四邊各大一

寸長條透明塑膠模並加以理平，擦去多餘水分。將檔案正面朝下展

開，下延對正黑色邊線；噴水理平。覆上較檔案四邊各大一寸且反面

朝下之托紙。在托紙之上左右任一邊，再覆蓋較托紙一半多一點長度

的塑膠模。將未覆有膠模的托紙回折放於膠模之上，均勻刷上糊水並

且勻糊。小木桿放置於托紙前端 0.5至 1 公分處，把托紙回撥貼在小

木桿外側。一手抓提小木桿中間部位，向另一方輕輕拉撐，桿離桌面

約 10 公分。另一手則持乾刷將托紙慢慢排平在檔案上。用毛巾擦拭

乾淨膠模上多餘糊水。將膠模移轉到另一邊，換個方向；再重覆做先

前的動作直到完成。（中間部份宜重覆刷糊，以免漏刷）撤去膠模，

取吸水紙放在托紙上，用乾刷排實並吸去多餘水分。 

 （七）拼托法 

    早期文獻資料或檔案的典藏環境不佳，常是任意找一個空間疊

放，便成了典藏庫；以至於檔案遭遇蟲蝕鼠咬、霉爛、劣化焦脆情形

比比皆是，非得小心翼翼用鑷子夾起，以拼圖方式，將剩餘部份，逐

一細加拼接方能成事。而其併接之法，可概分為小拼托法和大拼托法

兩種，分述如下。 

    1.小拼托法 

    是針對檔案文獻破片僅僅數塊，從背面即可拼接者所施行之方

法。具體工序： 

    工作桌上先噴少許水分，鋪上較檔案四邊各大一寸之透明塑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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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化纖紙），並加以理平，擦去周邊多餘水分。依序將待加固之檔

案，從最大片到最小片正面朝下，逐次用鑷子小心夾放在膠模上檔案

原本的位置，且不能錯位。徐徐噴水至原件能浮在水面上游走，以羊

毛筆將跑位的小碎片輕推回原位。將去了水分的濕棉紗布（或毛巾）

捲成卷，以兩手逐一由檔案中心向四角再四邊，輕輕滾動吸水以免跑

位，直到多餘水分被吸去。在工作桌另一邊放托紙，均勻刷上糊水並

且勻糊。小木桿放置於托紙前端 0.5至 1 公分處，托紙回撥貼在小木

桿外側。一手抓提小木桿中間部位，向另一方輕輕拉撐，桿離桌面約

10 公分。另一手則持乾刷將托紙慢慢排平在檔案上。取吸水紙放在

托紙上，用乾刷排刷吸去多餘水分。  

    2.大拼托法 

    適用對象為檔案文獻碎片繁多，大小參差不一，只得由正面先拼

接後，始可加固者。其特色是「翻來覆去」。 

    具體工序：工作桌上先噴少許水分，鋪上較原件四邊各大一寸之

透明塑膠模（或化纖紙），並加以理平，擦去周邊多餘水分。依序將

待加固之檔案，從最大塊到最小片正面朝上，逐次用攝子小心夾放在

膠模上檔案原本的位置，且不能錯位。徐徐噴水至原件能浮在水面上

游走，羊毛筆將跑位的小碎片輕推回原位。將去了水分濕棉紗布（或

毛巾）捲成卷，以兩手逐一由原件中心向四角再四邊，輕輕滾動吸水

以免跑位，稍吸去多餘水分即可。取另一張較原件四邊各大一寸透明

塑膠模，輕輕蓋刷在原件上，並加以理平。兩手分持膠模近身兩個邊

角，向前對邊翻轉置於工作桌上並予以理平；由近身其中一角小心揭

去上層膠模。（仔細檢視有無跑位，如有則應同前推回）再次用濕棉

紗布（或毛巾）捲成卷吸水，直到多餘水分被吸去為止。在工作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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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放托紙，均勻刷上糊水並且勻糊。小木桿放置於托紙前端 0.5 至

1 公分處，托紙回撥貼在小木桿外側。一手抓提小木桿中間部位，向

另一方輕輕拉撐，桿離桌面約 10 公分。另一手則持乾刷將托紙慢慢

排平在檔案上。取吸水紙放在托紙上，用乾刷排刷吸去多餘水分。 

  （八）揭托法 

對先前已加固的檔案，時日一久因典藏不當再次受損時，或因黏

著劑失效自當再揭重新加固，重返原貌。 

    具體工序：一、檔案與托紙間黏結牢度不強者，先噴些水在工作

桌上並放墊紙（化纖紙）和理平，將檔案正面朝下放於其上噴水潤濕

背紙，待黏著劑被充分浸透，吸水紙撤去多餘水分；而對字跡媒材易

於暈化之檔案，則以乾毛巾入蒸鍋內蒸，待毛巾充滿熱氣後，用夾子

夾蓋在檔案上，再把乾毛巾整個蓋上，將之熱悶等到完全冷却，再以

鑷子由邊沿向內小塊打圓揭離或食指（或中指）第一關節指肉，打圓

搓揉試揭離原托紙，直到整張揭離為止。二、檔案與托紙黏結牢固者，

可用化纖紙將檔案整張包裹，針對字跡媒材不會暈化之檔案，可淋以

60~70℃熱水，再把乾毛巾整個蓋上，將之熱悶等到完全冷却，以鑷

子或食指揭離方式同前一（字跡易於洇化者亦同前一）。 

    檔案原托紙揭離後換上新托紙的操作程序則與前述之飛托相同。 

  

  （九）雙面字跡托裱 

針對兩面皆有文字的檔案文獻，以往的修護材料，大都採用薄雲

母原紙、格拉辛紙或薄雁皮宣等；除減低字跡的清淅度外，且在不數

年後，在保護材上概皆出現變黃發脆，連帶也使被加固紙質更加惡

化。而典具帖（日本製，基重 5g/㎝純楮皮紙），經實作印證字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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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度不減，又似有若無。操作之法，可採乾托或飛托方式托裱。但因

典具帖太薄，需以墊料作為支撐。先完成一面再做另一面，即可。 

  

四、上、下壁 

  修護完成檔案，其上仍存有許多水分，且呈延展狀態，如果此時

只放在工作枱上任其乾燥，因無外力拉撐，乾了便會收縮成瓦卷之

態；非但有失美觀，同時不利裝訂和典藏。是以，修護完成上牆待乾，

方才平挺得宜。次日以竹刀從啟口紙下方進入，將檔案撥開呈〝Ｌ〞

型，雙手併用便可撕下檔案。具體操作工序： 

 （一）上壁 

  在修護完成後的四周托紙外圍近 1 公分處均勻上糊（注意：漿糊

水不可刷到檔案）。啟口紙（約 3 公分左右）黏貼在長邊中間位置（啟

口紙必須橫跨在檔案上，以防下壁時將檔案刺破）。一手拇食指抓提

近身檔案邊角約十公分時，另一手拇食指持乾刷柄進入檔案下方至另

一邊角，後三指將檔案壓在刷柄上提起刷貼在曬板上。濕毛巾將工作

枱上多餘糊水擦拭乾靜。動作輕緩的由上沿右角，向內斜揭取下墊紙

（有舖墊紙者）。將啟口紙稍稍提起，輕輕吹氣封口待乾。 

 （二）下壁 

下壁必須要檔案完全乾透後，方可下壁（通常是修護完成上壁後

的第二天始可揭下）。取竹啟子自啟口紙隙縫中伸入，往上或往下呈

45 度角將檔案撥開至對角；直到撥開相鄰的長短各一邊（為〝 L 〞

型）為止。以左右兩手四指在外，拇指在內，分別握住已撥開兩邊，

向外拉開整張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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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裁切檔案 

  裁切是指運用手工或機械刀具，切除檔案外緣多餘托紙；使檔案

整齊一致，同時利於裝訂和收藏。裁切時應特別注意確保檔案的原

貎，更不容許裁切到檔案上任何字跡、註記及印色。具體操作工序：

先裁出一長邊作為裁切的基準邊。將基準邊翻折對齊。用針錐在另一

長邊上刺一至兩個眼，打開後裁切對邊。將裁好兩長邊相互對齊。用

針錐在兩端刺上一個眼，打開分別以裁刀裁好兩個短邊。就Ａ3 以下

大小檔案，如果機關內有相片裁切刀則可取代裁刀使用。 

 

六、結論 

    檔案修護工藝是極其複雜且繁鎖的工作，身為一位檔案修護的專

業人員，除須具補天之手、貫虱之精、靈惠虛和、心細如髪之能力。

亦須時時充實自我，努力專研修護作業中各層次的相關知識，使每一

件即將毀損的檔案到了修護人員手中，都能起死回生永不止息。再者

檔案修護工作，實可稱得上是一份良心的事業，任何一張待修的檔

案，一旦到了修護人員的手中，都應視若珍寶一般的愛惜，絕不可件

件如是裱。修護前張張細觀察多思量，用什麼材料、工序方能令檔案

免再遭二次傷害，才是修復人員應有的本份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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