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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材料的功能 

安全持拿的裝置─儘量減少持拿文物的
頻率以降低文物損壞的風險  
製造微環境─溫溼度控制容易、隔離有
害環境因子 

物理性穩定─提供適當支撐結構強度 

化學性穩定─文物保護材料可減緩文物
劣化速度 

方便後續使用─展示與研究 

 

 

 



安全持拿的裝置 

【質地軟或是尺寸大】 

    文物若屬於軟質結
構、無自身的結構強
度，且若是屬於尺寸
大者，則將持拿不易
，須透過文物保護材
料提供支撐。 

【結構或表面層脆弱】 

    文物的結構本體或
表面層脆弱受損，不
適合長時間用手持拿
或碰觸，則須使用文
物保護材料來協助持
拿或移動的工作。 





保護盒分類 
個別保護盒(item packaging) 

    所謂個別保護盒，就是將藏品各個分別加以保護，其目
的提高藏品的保護性並區別之，以適當的材料或容器對藏
品所施的技術及其實施後的狀態。 

內保護盒(interior packaging) 

    所謂內保護盒，就是保護藏品的內部保護盒，其目的在
對水份、汙氣、光、熱、衝擊等外在破壞因素加以防護，
如瓦楞紙板保護盒。 

外保護盒(exterior packaging) 

    所謂外保護盒，就是保護藏品的外部保護盒。將藏品盛
裝在箱、櫃等容器中，如木條箱。 



製造微環境 

【隔離環境有害因子】 

    環境中的有害因子
如雨水、污染性氣體
、可見光與不可見光
、灰塵髒汙等，可透
過文物保護材料隔絕
這些劣化因子。 

【溫濕度控制較容易】 

    文物保護材料可適
度或徹底改善典藏微
環境中的溫溼度狀況
，確保文物不因空間
中溫溼度變化而受影
響。 

 





物理性穩定 

【材料本體結構強度】 

    選用合適的材料如
E/B/BB flute的無酸
瓦楞紙板製作保護措
施，可承受各種不同
重量的文物，以確保
文物的安全。  

【結合兩種材料結構】 

    結合兩種或以上材
料的特性，並透過黏
著劑的膠合可提供保
護措施極佳的結構強
度，如亞麻布書盒與
瓦楞蜂巢板。  

 



瓦楞紙板 

瓦楞紙板 
    瓦楞紙箱以瓦楞紙板製成，瓦楞紙板由表面紙
板與壓成波紋形狀的瓦楞芯紙用接著劑黏貼而成。  

瓦楞的種類及特性 
    瓦楞因形狀與特性互異，可分為A、B、C、D、E
等五種，為適應各種藏品保護盒的需要，選擇瓦
楞紙箱時須選擇適當的瓦楞形狀，才能達成保護
盒的需求。目前文物保護上多採用B、E等兩種瓦
楞 



瓦楞紙板的種類及特性 

 
特性 A B C D E 

每30cm瓦
楞數 36±3 51±3 42±3 63± 93±3 

瓦楞高度
mm 4.5~4.8 2.5~2.8 3.5~3.8 1.8~2.0 1.1~1.2 

楞形 U或V U或V U或V U或V U或V 





化學性穩定 

【保護材料無酸特性】 

    紙質保護材料須不
含木質素、塑化劑、
氯化物、硫化物等物
質，並區分含有鹼性
儲存物與不含。塑膠
材料則須化性穩定、
不發黃、不脆化等。  

【符合材料測試規範】 

    PAT (Photo Activity 
Test )是透過加速老化
實驗來確保材料的穩
定性，另外ODDY TEST
也是了解材料是否含
有氯化物、硫化物的
試驗法。 

 





方便後續使用 

【設計兼具展示功能】 

    展示保存工作可與
典藏功能結合製作兩
者功能兼具的保護措
施即可達成雙效，減
少文物置換保護措施
過程可能受損的風險
。  

【方便後續研究使用】 

    經過妥善設計並採
用合適特性的材料可
使研究人員在進行研
究工作時可免於直接
碰觸或持拿文物的風
險。  

 



  



平面紙質文物保護措施─LWELD保護夾 

    適用於平面紙質文物類的
保護措施，將化性穩定的
聚酯片(如Mylar)與無酸檔
案夾紙以超音波封邊機黏
合左側的縱邊與下方的橫
邊，形成一個「L」型的保
護夾，透明的聚酯片可使
人觀視文物的內容且防塵
防濕，文物下方的無酸檔
案夾紙則提供持拿結構脆
弱的紙質文物時適當的承
托。 



平面紙質文物保護措施─FOLDER保護夾 

     簡易型的平面紙質文物類
保護措施，可先以無酸紙(
視狀況選用含有或不含鹼
性儲存物)作單一紙質文物
的包覆與隔頁，然後才將
多件紙質文物的無酸紙
FOLDER再放在同一個外層
以無酸檔案夾紙製作的
FOLDER保護夾合併收納，
可提供持拿結構脆弱的紙
質文物時適當的承托。 



書籍類文物保護措施─四摺翼保護盒  
  適用於書籍類文物的保護

措施，將質厚硬挺的無酸
檔案夾紙裁成符合書寬與
書長的兩條長片後相黏，
後以聚酯片固定住最外一
片，這樣的設計是保護書
籍經濟有效的方式，可隔
絕外來的髒污與光線的危
害，並減緩書籍自身酸化
的程度，同時讓典藏人員
或研究學者方便持拿。 



書籍類文物保護措施─Clamshell保護盒  
  適用於厚重的書籍類文物

的保護盒，將無酸卡紙板
作為芯材，再包覆亞麻書
布，後以黏著劑膠合這兩
種材料，製作完成的保護
盒結構堅固耐用，是兩種
材料結合後其特性相得益
彰的最佳範例。關閉後密
合程度有如微環境，同時
亞麻書布的韌性經得起高
頻率的開闔動作。 



攝影文物保護措施─相片夾裱  

    以不含鹼性儲存物的無酸
卡紙板為支撐底板與保護窗
，並使用45度角裁刀開出具
有斜面的視窗便於觀視攝影
文物的影像，並以相片護角 
Photo cornor 將攝影文物
固定在支撐底板的無酸卡紙
板上，最後以亞麻布膠帶將
支撐底板與保護窗黏固。  



器物類文物保護措施─藍色瓦楞紙板保護盒  
    適用於器物類文物的保護措

施，以無酸瓦楞紙板製作保
護外盒，視狀況加強保護盒
的厚度以提升其承重的能力
，並以底部托盤來將文物移
出保護盒，襯以適當厚度的
聚乙烯發泡塊做為緩衝減震
的材料，這樣既可隔絕外來
的髒污與濕氣，也避免器物
類文物的邊緣及本體因碰撞
而受損。 



平面織品文物保護措施 
─無酸紙與藍色瓦楞紙板保護盒  

    適用於超出一般長度的平面
織品文物類的保護措施，以
無酸紙將織品攤平後上下覆
蓋之，接著採取捲收的方式
避免織品產生摺痕，在外圍
捆以無酸棉布繩並掛上文物
條碼標籤方便識別，最後收
藏在無酸瓦楞紙板製作的保
護箱盒中。 



金屬類文物保護措施─防鏽膜包覆 

  防鏽膜的材質是將銅粒子
加入該材料中，形成活性
高的保護層，這樣一來該
保護層會先與外界環境中
的汙染物作用並將其消耗
掉，避免其進入防鏽膜與
金屬類文物作用，同時還
能阻絕臭氧與抑制微生物
的作用。  



保護材料的材質 

紙質─有無鹼性/使用容易/多樣性 

塑膠─無酸性/透明/隔絕性佳/緩衝 

織品─質地堅韌/繩帶功能/美觀 

木質─梧桐木盒/ 

        運輸外箱 

 

 

 

 



保護材料的選用要件 

材料本身的化學性是為穩定 

材料不會釋放對藏品有害的降解物質，可
確保博物館館藏物在展示、典藏或運送時
藏品的安全與穩定 

方便典藏管理 

通過相關測試 

PASSED PAT 

 



保護材料的選用狀況 

藏品在展示或典藏時的物理和化學特性 

藏品的組成成分，如織品、照片 

藏品的本體結構強度、型態、尺寸 

藏品的表面層與材料接觸的部位強度 

其他部份則可能因為結構或是組成較為脆
弱，需要額外的支撐材料加以保護。 

 



保護材料的選用狀況 

考量所有環境因素，包含相對溼度、溫度
、曝光量 

若相對溼度高或是不穩定，使用透氣度佳
的織品或紙質是否優於塑膠材料 

空氣流通性以及落塵量 

在具有灰塵空間中使用塑膠保護材是否優
於織品保護材 

典藏或展示材料是否暴露於光線或紫外線 



保護材料的介紹─紙質 

早期歐洲的紙張原料取自於亞麻纖維(flax)及亞
麻破布(linen rags) 

十九世紀時，紙張製作的原料則取自木質纖維，
因而衍生木質素的問題：曝露在光線或污染的環
境下會變得不穩定，且隨著時間會逐漸劣化並產
生酸性，進而損害紙張並使紙變的脆弱 

造紙過程中所添加的明礬─松香(alum-rosin)的塗
料在紙張上面，稱之為施膠。主要是可用來控制
水分的吸收，增強防水性，可以改善紙張的強度
和平滑度 
 
 

 

 

 



Buffered Paper  鹼性紙材 Unbuffered Paper  中性不含鹼紙材 

含有鹼性儲備物(Alkaline reserve)： 
 

               碳酸鈣和鎂鹽 
 
→於製作時加入可中和酸性紙質並
轉換紙張的pH值，減緩紙張劣化。 
 

★這種鹼性儲備物會隨著時間耗盡，
原本無酸紙張也可能會變成酸性。 
 

★但鹼性過強的強鹼會劣化纖維，
導致較敏感的顏料及染劑變色。 

★ 紙張ph值為中性或微鹼性，但不包
含鹼性儲備物。 
 
 
 
 

★ 剛製造出來時是中性的，但是當它
暴露在正常大氣中，pH值會下降且酸性
增加。 

可以幫助中和酸性。 可以有限度的吸收環境或是文物中的酸 

大多用來保存紙類藏品 →紙類會酸化  
可保存對鹼性敏感的文物。 
EX:照片等含蛋白質的文物 



文物類型 含鹼紙材 中性不含鹼紙材 附註 

考古材料  

多數考古文物會放置
在如聚乙烯和聚丙烯
的塑袋中；如果需要
用於緩衝包裝，則使
用不含鹼的薄紙。  

考古文物不建議使用含
鹼的材料，因為鹼性保
存環境有可能影響文物

的化學研究分析。 

檔案與藏書  

大多數紙質文物會使
用含鹼紙材保護。 
 書→可存放在無酸 
      保護盒 
 平面的文件 
 手稿 
 地圖 
 海報  
 
※但仍有些紙類不適
合存放於含鹼紙材中 

Buffered與Unbuffered紙材於各類文物的應用情形 

對檔案類型的存放而言，
含鹼的材料是更好的，
除了左欄列出的物件類
型。但含鹼材料可能改
變某些顏色，因此存放
時必須放置在不含鹼的
中性保護材料中。 

 以羊毛或絲綢組成的 
   相本與拼貼畫 
 藍曬圖 
 偶氮類  
 脆弱粉化的媒材 
  (尤其是粉蠟筆和碳
筆) 應該存放在在淺色
箱子  



文物類型 含鹼紙材 中性不含鹼紙材 附註 

攝影材料  

紙張上的藝
術作品  

印刷品的圖畫  

硝化纖维素、以及
較早期的醋酸鹽安
全負片 

單色照片類包括： 
蛋清照片 

玻璃版照片(正片) 
玻璃版照片(負片) 

火棉膠照片  
明膠照片  
幻燈片  
白金照片 

等 
 

彩色照片和負片包括：  
發色照片 
染印照片 

拍立得照片  

任何用於存放照片的
材料都應該通過P.A.T
的測試。 

水彩 
圖畫與其他藝術作品  



文物類型 含鹼紙材 中性不含鹼紙材 附註 

人類學材料  

金屬製品  

纖維素材料 
(從植物中獲的) 

樹皮 
棉花 

亞麻布 
紙張 
木頭  

蛋白質材料 
(由動物性材料獲得的) 

鹿茸角    羽毛 
骨頭      絲綢 
角製物    毛皮 
象牙      羊毛 

      皮革  

膠捲  
黑白的電影膠捲  彩色電影膠捲 

美國早期攝影底片的硝化
纖维素軟片易彎捲，且劣
化後燃點降低，容易引起
火災。 這類敏感的材質
其保存方式是複製它並將
原件保存在適合的保存環
境中。 

較硬的無酸紙可能也會
刮傷一些軟的金屬，所
以使用軟質且中性的紙
材去保存金屬製品是較
好的。  

       人類學的物件經常是複
合體，並且可能包含對
鹼性環境敏感的材料。
如果不確定的話，使用
中性不含鹼的材料。 

銀(使用無酸和無硫磺
的薄紙包裹以防止
失去光澤。)  

鐵、鉛和其他金屬 



保護材料的介紹─塑膠 

主要是由碳、矽、氫、氮、氧和氯組成之
合成材料。而這些元素通常源自於石油 

這些元素透過化學反應重新鍵結形成新的
物質。這表示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塑膠適用
於博物館藏品，如聚乙烯/聚丙烯/聚酯/壓
克力。 

很多塑膠看起來十分類似，但其中的製程
及化學成分皆因應不同需求進行加工。 



保護材料的介紹─塑膠 

對於藏品而言，決不使用含有填料、塑化
劑或其他添加劑的塑膠材料。這些物質可
能會隨時間而產生有害的降解物質。 

應避免含有氯或硫化合物的塑膠材料。 

塑膠材料可以阻隔酸性揮發氣體以及有害
物質。 

聚丙烯/聚乙烯的透明度與靜電 

 

 



透明度與靜電 

彩色正片置放於聚丙烯材質製成的彩色正
片匣套，有較好的透明度，但易起靜電，
不過彩色正片經外層的塑膠硬片保護夾裱
，靜電不致產生太大問題 

黑白負片以聚乙烯材質製成的黑白負片匣
套，聚乙烯透明度稍差，但不易產生靜電
，因此可保護黑白負片免於沾附灰塵，才
不會在放大照片時顯露出來 



保護材料的介紹─塑膠 

產品型態有片狀、捲狀、膜狀、塊狀、格
狀，包括手套 

Mylar 

Ethafoam / Plastazote / Volara 

PE foam Rod 

Coroplast 

Bubble Wrap 

Printfile 

 

 

 



保護材料的介紹─織物 

織物保護材料─天然纖維如未漂白棉、麻 

織物保護材料─合成纖維如聚酯、聚乙烯 

綑綁、固定藏品 

增強保護盒結構的材料，如亞麻書布 

展示盒襯墊如繃布台 

長時間的緩衝、支撐文物 

書籍修護縫書線、亞麻布、綴帶 

 

 

 

 

 

 



保護材料的介紹─織物 

若需直接長時間接觸文物，則避免選用含
有添加劑的纖維，會揮發出有害物質。所
謂添加劑包含： 

  ‧織品阻燃劑 

  ‧甲醛 

  ‧膠合劑 

  ‧合成樹脂 

  ‧染料 

 

 

 

 



保護材料的介紹─織物 

織物─產品型態有布狀、捲狀、蓬鬆狀、
手套 

棉布Mulin 

亞麻布Linen 

泰維克Tyvek 

不織布Hollytex 

聚酯棉Pellon 

聚酯毯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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