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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為成立跨組室任務編組之圖書維護中心，乃規劃參訪學習國內相關

單位的史料維護及保存觀摩活動。本文係作者對國史館的導覽瞭解、簡介資料及參訪感想等整

理，並就國史館的文物典藏庫房、消防安全、除蟲與裱褙作業程序、史料、檔案維護及保存等加

以簡述介紹，兼與分館現況分析比較敘述後，提出更進一步成立圖書資訊維護中心的個人建議。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intends to develop a Book Preservation Cent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goal a visit has been planned to a few related sectors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 preservation. After viewing the Academia Historica, their 

preservation room, fire safety measures, insects remov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including mounting material for books and so on, the author has made comparison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und within the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In so doing the 

author has provided a few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develop a library preservation 

center from his personal point of view. 

 
【關鍵詞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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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館歷經新建館舍及搬遷的大工程

後，繼而全心投入館務的發展，尤其有

關典藏圖書資料的維護保存，擬特別成

立跨組室組織的圖書維護中心，先導作

業乃由本館圖書維護中心除酸營運政策

研訂小組成員，進行觀摩交流的參訪活

動，俾學習國內相關單位的寶貴經驗，

個人忝為成員之一，遂參與民國 95 年

5 月 15 日的檔案管理局及國史館訪

問，參訪項目為文物典藏庫房、消防安

全、除蟲與裱褙作業程序等史料、檔案

維護及保存的觀摩交流。 
本文就個人參訪國史館的過程、瞭

解及一些管見提出供同道參考。是日下

午參訪行程分三段落，包括：歡迎式暨

簡報（30 分鐘）、參觀檔案大樓（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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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座談交流（40 分鐘）；參訪路

線：由溥泉館會議室出發→1 樓史料燻

蒸室→2 樓史料數位化作業→3 樓閱覽

室→4 樓史料裱褙室、縮影室→8 樓檔

案庫房→回溥泉館 1 樓會議室。 

貳、國史館簡介 

國史館（Academia Historica）與中

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係總統府

的二個直屬單位之一。國史館現有預算

員額 98 人，其職掌以纂修國史、地方

史、典藏國家重要史料文獻及主管總

統、副總統文物相關業務等，其史料文

物採集包括總統、副總統文物之蒐採

（註 1）、中央機關（構）暨其所屬史

料之蒐採、團體史料之蒐採及個人史料

之蒐採等四大區域。相關的服務規則可

分四大類，包括史料閱覽部份，訂定國

史館史料閱覽規則及國史館總統文物閱

覽規則二種；史料複印部份，訂定國史

館史料複印規則及國史館微捲閱讀機使

用規則二種；史料翻拍部份，訂定國史

館史料翻拍複製規則乙種；史料借展部

份，訂定國史館史料文物借展作業要點

乙種，俾為服務讀者的作業準則（註

2）。史料的典藏則訂定國史館總統文物

整理典藏作業要點乙種。 
該館組織架構包括：館長、副館

長、主任秘書、修纂處、審編處、采集

處、秘書處、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註 3）。 
館址：231 台北縣新店市北宜路 2 段

406 號 
電話：（02）2217-5500（代表號） 
傳真：（02）2217-0415 
網址：<http://www.drnh.gov.tw/www/index. 

aspx> 

電子信箱：nha@academia.drnh.gov.tw  

、史料檔案保存與維護現況 

一、庫房安全、除霉與消防 
國史館歷年預算均以支應文字史料

之採集為主，至於紙質資料、文物之維

護等均委託其他專業機構處理。最新總

統、副總統之文物史料移轉入館，由於

載體極不劃一，既有文字與非文字之

分，又有資料與物品之別，有屬紙質

者，有屬膠質者，有屬金屬合成者，有

屬化學合成者，有屬磁性媒體者……。

就該等文物之典藏環境言，所需控制之

溫度與相對濕度不同，庋藏與收納之方

法亦各異（註 4），係國史館典藏的一

大課題。 
目前主要典藏場所之文物史料典藏

大樓（季陸樓）早建於民國七十七年，

地下層為機電房，一樓為燻蒸庫，二、

四樓為檔案整理工作區，三樓為閱覽

室，五至九樓為檔案庫房；其庫房之樓

地板承載力每平方公尺四百公斤，不僅

不合檔案管理局所定庫房樓地板承載力

每平方公尺最低六百五十公斤之要求，

而且，現有典藏量早已飽和超載（註

5），規劃今年起將租賃約五百坪、樓地

板承載力較為強固之大面積房舍，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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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作國史館新庫房。 
季陸樓六至八樓檔案庫房安裝最新

的設備光觸媒清淨機，可有效的殺菌除

霉。目前可用來作為光觸媒（Photo 
catalysis）的物質有二氧化鈦（TiO2）
等氧化物及 CdS 等硫化物，根據工研

院的報告，光觸媒最擅長於處理空氣中

極低濃度的有害化學物質，況且本身不

會釋出有害物質，因此是極優異的環境

淨化用觸媒。光觸媒可以產生消臭、殺

菌、抗菌、防污和除去有害物質等等功

能（註 6）。 
國家珍貴文物史料儲存館舍之照

明、恆溫恆濕空調系統、防火防災系統

等，不斷與時俱進列為經營重要項目，

於民國七十七年，配置日本五十鈴工業

株式會社所生產製造之海龍一三Ο一自

動滅火系統兩套（庫房五層，僅配置兩

套），現已更換為 FM-200 氣體式滅火

系統設計，取代過去海龍系統。經查所

採用之 FM-200 成份為七氟丙烷

Heptafluoropropane；HFC227ea），是氣

體性滅火藥劑，平常係以液態加壓至

360PS（70F），儲存於鋼瓶容器內。當

FM-200 藥劑啟動經管路及噴嘴噴放

時，即自然汽化為氣態（類似水蒸氣

狀），迅速與空氣混合；是一種清潔又

無污染的快速滅火藥劑，可迅速撲滅各

種類型火災，且對人體全無害，又不會

侵蝕各種類型機具設備材料（註 7）。 
國史館典藏國之重寶及修國史重要

史料，為確保典藏物的安全無虞，除以

上所敘述的相關措施外，另於民 80 年

復配置監控錄影系統一套，並於通往六

樓以上檔案庫房的電梯安裝刷卡管制系

統及門禁管制系統等二種機制，惟有經

核准持卡者才得以經由電梯進出庫房。 
二、史料檔案維護之除蟲程序 

國史館歷年來對於紙質資料文物之

維護非常重視，對史料的典藏、維護、

整編作業，經多年實務運作下發展出一

套工作程序，照錄如下： 
檔案點收→檔案燻除蟲蒸或低溫

→初步整理→細部整編→上架典藏→
提供閱覽 

該館自民國 78 年 6 月 30 日於文物

史料典藏大樓（季陸樓）一樓設置燻蒸

庫，有常壓燻蒸庫（容量 42 立方公

尺，每一次燻蒸需 24-72 小時）與減壓

燻蒸庫（容量 3.15 立方公尺，每一次

燻蒸需 6 小時以上）二套設備。運作第

一階段使用 86%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及 14%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相混合的除蟲藥劑，惟環氧乙

烷為一易燃、易爆、易揮發、疑似致癌

物之中毒性氣體；溴化甲烷對空氣有不

良影響，於民國 87 年依蒙特婁公約規

定列入環境用藥禁止成分，因此停止使

用；第二階段改用除蟲菊殺蟲劑——賽

酚寧（Cyphenothrin）進行燻蒸，每年

排定 10 次委外燻蒸；目前則已停用燻

蒸庫，改採冷凍櫃低溫除蟲方式來處

理。 
有關國史館的燻蒸除蟲作業過程，

引用網頁資料加以簡述如次： 
燻蒸法（Fumigation）除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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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史料檔案殺蟲用，除訂定燻蒸處

理十步驟外，設備包括有常壓燻蒸庫、

燻蒸門、擴散風扇、照明燈、常壓控制

盤、乾式解毒塔……等。作業流程：史

料裝箱→史料入庫→室內密封→噴槍施

藥→關閉燻蒸庫門→進行燻蒸→史料出

庫→整理上架。 
低溫法（Freezing Process）除蟲方

式： 
目的為史料檔案殺蟲用。設備：低

溫冷凍櫃（ULT-5030），自民國 94 年 1
月啟用。作業流程：史料點收→史料裝

箱封袋→史料入櫃→低溫除蟲→史料出

櫃→整理上架。需要於置入史料前一天

先啟動電源降溫，其次悉將檔案裝入塑

膠袋中封緊，放入-30℃的冷凍櫃 7
天，7 天後取出靜置 1 天，俟回溫後回

庫房上架，倘檔案已有蟲卵，最好在回

溫 7 天後，再以冷凍法處理 7 天，如此

將可把害蟲殺死。國史館曾提供廠商實

物測試，其結論：在-20℃至-30℃的環

境下可將蟲卵殺死，無法殺死黴菌；但

可抑制黴菌擴散。 
三、史料檔案維護之修補作業 

史料檔案的修補採用傳統的裱褙

（Lining and Lamination）修護處理方

式——乾裱法，係由委外廠商派專業技

術人員 3 人進駐國史館工作場所，執行

修補遭蟲蛀或霉爛破損嚴重之紙質文

件。修補、裱褙的器具材料包含：棉

紙、棉線、鑽子、美工刀、裁紙機、鑽

孔機、平滑裱褙桌、木板、棕刷、漿

刷、排筆、竹起、無筋漿糊及鉛筆等。 

裱褙修護工作流程首由庫房管理人

員將文件提交修補人員點收，以油性筆

於新卷夾書寫案名、來源、移轉單位、

單位區號、檔號、起迄時間等；繼而剔

除文件上之訂書針、迴紋針、大頭針等

鐵質雜物，並將黏滯的文件分開理平。 
修補人員需事先調製無損檔案的中

性漿糊，且漿糊必須濃度適中。續針對

檔案蟲蛀、破損部份予以填補，使之恢

復史料原貌。下一步則施行托裱（正

托）步驟，即在棉紙刷上漿糊，再將文

件背面搭在棉紙上面，將文件與棉紙排

實刷平，而文件本身不直接刷上漿糊，

即稱為乾裱法。托裱後則進行上牆陰

乾：在托裱完成後，將檔案和托紙一同

提起貼在板上。托裱後文件須靜置室內

一天一夜以上，等檔案完全乾透後，以

竹起子由啟口處之縫隙撥開下牆。下牆

後續將文件整理整齊，裁切四邊空白處

過寬過長者，逐頁折疊。最後按原頁

碼，採左、底邊對齊方式，以棉線鑽孔

附裝卷夾內，貼封條並加蓋騎縫章，即

完成。完成後並送交由科長、處長檢

查，審核通過後再送交庫管人員典藏。 

肆、史料檔案的微縮與數位化 

國史館所典藏的史料檔案非常珍

貴，係修纂國史的關鍵資料，故除不遺

餘力的利用各種燻蒸、裱褙方式維護

外，多年來並採微縮方式加強保存與利

用，透過微縮片的妥善典藏，可保存約

百年之久，同時還具方便提供閱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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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優點，惟需購置微縮攝影機、沖片

設備、設置微縮影暗房及微捲閱讀機

等，拍攝製作需由專業人員操作，儲存

縮攝史料底片庫房，還需整套專業的設

備：包含機械活動式檔案櫃、底片櫃、

低溫主機等，作為典藏膠質檔案使用，

如微捲、錄音帶、錄影帶、光碟片等，

溫溼度控制：庫房一般溫度控制在攝氏

15 度~18 度間，相對溼度控制在

45~50%間。管控作業則每天派員二次

紀錄其溫溼度狀況，發現不符合標準

時，立即進行調整，確保恆溫恆濕環

境。 
國史館於民國九十一年起參與國科

會所推動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長達五年，提出「國史館典藏國家

檔案與總統文物數位化計畫」（Digital 
Archive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and 
Presidential Records in Academia 
Historica），至九十五年結束，主要標

的有「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

物」、「資源委員會檔案」、「蔣經國總統

文物」及「台灣省地政處檔案」等，其

檔案類型（性質）包括：公文書、地

圖、信箋、照片、照相底片等。 
自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才獲得數位化資訊系統開發、檔

案描述標準規格國際化及電腦硬體設備

同步提升，迎頭趕上網路化及電子化之

時代環境。本項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作業系統之軟體開發及建置工作由該

計畫辦公室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後

設資料工作組支援辦理。文字或影像數

位化之後的檔案採 tif、jls 格式備份，

jpg 格式上傳國史館儲存載體，以期將

來在全球資訊網路之間可收推廣運用及

交流互惠之效，為確實維護「資料庫」

中的影像資料之安全，特針對防竊取及

防竄改等功能加設顯性與隱性浮水印技

術，達到維護數位檔案的安全（註

8）。九十三年度，因備份媒體 DVD 發

展漸臻成熟，經由館方先行測試後決定

採用的備份格式為 TIF 原始檔、JLS 無

失真壓縮檔及 JPG 失真壓縮檔等三

種，館方對於檔案之特性、類型及數位

資料再應用的延展性，制訂數位化的規

格（註 9），並另闢專室專櫃典藏。 
鑑於數位化典藏的優點與第一期五

年計畫的滿意成效，該館將繼續向國科

會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提

出自九十六年度起的新數位計畫。 

伍、感想與建議 

本次參訪國史館係繼參觀檔案管理

局之後的第二個單位，應該是本項參訪

對象中層級最高、創立年代也頗悠久的

傳統機關，近年來，經過時局更迭、檔

案局的創立與數位化的沖擊等因素影

響，呈現出一番不同氣象。該館長期累

積下來針對典藏、維護史料檔案的經驗

益發珍貴，頗多值得借鏡之處。以下就

個人當日的參訪觀察提出幾點想法，尚

請同道及小組成員多多指正。 
維持傳統的修補與裱褙技術維護史料，

並經委外招商由專業公司派員駐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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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展現國史館立於傳統中且不失現

代化的經營模式；檔案局亦有相同的裱

褙技術人員，並引進美製的紙漿補洞

機，是國史館未及之處。本館則在昔日

專業人員退休後，一直無法有效的補充

裱褙技術專才，殊為可惜，如在未能及

時培養專業人員狀況下，改採委外專業

公司駐館修護，不失為一有效辦法。 
該館自民國 78 年即致力以燻蒸方式除

蟲保護史料檔案，雖亦委託專業公司辦

理，還是國內少數有經驗單位之一，且

不斷與時俱進地更新設備。最新一代則

購入可達零下 30℃的低溫除蟲冷凍

櫃，以七天一週期方式分批處理，可以

殺蟲外且可抑制菌類，使之無法活動繁

殖。雖然，設備相異但冷凍除蟲方式，

同時也是檔案局與本館的相同選擇，本

館新購冷凍除蟲櫃可達零下 25℃的低

溫，似可積極規劃進行分批測試，累積

相當經驗，完成作業標準程序，培養作

業人員俾大量發揮功能。 
檔案庫房的消防安全方面，國史館與檔

案局均更換採用 FM-200 氣體式滅火系

統，係符合環保且有效的消防控制機

制。建請總務單位消防管理人員深入瞭

解後，考量於善本書室及臺灣資料室中

增設此一系統，俾與本館現有的消防系

統達到相輔相成功效。 
國史館檔案庫房安裝最新的光觸媒清淨

機設備，可有效的殺菌除霉。此項設備

亦可供本館借鏡，值得深入瞭解後，考

量於善本書室、線裝書庫及臺灣資料室

中新增安裝此一殺菌除霉系統。 

該館史料檔案的數位化透過國家型數位

典藏科技計畫辦理後，經五年的努力，

不僅有好的成果，更發行光碟、建置多

種資料庫及數位典藏計畫網站＜網址：

http://dftt.drnh.gov.tw/＞，甚受各界之一

致肯定，數位典藏計畫中含有經費、管

理與專業技術等多項支援，更達到培養

館員專案能力的好處。近年來，數位典

藏的觀念與技術已臻成熟，在國家型數

位典藏科技計畫中已有相當多的成果，

是本館值得即時效法與學習跟進的項

目。 
歐美早期的羊皮書，庫房及陳列室的相

對濕度以不低於 40%為宜，存放羊皮

書最適當的相對濕度是介於 50% 到
55%之間。以美國的庫房及陳列室的環

境為例，紙質文物典藏、展示環境溫度

設定以不高於攝氏 22 度、相對濕度則

在於 40%到 55%之間（註 10）。本次幸

運地親訪二個單位的典藏庫房，有關紙

本檔案室與特殊媒體儲藏室的溫度及相

對 濕 度 （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控制均極為標準，尤其重視

溫、濕度變化記錄、長期派員按時管控

與機動調整等作業流程，都值得本館加

以瞭解其差異性與關鍵因素，俾供未來

對於不同典藏的需求，設計及調整相關

設備的參考。 
國史館致力於微縮片的拍攝、拷貝並提

供閱覽者使用，也透過微縮片的典藏優

勢確保史料檔案。相同地，本館也設置

拍攝器材、暗房等，長期間拍攝微縮

片，一方面具典藏價值，一方面供應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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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流通之用；同時更執行以影印、裝訂

方式製作紙本複本書，更貼近讀者的利

用需求。 
國史館典藏樓層設置監控錄影系統外，

增設透過電梯刷卡的安全管控及庫房門

禁密碼管制系統等二種機制，確保典藏

區的安全；本館全部建築物以電子磁卡

門禁管理進出成員，又設置中央監控系

統，24 小時監錄主要空間與動線要

道，迭有主張為善本室等珍貴資料庫室

增設密碼鎖等建議，或許可以研究引進

生物辨識系統（Biometric）的設備，運

用每個人獨一的生理特徵，如：臉形、

指紋、虹膜等來辨識使用者身分，發揮

身體就是密碼，不易複製，不必記憶等

好處，其唯一性及安全性均明顯優於目

前的刷卡或密碼方式。 
綜上所述，因應資訊時代的電子媒

體與承載資料媒體的多樣性，建議將圖

書維護中心改為圖書資訊維護中心，擴

大維護範圍，包括：紙本館藏、視聽

類、微縮影類、攝影類及數位媒體類等

資訊，並由館長或副館長兼任中心主

任，以長遠典藏的思考角度出發、訂定

周詳政策、規劃執行步驟、協調各單位

資源及主導運作等，以發揮最大的功

效。中心下分(一)紙質類；(二)微縮

影、攝影類；(三)視聽類；(四)數位媒

體類（含磁片、磁帶、光碟及硬碟）等

不同載體類型的維護小組，加上(五)庫
房安全小組，負責典藏庫房的修繕、消

防、防災及典藏環境維持恆溫恆濕之管

控等。館藏中以紙質類最多，尤其珍善

本書、線裝書、臺灣特藏及南洋資料

等，深具學術研究價值，本館肩負文化

保存的重責大任。另一方面，視障資料

的點字書、錄音資料帶、數位資料等的

典藏與維護，係未來圖書資訊維護中心

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之一。 
放眼未來，建議朝四大方向發展：

其一，紙類資料原件（Origin）保存：

以除酸、裱褙、修補、防霉及除蟲方式

維護保存，俾增長典藏壽命；其二，持

續製作紙本複本書：紙本資料具有保存

期限長與方便使用的雙重特色；其三，

調整典藏空間：重新規劃各類型媒體典

藏空間與設備，加強改善密集書庫的環

境、調整典藏庫房的恆溫恆濕機制；其

四，研訂長期數位典藏政策：結合資訊

單位訂定數位化政策、規劃執行的期

程，開發儲存、檢索及應用系統，尤其

數位媒體類小組，首應著重儲存載體選

擇，備份格式與檔案格式轉換周期，甚

至如浮水印（Watermark）及數位簽章

（Digital Signature）等應及早規劃考

量，至盼館內早日執行數位化典藏作業

與規劃網路閱讀方式，俾趕上電子化及

網路化的讀者服務時代。 
國史館正執行租賃約五百坪、樓地

板承載力較為強固之大面積館舍空間，

以改善環境來典藏史料的努力，尤其相

同地，檔案局也將在今年下半年新租柯

達大樓當庫房典藏檔案。反思之，本館

已建設完成寬廣的空間，又購置大量除

酸（Mass De-acidification）的新穎設

備，係為臺灣第一套專業設備，建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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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規劃善用，期使圖書資訊維護中心能

早日營運，擔當本館圖書資訊的守護單

位。 
後記：本文的完成，感謝國史館審

編處張處長、廖專門委員於參訪當日的

詳細導覽、解說，閱覽科葉科長的協

助，提供資料及典藏科廖科長的用心解

惑，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附 註 

註 1 依據總統 93 年 1 月 20 日華總一義

字第 09300007821 號令公布「總統

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暨國史館

93 年 9 月 2 日國秘字第 0930002055
號令訂定「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

例施行細則」，主管總統、副總統

文物之蒐採，<http://www.drnh.gov. 
tw/www/page/A/page-A04_04.aspx> 
（檢索日期 2006/05/23）。 

註 2 閱覽複印借展相關規定，<http:// 
www.drnh.gov.tw/www/page/A/page
-A05_02.htm> （檢索日期 2006/ 
05/17）。 

註 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九十一年一月

一日改隸總統府國史館，更名為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係隸屬於

總統府下唯一的三級機關。館址：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 252 號，

<http://www.th.gov.tw/>。 
註 4 國史館施政計畫，<http://www.drnh. 

gov.tw/www/page/A/page-A02.aspx> 
（檢索日期 2006/05/17）。 

註 5 同註 4。 
註 6 光觸媒， <http://reffaq.ncl.edu.tw/ 

hypage.cgi?HYPAGE=faq_detail.ht
m&idx=1794> （檢索日期 2006/ 
06/12）。 

註 7 為何採用 FM200 環保氣體滅火系

統，<http://www.pao-an.com/chinese/ 
c_product/kidde/kidde%20suppressio
n/c_fm200.htm> （檢索日期 2006/ 
05/23）。 

註 8 同註 4。 
註 9 國史館史料數位化，<http://www. 

drnh.gov.tw/www/page/A/page-A04_ 
05_a_04.htm> （檢索日期 2006/05/ 
17）。 

註 10 蔡斐文，紙質文物保護工作簡介網

頁；2/14/2003，<http://art.tnnua.edu. 
tw/ciococr/main/04.htm> （檢索日

期 2006/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