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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典藏環境中空氣含水量過多，易造成漆布類封面著生黴菌，這是圖書館常見的情況，尤其是

靠近山邊的圖書館，漆布封面著生黴菌更是一個棘手問題。本文便是針對此棘手問題，提供圖書

館一個安全性與功效性的評估方向，以解決館藏圖書因著生黴菌而不知如何處理的困擾。 

It inclines to get fungi stuck to the varnished cloth of book cover in a 

collection room, if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water vapor floating in the air, and 

that occurs very often in library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ose librarie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Fungi removal is very tough job, however that is this 

article aimed for. It provides librarians with several secure and effective methods 

to estimate and solve the annoyed problem.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維護；圖書保存；黴菌移除；漆布 
 Book Preservation; Book Conservation; Fungi Removal; Varnished Cloth 
 
壹、前言 

漆布封面著生黴菌，一般處理方

式，有用軟性抹布弄潮後擦拭，也有用

酒精、本清、去漬油等有機溶劑來去

除，初期效果都還不錯，但因無法抑制

黴菌孢子再生，所以過沒多久封面黴菌

會又再度生長，反覆處理浪費館方資源

而無法根除。正確移除黴菌的方法，必

須要選用有效、安全的抑黴藥物，及規

劃完善的處理範圍與步驟，如此才能有

效控制住，封皮黴菌的反覆再生。以下

便就抑黴藥物的藥性，及施藥的範圍和

步驟加以說明。 
 

 

漆布封皮著生黴菌後的移除處理 
Get Rid of Fungi from Varnished Cloth of Book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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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抑黴藥物的選擇 

抑黴藥物的選擇，基本上須注意藥

物的安全性與功效性的評估，所謂「安

全性」指的是藥物對接觸者（讀者、管

理者）、環境和圖書封皮三者，會不會

造成某種損害；所謂「功效性」則指的

是藥物的滅菌效能及殘留效能，是否能

達到需求範圍。這都是選擇抑黴藥物時

需要參考的事情，此處所用的迪森除臭

殺菌劑，便是一種抑黴劑，經某些圖書

館使用後，都有很高評價，它完全符合

上述所要求的安全及功效，其詳細說明

如下。 
迪森除臭殺菌劑的介紹： 

一、安全認證 
行政院環保署登記字號：環署衛輸

字第 0485 號 
美國 EPA 登記字號：Reg. 507-3

〈美國環境保護署〉 
美國 FDA 登記字號：184.1923 & 

176.300〈美國食品藥物檢驗最高單

位〉 
二、主要成分 

氯化正烷二甲苯甲基銨〈n-Alk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ride〉
40% W/W 

三、特性 
迪森〈Timsen〉是多功能的強力長

效除臭殺菌劑，30 秒即可達殺菌效

果，即使在含 550ppm 碳酸鈣的硬水中

仍可達三天殺菌效果。不論細菌、真

菌、或病毒等微生物均十分有效。除有

效成分氯化正烷二甲苯甲基銨外，本製

劑配方會協助殺菌有效成分溶解度的提

高，且使還原作用以及降低或消除對處

理文物的腐蝕性，使處理空間內的文物

表面不受影響。除有高於一般殺菌劑之

效力外，亦有快速高效的除臭效果，而

本身高穩定度、無刺鼻味及無色的特

性，在使用上不會造成污染。對於熱水

的耐受程度高，在熱水中仍具有效用，

且使用時擴散十分迅速。此外 Timsen
在酸鹼值 3-11 的水溶液中，具有緩衝

劑之特性，可保持酸鹼值的安定性，更

增廣其使用範圍。 
四、作用機制 

Timsen 含有高濃度〈40%〉的有

效成分，其為四級銨類化合物。四級銨

類 解 離 後 產 生 帶 正 電 的 銨 離 子

〈ammonium〉，此陽離子部份會與菌

體細胞膜脂類上帶負電的磷酸鹽相互吸

引，導致細胞膜溶裂，達到殺菌效果。 
五、功效 

Timsen 其所能有效的除臭與殺菌

〈涵蓋藻類 Aiage 粘菌、真菌 Fungi、
黴菌 Mold 、細菌 Bacteria 、病毒

Virus〉，經臨床證實，使用 200ppm 
Timsen 在 30 秒內即可殺死 99.999%的

細菌，愛滋病毒〈HIV〉在 4 分鐘內即

可致死，另對造成手足口病的腸病毒、

退伍軍人症、漢他病毒、桿菌性痢疾、

炭疽病等疾病之病原體，皆能有效的預

防與發生後殺菌處理。對於臭味控制，

Timsen 亦能夠迅速滲透並分解引起臭

味的微生物體，抑制其在生成而達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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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效果。 
Timsen 在書籍文物之防黴處理上

時，可抑制真菌生長長達數個月，具有

良好的防黴效果，Timsen 處理在文物

上時，其配方中的副成分，可協助殺菌

成分深入文物書籍之縫隙中，以達到徹

底殺菌和抑菌作用。 
六、毒性 

白鼠急性口服毒  LD50 大於

500mg/kg；小於 5000 mg/kg。 
如誤食，需喝大量牛奶、蛋白、動物

膠，或喝大量水。 
如沾到皮膚，用肥皂水清洗。 
如沾到眼睛，用大量水清洗 15 分

鐘，必要時送醫。 
不要污染食物、水、飼料。 
本劑應存放小孩不易觸及與低於攝氏

49ºC 的乾燥地方並避免擠壓。 
不要與肥皂及陰離子清潔劑混合使

用。 
七、使用方式 
與食物接觸區域的清潔〈如攪拌

器〉，以 200 ppm 的迪森溶液〈0.5 公

克溶於 1 公升水〉噴灑、擦拭、浸泡

即可，無須再用可飲用水浸洗。若是

醫事手套及手不清潔，可以 100-200 
ppm 溶液中浸泡一分鐘以上，再使

用乾淨毛巾擦拭即可。 
不與食物接觸區的消毒，以 400 ppm
的迪森溶液〈1 公克溶於 1 公升水〉

噴灑、擦拭、浸泡即可，無須再用可

飲用水浸洗。若是鞋櫃區、廚房、浴

廁、垃圾堆可以 800 ppm 去臭，若要

控制強烈異味，可以使用 1600 
ppm。 

為了控制在水中之細菌及真菌，可以

36 ppm 的迪森溶液處理〈36 公克溶

於 1 公升水，且攪拌均勻後倒入 400
公升水中〉。 

為了控制加工水中之藻類，可以 6-
12 ppm 的迪森溶液處理〈6 ppm=6
公克溶於 1 公升水，且攪拌均勻後倒

入 400 公升水中；12 ppm=12 公克溶

於 1 公升水，且攪拌均勻後倒入 400
公升水中〉。 

圖書漆布封面長黴去除 200 ppm 擦拭

去除，書庫空間清潔可以 400 ppm 噴

灑除菌。 
對環境安全 100%生物可分解；使用

時不用特殊手套及衣著加以保護；不

腐蝕性、不刺激性、不揮發性、不致

癌性；無色無味在 PH3-11 中具有活

性。 

參、黴菌移除的步驟與範圍 

一、典藏環境的黴菌移除處理 
步驟一：準備一個經過迪森 400 ppm

液體噴灑除菌並清潔的暫時

存放典藏空間。 
步驟二：將已有黴害環境的全部典藏

圖書，依類號逐次取出，以

迪森 200 ppm 擦拭去除漆布

封面黴斑，程序見下列

「二、漆布封皮黴斑的移除

處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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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將去除黴斑後的圖書，移入

暫時存放之典藏空間內，並

依類號排序整齊。 
步驟四：黴害環境內全部圖書移出除

菌，並移入暫時存放之典藏

空間內後，需將黴害環境內

之空間及設備，以迪森稀釋

400 ppm 液體，作全面性除

菌清潔。 
步驟五：原典藏空間全面性除菌清潔

完畢後，將暫時存放於典藏

空間內之圖書移回，並依序

按類號排列上架。 
二、漆布封皮黴斑的移除步驟 

步驟一：首先準備軟毛刷、棉抹布、

口罩、塑膠手套及配製 200 
ppm 迪森抑黴劑。 

步驟二：選擇空氣流動之合適環境，

作為移除黴菌的場所。若是

室內場所，則需備有空氣清

淨及集塵設備配合；若是室

外場所，則需避免日曬、陰

天及強風。 
步驟三：逐次取出黴斑圖書，以軟毛

刷處理封面及書邊之表層黴

菌灰塵。工作人員須帶口罩、

手套，穿著不易吸塵之材質

衣服或工作衣，以防止人體

對黴菌過敏所產生的危害。 
步驟四：然後再以浸過抑黴劑之潮抹

布，擦拭經軟毛刷處理過表

層黴菌之圖書，協助殺菌成

分深入文物書籍之縫隙中，

殺死殘留封面書邊深層之黴

菌，以達到徹底殺菌和抑菌

作用。 
步驟五：再以乾抹布，將漆布封面藥

劑多餘水分，擦拭乾淨，以

去除封皮水漬污損，並讓藥

劑均勻分布留於封皮表面，

可有效長期抑制黴菌滋長。 
步驟六：將擦拭乾淨之圖書，暫時按

索書號排列存放於臨時典藏

空間。 
步驟七：迨黴害環境內的典藏圖書，

全部取出完成去除黴斑，及

黴害環境內之空間設備，也

一併以迪森稀釋 400 ppm 液

體，作全面性除菌清潔後，

再將臨時典藏空間內，已擦

拭乾淨之圖書，按索書號排

列移入正式典藏空間。 
三、漆布封皮黴斑的移除圖示 
 

 
 圖一：依液體容量及 200 ppm 比例，秤出迪森

藥劑需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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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配製200 ppm藥劑情形。 

 
 圖三：漆布封皮黴污情形。 

 
 圖四：以試紙測試藥劑pH為中性。 

 
 圖五：以軟毛刷處理封面及書邊之表層黴菌灰

塵情形。 

 
 圖六：然後再以浸過抑黴劑之潮抹布，擦拭經

軟毛刷處理過表層黴菌之圖書。 

 
 圖七：再以乾抹布，將漆布封面藥劑多餘水

分，擦拭乾淨。 

 
 圖八：將擦拭乾淨之圖書，暫時按索書號排列

整理存放於臨時典藏空間。 

 
 圖九：選擇戶外環境作為處理圖書黴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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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在我們的環境中，黴菌是除之不

盡、全年生長，到處都有它的蹤跡，當

不利於它生存的條件時，它便會以休眠

狀態存在環境中，等待環境具有生長條

件時再伺機繁殖，圖書館要如何對付這

樣難纏的敵人？唯有控制環境的品質、

清潔及溫溼來抑制其生長，來維護圖書

典藏環境的安全。什麼是圖書防黴環境

控制的溫濕範圍？一般而言，在偶有流

通的閉架式書庫，攝氏溫度 22℃±1、

相對溼度 50%±5%，則是較適宜台灣的

控制標準，若是書庫溫度設定較低，則

需設置圖書離庫的緩衝區，以避免圖書

因離庫後的急速溫差，對圖書所造成的

損害。所以，圖書館在處理封面黴菌的

問題時，必須要有一個基本認知，那就

是，封面黴菌的移除工作只是治標，它

無法根治並保證封面黴菌不會再生長，

若需真正治本，圖書館還需要再建立一

套典藏流通的控管程序及環境保持清潔

的措施，來抑制黴菌的再生，如此，才

是一勞永逸的防黴處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