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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閱覽與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4 日第 87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7 日第 91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第 94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第 107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 條、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2 日第 113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改法規名稱、修正第 4-7

條條文、新增第 8 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使用本館特藏資料，並兼顧善盡保

存資料之職責，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閱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以為提供特藏資料閱覽服務之依據。 

第二條 特藏資料採閉架式管理，不得攜出與外借。讀者得於本館網頁申請調閱，並接獲通

知後，持足以證明身分之有效證件至特藏調閱室使用。 

第三條 特藏資料閱覽服務與受理申請調閱時間，於本館網頁公告之。調閱數量每人每次以

3 種 10 冊為限，如有特殊需求，另以專案處理。 

第四條 特藏資料如有下列情形，除經專案申請核准外，一律不提供原件調閱、亦不提供複

製： 

一、 紙張脆弱、蟲蛀嚴重、書況不佳者。 

二、 資料內容涉及個人隱私者。 

三、 凡已有數位檔案、影印本或採其他方式重製者。 

四、 珍善本書籍及手稿。 

五、 其他經本館認定不宜提供調閱者。 

第五條 閱覽特藏原件須對資料慎加愛護，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 個人物品不得攜入，如有攜入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之必要，須辦理登記。 

二、 閱覽前應先清洗雙手並擦拭乾淨，必要時依館方要求戴上手套及口罩。 

三、 閱覽時應將原件平置桌上，不得直立或斜放，並避免捲摺、急速翻頁及其他足

以損毀資料之動作。 

四、 不得在原件上折角及塗寫文字記號，本館提供鉛筆、抄寫紙及無酸夾紙，俾便

抄錄之用。 

五、 不得以任何器材進行拍攝或重製行為。 

違反上述規定之行為者，本館得請其立即停止閱覽，並依「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規定處理；涉及賠償事宜者，依「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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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毀損賠償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  凡對於特藏資料有重製與使用需求者，應向本館提出申請，說明使用範圍、目的、

用途及方式，經本館核准後始得重製。 

     特藏資料重製與使用規定如下： 

一、 重製係指以影印、印刷、錄影、攝影或其他方式，就單件資料進行部分或全

部之複製，並由本館決定複製方式與複製規格。重製資料之使用，係指對於

資料之公開傳輸、出版或展示等。 

二、 申請重製，不得逾越申請目的之使用範圍。若因學術目的需全部重製者，另

以專案申請且經核准後提供，並應於研究成果上註明出處來源，且提供研究

著作成果紙本或電子檔乙份供本館典藏。 

三、 非營利機構重製全份資料，應以公函提出申請。所申請重製之館藏資料為國

內孤本或罕見版本，應依平等互惠原則進行交換。製作完成之重製物僅供申

請公函所述目的之用，使用權以一次為限，不得擅加重製流傳或作出版、營

利等用途，本館認有必要時，得以簽署合約規範之。 

四、 以營利目的之重製，應提出專案申請，經核准後，本館得依其用途收取權利

金，且應於出版品上註明出處來源。惟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資料，申請者應先

自行取得著作權人之書面同意。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本館得拒絕其再次申請重製或使用本館之特藏資料。  

第七條  申請特藏資料借展之相關規定:  

一、 對於特藏資料有借展需求者，至遲應於展出前三個月以公函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 借展申請者以非營利機構為原則，經本館核准後，雙方簽訂合約，借期以不

逾半年為限。 

三、 借展單位須提出展覽場地設施及環境說明，必要時，本館得進行展場現勘。 

四、 借展單位應於借展前辦妥借展資料之保險手續，始得提借，保險內容及金額

由本館指定，由借展單位支付保險費用及運送費用。 

五、 借展單位應於展覽現場、宣傳品、出版物、網站、視聽多媒體等註明本館之

協辦角色。 

第八條 特藏資料重製、使用與借展收費之相關規定:  

一、 悉依「特藏資料重製與使用收費表」辦理，收費表未規定者，另以專案辦理。 

二、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館得減免其重製、使用及借展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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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機關申請為非營利目的之使用。 

（二） 與本館有平等互惠關係之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文教機構，且申請

目的為非營利用途。 

（三） 申請人為申請目的資料之當事人或其繼承人。 

（四） 對本館學術研究、資源徵集、文物典藏、專案推行、形象宣傳、創意設

計研發及數位化發展等具效益之案件，經本館核定者。 

（五） 為執行本館所委託之相關專案、計畫、活動者。 

（六） 個人申請具本校校友身分，且申請目的為非營利之學術研究，檢附身分

文件經查核者。 

第九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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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特藏資料重製與使用收費表 

 
 

一、重製費 

資料類型 重製方式 輸出格式 收費金額 備註 

教師著作 複印 

A3(含)以下 黑白 每頁 2 元 
 

A3 以上  黑白 
委外大圖輸出

核實費用 

紙本 
複印 或   

掃描列印 

A3(含)以下 黑白 每頁 5 元 
符合第八條第二項第六

款者，以八折計算。 
A3 以上  黑白 

委外大圖輸出

核實費用 

數位影像 紙張輸出 

A4 黑白 每頁 20 元  

A4 彩色 每頁 40 元 
B4 黑白 每頁 30 元 
B4 彩色 每頁 60 元 
A3 黑白 每頁 40 元 
A3 彩色 每頁 80 元 

二、使用費 

資料類型 收費金額 備註 

影像檔 

個人使用：每個檔案 200 元 1. 自備光碟或隨身碟。 

2. CD-R 每片 5 元；

DVD+R 每片 10 元。 
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每個檔案 500 元 

私人機構：每個檔案 1000 元 

影音檔 

個人使用：每分鐘 300 元 1. 不足1分鐘者以1分鐘

計算。 

2. 自數位影音資料擷取

定格，依數位檔案計

費。 

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每分鐘 600 元 

私人機構：每分鐘 1200 元 

1.以上重製收費標準適用非營利用途申請者。 

2.基於營利用途之重製與使用，本館依其用途收取權利金，計價方式另議。 

3.如需委請廠商製作重製資料，申請者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費用，其費用為實際製作費

用(依廠商開立之發票金額)加手續費，每單件(單冊)150 元。 

4.檔案郵寄服務，除收郵資費用外，另加服務費 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