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出借場地攝影收費標準
一、
二、

依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出借場地攝影管理辦法，訂定本收費標準。
出借攝影場地以場地分區所列之公共區域為原則，各館收費標準如下：

總圖書館
攝影類別

場地分區

出借時段

3 樓臺大人文庫 週日 09:00~17:00
平面拍照
5 樓開架閱覽區

週六、週日

場地費用
09:00~13:00 (5,000 元)
13:00~17:00 (5,000 元)
09:00~13:00 (10,000 元)
13:00~17:00 (10,000 元)

09:00~17:00

3 樓臺大人文庫 週日 09:00~17:00
拍片、廣告等
影片攝影

09:00~13:00 (15,000 元)
13:00~17:00 (15,000 元)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09:00~13:00 (10,000 元)
13:00~17:00 (10,000 元)
09:00~13:00 (30,000 元)

5 樓開架閱覽區

保證金

20,000 元

30,000 元

13:00~17:00 (30,000 元)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09:00~13:00 (20,000 元)
13:00~17:00 (20,000 元)

週六、週日
09:00~17:00

婚紗紀念拍照
週日 08:20~10:00
(限臺大教職
3 樓臺大人文庫 (同時段僅受理一對新 免費
員工生暨校
人拍照)
友)
課程作業、學

各樓閱覽區及一 週一~週五
術研究攝影
般開放空間
13:00~17:00
(限學生身份)

無

校內：免費
校外：每小時 600 元

無

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攝影類別
平面拍照

場地分區

出借時段

1 樓及 2 樓裝訂週一~週五
期刊區
09:00~17:00

場地費用
09:00~13:00 (5,000 元)
13:00~17:00 (5,000 元)

1

保證金
20,000 元

09:00~13:00 (50,000 元)
13:00~17:00 (50,000 元)
(1)電視、電影廣告片、
17:00~21:00 (70,000 元)
劇情片：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50,000 元
限週日及國定假日
09:00~13:00 (30,000 元)
9:00~21:00
13:00~17:00 (30,000 元)
拍片、廣告等 1 樓及 2 樓裝訂
17:00~21:00 (50,000 元)
影片攝影 期刊區
09:00~13:00 (30,000 元)
(2)紀錄片、報導專輯：13:00~17:00 (30,000 元)
週一~週五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30,000 元
09:00~13:00 (20,000 元)
13:00~17:00 (20,000 元)

9:00~17:00

婚紗紀念拍照 限門廳至 1 樓旋 週一~週五
( 限 臺 大 教 職 轉樓梯前及 1 樓 8:20~10:00
免費
員 工 生 暨 校 開架閱覽室櫃台 (同時段僅受理一對新
友)

周邊

無

人拍照)

課程作業、學
各樓閱覽區及一 週一~週五
術研究攝影
般開放空間
09:00~17:00
(限學生身份)

校內：免費
校外：每小時 350 元

無

校史館
攝影類別

平面拍照

場地分區

出借時段

場地費用

週一~週日(國定假日不 09:00~13:00 (3,000 元)
限 2 樓校史館常
開放)
13:00~17:00 (3,000 元)
設展區及特展區
17:00~21:00 (6,000 元)
09:00~21:00

保證金

20,000 元

09:00~13:00 (50,000 元)
(1)電視、電影廣告片、 13:00~17:00 (50,000 元)
劇情片：
17:00~21:00 (70,000 元)
週一~週日（國定假日不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50,000 元
開放）
09:00~13:00 (30,000 元)
13:00~17:00 (30,000 元)
09:00~21:00
17:00~21:00 (50,000 元)
拍片、廣告等 限 2 樓校史館常
影片攝影 設展區及特展區
09:00~13:00 (30,000 元)
(2)紀錄片、報導專輯：

13:00~17:00 (30,000 元)
17:00~21:00 (50,000 元)

週一~週日（國定假日不
各級政府機關及所屬學校： 30,000 元
開放）
09:00~13:00 (20,000 元)
9:00~21:00
13:00~17:00 (20,000 元)
17:00~21:00 (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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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週日(週二與國定
婚紗紀念拍照
假日不開放)
( 限 臺 大 教 職 限 2 樓校史館常
09:00~10:00、16:00~17:00 免費
員 工 生 暨 校 設展區及特展區
(同時段僅受理兩對新人
友)
拍照)

無

課程作業、學
週一~週日(國定假日不
限 2 樓校史館常
術研究攝影
開放)
免費
設展區及特展區
(限學生身份)
09:00~17:00

無

三、

收費原則說明：

(一) 以小時計費者，每小時為一收費單位，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以時段計費者
以一時段為一收費單位，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算。
(二) 出借時段指攝影所需器材運抵本館起算至拍攝結束運離器材止。
(三) 應支付費用由本館核算，申請人至遲應在核可後 3 日內依收費標準繳清費用，始
得進行作業。
(四) 申請婚紗紀念拍照，於攝影日 5 日前提出申請，結婚新人之一如為本校教職員工
生或校友身份，請附有效證件，核驗確認後享有各場地自訂收費折扣優惠，拍照
日當天依各場地規定或管理要點規定作業。
(五) 申請攝影進入本館的申請人、拍攝對象、工作人員、演員或其他同行人員統稱為
拍攝人員，依攝影類別進館拍攝人員上限如下表：
攝影類別

進館拍攝人員上限

平面拍照

3人

電視、電影廣告片、劇情片

50 人

紀錄片、報導專輯

15 人

婚紗紀念拍照

10 人

課程作業、學術研究攝影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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