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品借展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8 日公告施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8 日典藏委員會 107 年度第 2 次會議修訂

一、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其附屬館舍（以下簡稱本館）為辦理藏品借
出，依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政策」第六點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借展」
，係以國內外已立案之文化相關機構，商借本館藏品，
用於非營利性展覽為原則。
三、 藏品借出作業由本館研究部辦理。藏品借出作業承辦人為藏品管理人員（以
下簡稱管理人員），由研究部主任指派，並予監督。
四、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藏品：指依程序經本館典藏委員會審議通過入藏之文物及史料，包括
實體物件、文件資料、重製品及數位檔案等，據審議結果區分為典藏
品與教育研究品。
(二) 借出：指本館接受館內外單位申請，將藏品由藏品庫房借出。
(三) 借出品：由本館藏品庫房借出之藏品。
五、 藏品材質為數位影像者，依據本館「典藏圖像使用收費基準」辦理申請應用
事宜。
六、 借出藏品申請與審核程序：
(一) 館內展覽：
1.

展出期限：上限以 6 個月為原則。

2.

借用程序：
(1) 由策展人於展覽規劃期間與管理人員協商使用藏品的相關事宜，
包括：擬展出藏品項目、展場環境、擺設方法、安全措施等，將
藏品的維護措施規劃於展示設計中。確定展出過程中藏品有妥善
的維護後，由展覽承辦人員提出藏品借出申請單，經館長或其授
權代理人核可後，方可展出。
(2) 展場應符合展示環境標準（詳附表）
，包括：相對濕度、溫度、照
度及紫外線量等，並確認佈置方式於藏品無損，始可將藏品交付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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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借出品負保管維護安全之責任。館內借用單位應會同研究部於
展出地點進行定期察看與維護。
(二) 館外借展：
1. 借用單位：國內外登記有案之合法相關機構。
2. 展出目的：不得為營利性質。
3. 展示環境標準：借出品使用場地與儲存場所之環境與維護，應依照本
館要求處理。
（詳附表）。
4. 借用程序：
(1) 借用單位應於借出起始日前 2 個月出具借展計畫書草案，來函敘
明擬借用／借出目的、藏品項目與數量、使用期程、展場環境、
擺設方法、安全措施等，洽詢本館確認借出之可能。
(2) 本館確定展出過程中藏品已有妥善的維護，且其佈置方式於藏品
無損後，同意借出展示並協議簽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品借出
契約，雙方各執正副本一份。契約簽訂完畢後，借用單位應對借
出品辦理保險，條款中對於保險標的物之運送須規範以「牆至牆
（wall to wall）
」模式為之，如借出地點為外島或國外，運送規範
為依照倫敦保險協會所定之「貨物險 Air 條款」
，並載明以本館為
唯一之保險受益人或為被保險人，保險合約條文須經本館同意後
始得簽約。投保完竣後應提交保單正本乙份予本館研究部收執。
(3) 展場施工完畢後，借用單位應提供環境偵測報告（包括：相對濕
度、溫度、照度及紫外線量）
，及展覽位置照片。本館藏品以合辦
性質為借出原則，數量不予限定；若基於協辦、交流之借出案，
以不超過 20 件藏品為原則。
(4) 借用單位須負擔借出品之保險費、包裝、組裝、運費及其他因借
出作業須支付之費用，借出品之整飭方式應由本館認定後，始得
實施，整飭等相關費用亦由借用單位負擔。
七、 館外借用與歸還辦法：
(一) 借出品依核定之申請單或公文由本館與借用單位進行點交作業，雙方
核對數量、狀況及保險單正本無誤後，簽認藏品借出狀況紀錄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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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離庫。
(二) 起運前狀況紀錄由本館會同借用單位，根據核定之借出清單所載，進
行裝箱前狀況確認。經共同確認後，始予封箱並加封條，由雙方於封
條上簽認。
(三) 借用單位應於借出期間截止前派專人將借出品送回本館藏品庫房，雙
方各派專人點交借出品，確認借用單位完成契約規定程序後，始完成
歸還手續。並於借出品送回同時，出具證明文件以茲保證借出品項與
借出前並無差異（證明文件需由具備典藏專業之從業人員核章）。
(四) 借出品歸庫時，如有危害藏品庫房環境之虞，應先完成必要之處理始
得入庫。
八、 借用單位應採取預防措施以免借出品損害與遺失，倘若借出品產生損壞或遺
失，應立即通知本館，借用單位並負完全之賠償及法律責任。
九、 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借出：
（一） 未辦妥借出作業程序者。
（二） 未辦妥登錄或編目者。
（三） 申請單位不能提供完整的保存環境或承諾館方所規定條件者。
（四） 館內需使用之藏品（如正進行展示、維護、研究者等）。
（五） 脆弱且稀有之孤品。
（六） 申請單位過去借用紀錄素行不良者。
（七） 申請單位所處區域正遭受重大危難者。
（八） 法令限制者。
（九） 藏品借出歸還後依狀況養護 6 個月至 1 年內。
十、 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館得中止借出：
(一) 借出品產生明顯的劣化現象，或因損壞而無法繼續符合借出目的。
(二) 借出品於借出期間遺失。
(三) 本館發現借出使用單位有違契約情事。
(四) 館內單位借出之藏品，如另有其他重要利用，經館長核准。
(五) 借出後，申請單位所處區域發生重大危難，有損及借出品之虞者。
十一、 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契約指定範圍，凡涉及公開使用（如在展場及發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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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宣傳品、出版品等出現）應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之標示。以
借出品發表之任何刊物，應送交 2 份出版品供本館存檔備查。
十二、 借出品應以申請借出目的之使用為限。借出品如為申請借出目的之延伸使用
（如影像作為展覽宣傳出版品之一部分等），如於申請時可預期者，應於申
請時一併取得本館之授權；如非於申請時可預期者，應立即通知本館取得同
意後始得為之。
十三、 借用單位不得就借出品進行下列行為：
（一） 變更申請之借出目的，轉為其他用途。
（二） 作為營利用途使用。但如為申請借出目的之延伸使用，應依第十二點
之規定辦理。
（三） 轉借予第三人或機關（構）單位。
（四） 任何形式之複製。
（五） 就借出品作任何改變（包括附屬物與標籤之更動）或破壞性處理（如
拆解、切割、塗佈、磨光等），以及動態運轉。
（六） 以借出品做出任何危害本館名聲之行為。
十四、 本館藏品借出期間每次不得超出 6 個月，借用單位如需展延借出期間，應事
先徵得本館同意，視藏品材質必要時，可申請展延一次，以延展 3 個月為限；
若超過此期限，則需敘明理由，並經專案申請同意，相關保險責任亦應與借
出期限一併展延。
十五、 藏品借出逾期未歸還者，依行政程序採取法律行動進行通知及追討，並於借
出品歸還後禁止受理借出 1 年。
十六、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館依實際需求增補之。
十七、 本作業要點經典藏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館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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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展示場所與典藏空間的環境控制
空間

展

環境因素

藏品庫房

場

照度（Lux）

1. 光敏感類之有機材質藏品如紙
質、織品、相片、染色皮革、
動植物標本等：低於 80Lux。
2. 油畫、未染色皮革、牙骨、漆 不使用時必須關閉燈源
器等：低於 150Lux。
3. 玉石、金屬、陶瓷等對光照較
不敏感者：低於 200Lux。

紫外線值

應低於 75 microwatts/lumen

同左

有機類藏品：52+/-5%
相對濕度（RH） 無機類藏品：55+/-5%
金屬類藏品：應低於 50%

同左

溫度（℃）

23+/-2

同左

有害氣體

展示環境所用裝潢材料（特別是 收存用櫥架之材料及長期包裝
展示櫃）應經測試不釋出酸性或 用材料應經測試不釋出酸性或
其他腐蝕性氣體。
其他腐蝕性氣體

防蟲

1. 適時放置補蟲屋，偵測蟲的 1. 放置補蟲屋，偵測蟲的種類
種類及數量
及數量
2. 不得帶入食物飲水
2. 展區不得帶入食物飲水
3. 不可擺放花草
3. 不可擺放花草

防塵、防污

1. 定期更換空調濾網
2. 展示台最好有遮罩
3. 避免觀眾觸碰

定期更換空調濾網

通風

應良好

應良好

其他

須有長時間溫濕度記錄
展出時間以 6 個月為限

須有長時間溫濕度記錄

註：借用單位如需更改上開環境要求，須與本館商議，經本館評估同意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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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藏品借出申請單
民國

申請單位

取件人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借出原因

□借展（展覽主題：
□維護／修護

、展出期間：
借用期限

登錄號

月

日 至

年

月

年

月

月

日

日）

□其他

移出地點
項次

年

年

名稱

圖示

組件/件數

儲位

日

至

借出狀況紀錄

年

月

日

歸還狀況紀錄

備註

擬辦
申請單位

研究部

承辦人：

承辦人：

主管：

主管：

借出簽認

移出時間：

取件人

行政長

年

月

副館長

館長

歸還簽認

日

研究部

歸還時間：

點交人

研究部

承辦人：

承辦人：

主管：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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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附件二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品借出契約
立契約人：
借出者：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甲方）
借入者：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借出品及其附件）
甲方同意出借如「

」清單所示之藏品（以下簡稱

借出品）予乙方。
第二條 （借出品借出期間）
借出品借出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條 （借出品使用地點）
借出品使用地點：
第四條 （借出品借出用途）
借出品借出用途，標示如下：
展覽
展覽名稱：
展覽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展覽地點：
□延伸使用：
第五條 （乙方義務）
一、乙方應辦理下列事項，並負責任：
（一） 已詳細閱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品借展作業要點」
，並
同意遵守相關規定。
（二） 對借出品負保管維護之責任。如於館內使用，應會同研究
部就借出品於借出地點或藏品庫房進行維護。
（二）採取預防措施以免借出品損害與遺失。
（三）借出品損壞或遺失，應立即通知本館，並負完全之責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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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賠償及法律責任）
。
（四）展場與儲存場所之環境與維護，應依照本館要求處理（包
括避免鹵素燈等光源直接照射借出品）
。
（五）負擔借出品之保險費、包裝、組裝、運費及其他因借出作
業需支付之費用。依藏品狀況，經本館認定，須額外進行
整飭作業者，整飭等相關費用亦由借用單位負擔。
（六）借出品之利用不得超出合約指定範圍，凡是涉及公開使用
（如在展場及發行之相關宣傳品、出版品等出現）應有「高
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之標示。以借出品發表之任何刊
物，應送交 2 份出版品供本館存檔備查。
二、對借出品辦理保險，條款中對於保險標的物之運送需規範為
「牆至牆（wall to wall）
」
，如借出地點為外島或國外，運送
規範為依照倫敦保險協會所定之「貨物險 Air 條款」，並以
本館為唯一之保險受益人或為被保險人，保險合約條文須經
本館同意後始得簽約。投保完竣後應提交保單正本乙份予本
館研究部收執。
第六條 （限制與禁止規定）
一、乙方就借出品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借出品應以申請借出目的之使用為限。借出品如為申請借
出目的之延伸使用（如影像作為展覽宣傳出版品之一部分
等），如於申請時可預期者，應於申請時一併取得本館之
授權；如非於申請時可預期者，應立即通知本館取得同意
後始得為之。
二、乙方不得就借出品進行下列行為：
（一）變更申請之借出目的，轉為其他用途。
（二）作為營利用途使用。但如為申請借出目的之延伸使用，應
依本館藏品借展作業要點第十二點之規定辦理。
（三）轉借予第三人或機關（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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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何形式之複製。
（五）就借出品作任何改變（包括附屬物與標籤之更動）或破壞
性處理（如拆解、切割、塗佈、磨光等）
，以及動態運轉。
（六）以借出品做出任何危害本館名聲之行為。
第七條 （借出與歸還）
一、乙方應依「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品借展作業要點」中之
程序，於保險完竣且提交保單正本予甲方收執後，派專人至
甲方領取借出品。甲乙雙方各派專人點交借出品後完成借出
手續。乙方應於借出期間截止前派專人將借出品送回甲方，
甲乙雙方各派專人點交借出品，且確認借用單位完成契約規
定程序後，始完成歸還手續。
二、乙方應於借出品送回甲方同時，出具證明文件以茲保證借出
品項與借出前並無差異（證明文件需由具備典藏專業之從業
人員核章）。
第八條 （借出期間展延）
乙方如需展延借出期間，應事先徵得甲方同意，如甲方同意
延長借出期限，乙方應延長保險期限至歸還日。
第九條 （契約中止）
有下列情形，甲方得中止契約：
一、借出品產生明顯的劣化現象，或因損壞而無法繼續符合借出
之目的。
二、借出品於借出期間遺失。
三、本館發現借用單位有違反契約或本館藏品借展作業要點之情
事。
四、借出後申請單位所處區域發生重大危難，可能損及借出品
者。
第十條 （違約處理）
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時，甲方除得依第九條中止契約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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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取法律行動向乙方請求支付損害賠償與違約金。
第十一條

（爭訟法院）

若涉及訴訟，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

（附件效力）

本契約之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一效力。
第十三條

（其他）

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協商。

甲

方：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代 表 人：館長
地

址：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 99 號 3 樓

電話：(07)531-2560
傳真：(07)531-9644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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