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新大學教學卓越中心 文件編號：B205-LIGHT-1  版本：2.1 
機密等級：⬜公開 ⬜校內 ⬜敏感 ⬜機密           紀錄編號： 

A 聯（管理者自存聯）          【B205 電視類 基礎燈光器材 借用申請單】 
本申請單設備不需通過考核，但借用前請閱讀操作手冊。部分燈具為配合進階燈光借用。	

借用類別 □教學/座班/考核 □練習/試拍 □課程作業 □專案 作品名稱/內容  

申請人  
班    級  學    號  

課程名稱  聯絡方式  

燈  光  燈光助理  

借出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攜帶式 LED 冷光燈型 
□F＆V	K4000S	Bi-Color	LED冷光燈組×	1	組（含：2 盞、攜行箱*1、電源線、AC
轉 V-mount 電源轉換器）編號：【					】	
(1)103-00018/19-A,(2)103-00020/21-A,(3)103-00022/23-A,(4)103-
00231-A,(5)103-00232-A,(6)103-00233-A,(7)103-00234-A,(8)103-00235-A	

□腳架（包括燈架轉接頭）×				支：編號【																	】	

□GODOX	神牛	LED冷光燈×						（含：攜行袋*1）編號：【							】	
(B1) 109-01375-A	(B2) 109-01376-A	(B3) 109-01377-A	(B4) 109-01378-A		
(C1) 109-01379-A	(C2) 109-01380-A	(C3) 109-01381-A	(C4) 109-01382-A	

□腳架（包括燈架轉接頭）×				支：編號【																	】	

充電器/電池組	 □V-mount	BP-2000B電池	×				顆：編號【													】	 □V-mount雙充充電器×1	PHYLION	PL-1680B(含電源線)：編號【						】	

保留搭配	
進階燈光	

□BrightCast	V15-345	LED	軟殼手燈×			組；	
含 D-Tap 電源線、變壓器/電源線組、4	pin 延長線、雨衣、固定
螺絲、燈腳固定螺絲等	
編號□				【106-00614-A】、□				【106-006015-A】	

充電器	
電池組	

□BP電池	Lith	L-U66D×			顆：編號【								】	
□BP電池充電器/電源線	Lith	L-4U×1：編號【		】	

攜帶式 鎢絲聚光燈組 

Lowel	Omni	
500W	

□3	 kits 聚光組×	 1	 (組)	 ：編號【	 	 	 	 	 	 	 	 】	
每組 3盞	財產總號【93-0016			-A】	 配	件	 □腳架×3	/硬式攜行箱	

Lowel/Yiying	
Combo	Kit	

□4	 kits 聚光組×	 1	 (組)	 ：編號【	 	 	 	 	 	 	 	 】	
1KW/500W/300W/150W各一盞	 配	件	 □硬式攜行箱	

□燈架	*	4、Lowel 燈光電源線＊2	

保留搭配	
進階燈光	

□Yiying	300W/150W燈具組×1	組：編號【				】財產總號【									】每組含 300w*2、150w*1、腳架×3、攜行箱*1	
□ARRI	Combo	Kit	財產總號：【	92-03710-A	】含 650W*2 盞、1KW*2 盞、燈架*4、攜行箱*1	
□ARRI	TRUE	BLUE	T1	1KW×1	組：編號【				】財產總號【									】每組含 1K*2、□007 腳架×2、攜行箱*1	

其他 

燈
紙	

□200	DOUBLE	C.T.	BLUE-3200K轉 26000K	
□201	FULL	C.T.	BLUE-3200K轉 5700K	
□202	1/2	C.T.	BLUE-3200K轉 3400K	
□203	1/4	C.T.	BLUE-3200K轉 3400K	

				張	
				張	
				張	
				張	

□216	FULL	WHITE	DIFFUSION	
□250	1/2	WHITE	DIFFUSION			
□251	1/4	WHITE	DIFFUSION			

				張	
				張	
				張	 附

件	

□手套×							雙（1雙兩隻）	
□木夾×							個	
□	
□	

□	

□	
□204	FULL	C.T.	ORANGE	6500K轉 3200K	
□205	1/2	C.T.	ORANGE	6500K轉 3800K	
□206	1/4	C.T.	ORANGE	6500K轉 4600K	

				張	
				張	
				張	

□209	.3	ND	降低光圈 1	STOP			
□210	.6	ND	降低光圈 2	STOP			

				張	
				張	

電
源
線	

□10公尺延長線×							編號【																		】	□15公尺延長線×							編號【																		】□線材籃×						

出借檢測 歸還檢測 

□未依約定時間歸還、遲到   分鐘 

□ 

□未依約定時間歸還、遲到   分鐘 

□ 

指導單位/教師 請附日期/時間 審核管理者 請附日期/時間 檢測管理人 請附日期/時間 申請使用人 請附日期/時間 

 
 借用簽名 借用簽名 

歸還簽名 歸還簽名 

＊ A 聯由管理者保存，B 聯由借用者自存，借用領取及歸還器材時，分別由管理單位管理者及器材借用者簽名以示器材交接無誤，任一欄位未簽名者視同

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借用申請者一但提出申請，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願意接受及遵守本組相關實習器材使用規定。 

＊ 器材借用歸還時務必確實塡寫及核對器材編號、財產總號等相關資料，否則將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如有表單、流程相關問題，與借用/歸還時間更改，請於上班時間撥打 02-22368225 辦公室轉 82340，或 B205 器材室轉 82342。 

  KEY 單 /時數記錄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1	年													※	使用本表單時，請先確認表單版次是否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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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借用者自存聯）        【B205 電視類 基礎燈光器材 借用申請單】 
本申請單設備不需通過考核，但借用前請閱讀操作手冊。部分燈具為配合進階燈光借用。 

借用類別 □教學/座班/考核 □練習/試拍 □課程作業 □專案 作品名稱/內容  

申請人  
班    級  學    號  

課程名稱  聯絡方式  

燈  光  燈光助理  

借出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攜帶式 LED 冷光燈型 
□F＆V	K4000S	Bi-Color	LED冷光燈組×	1	組（含：2 盞、攜行箱*1、電源線、AC
轉 V-mount 電源轉換器）編號：【					】	
(1)103-00018/19-A,(2)103-00020/21-A,(3)103-00022/23-A,(4)103-
00231-A,(5)103-00232-A,(6)103-00233-A,(7)103-00234-A,(8)103-00235-A	

□腳架（包括燈架轉接頭）×				支：編號【																	】	

□GODOX	神牛	LED冷光燈×						（含：攜行袋*1）編號：【							】	
(B1) 109-01375-A	(B2) 109-01376-A	(B3) 109-01377-A	(B4) 109-01378-A		
(C1) 109-01379-A	(C2) 109-01380-A	(C3) 109-01381-A	(C4) 109-01382-A	

□腳架（包括燈架轉接頭）×				支：編號【																	】	

充電器/電池組	 □V-mount	BP-2000B電池	×				顆：編號【													】	 □V-mount雙充充電器×1	PHYLION	PL-1680B(含電源線)：編號【						】	

保留搭配	
進階燈光	

□BrightCast	V15-345	LED	軟殼手燈×			組；	
含 D-Tap 電源線、變壓器/電源線組、4	pin 延長線、雨衣、固定
螺絲、燈腳固定螺絲等	
編號□				【106-00614-A】、□				【106-006015-A】	

充電器	
電池組	

□BP電池	Lith	L-U66D×			顆：編號【								】	
□BP電池充電器/電源線	Lith	L-4U×1：編號【		】	

攜帶式 鎢絲聚光燈組 

Lowel	Omni	
500W	

□3	 kits 聚光組×	 1	 (組)	 ：編號【	 	 	 	 	 	 	 	 】	
每組 3盞	財產總號【93-0016			-A】	 配	件	 □腳架×3	/硬式攜行箱	

Lowel/Yiying	
Combo	Kit	

□4	 kits 聚光組×	 1	 (組)	 ：編號【	 	 	 	 	 	 	 	 】	
1KW/500W/300W/150W各一盞	 配	件	 □硬式攜行箱	

□燈架	*	4、Lowel 燈光電源線＊2	

保留搭配	
進階燈光	

□Yiying	300W/150W燈具組×1	組：編號【				】財產總號【									】每組含 300w*2、150w*1、腳架×3、攜行箱*1	
□ARRI	Combo	Kit	財產總號：【	92-03710-A	】含 650W*2 盞、1KW*2 盞、燈架*4、攜行箱*1	
□ARRI	TRUE	BLUE	T1	1KW×1	組：編號【				】財產總號【									】每組含 1K*2、□007 腳架×2、攜行箱*1	

其他 

燈
紙	

□200	DOUBLE	C.T.	BLUE-3200K轉 26000K	
□201	FULL	C.T.	BLUE-3200K轉 5700K	
□202	1/2	C.T.	BLUE-3200K轉 3400K	
□203	1/4	C.T.	BLUE-3200K轉 3400K	

				張	
				張	
				張	
				張	

□216	FULL	WHITE	DIFFUSION	
□250	1/2	WHITE	DIFFUSION			
□251	1/4	WHITE	DIFFUSION			

				張	
				張	
				張	 附

件	

□手套×							雙（1雙兩隻）	
□木夾×							個	
□	
□	

□	

□	
□204	FULL	C.T.	ORANGE	6500K轉 3200K	
□205	1/2	C.T.	ORANGE	6500K轉 3800K	
□206	1/4	C.T.	ORANGE	6500K轉 4600K	

				張	
				張	
				張	

□209	.3	ND	降低光圈 1	STOP			
□210	.6	ND	降低光圈 2	STOP			

				張	
				張	

電
源
線	

□10公尺延長線×							編號【																		】	□15公尺延長線×							編號【																		】□線材籃×						

出借檢測 歸還檢測 

□未依約定時間歸還、遲到   分鐘 

□ 

□未依約定時間歸還、遲到   分鐘 

□ 

指導單位/教師 請附日期/時間 審核管理者 請附日期/時間 檢測管理人 請附日期/時間 申請使用人 請附日期/時間 

 
 借用簽名 借用簽名 

歸還簽名 歸還簽名 

＊ A 聯由管理者保存，B 聯由借用者自存，借用領取及歸還器材時，分別由管理者及借用者簽名以示器材交接無誤，任一欄位未簽名者視同未辦理器材領

取與歸還。 

＊ 器材借用歸還時務必確實塡寫及核對器材編號、財產總號等相關資料，否則將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借用者一但提出申請，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願意接受及遵守本組相關實習器材使用規定。 

＊ 如有表單、流程相關問題，與借用/歸還時間更改，請於上班時間撥打 02-22368225 辦公室轉 82340，或 B205 器材室轉 82342。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1	年													※	使用本表單時，請先確認表單版次是否已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