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南大學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2021.12 版 

   【攝影器材 借用申請單】 
借用者 ________系 ____年級 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申請事由 □教學  □課程作業，課名 ____________   

□畢製  □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 

劇組＆劇名： 附加文件 □企劃書 □其他 

____________ 

預計借出日期： 預計歸還日期： 抵押證件 □身分證 □學生證 □健保卡 

 
鏡 頭 

【變焦鏡頭】  
EF 16‐35mm 

□159 

EF 24‐105mm 

□158 □161 □162 □171 □172 

□173  

EF 70‐200mm 

□160 

EF 55‐250mm  

□5 □6 □7 □8 □9 

【定焦鏡頭】 

EF 24mm F2.8  

□12 □13  

EF 50mm F1.4  

□14 □15  

EF 85mm F1.8 

□16 

EF 100mm F2.8 (macro)  

□17 

【電影定焦鏡頭】限二年級以上 
□30 EF T1.5 VDSLRII 鏡頭組 

（24/35/50/85mm＋77Ø 可調式

ND） 

□1492 EF T1.5 VDSLR MK2 鏡頭

組（24/35/50/85mm＋77Ø 可調式

ND） 

 
監 視 器 配 件 

□268 FEELWORLD F6S 5 吋監視器 

□272 □無編號 FEELWORLD T7 7 吋監視螢幕  

□261 LILLIPUT BM150-4K 15.6 吋 導演監視器 

□74 SmallRig 攝影手持肩架 

□145 Tilta MB-T15 4x5.65 遮光斗 

腳 架 圖 傳 
ManFrotto 腳架  

□03 □04 □05 □06 □07 □12 □13 □14 □15 

□16 

Benro S4 油壓雲台＆三腳架 

□75＆76 

圖瑞斯 TERIS 百碗碳纖腳架 限二年級以上 

□18 □19 

百碗香爐腳（矮腳架）限二年級以上 

□80 □81 

□125 Accsoon Cine Eye 無線圖傳  

□94 MARS 300 PRO 無線圖傳 限二年級以上 

□98 SWIT FLOW500 無線圖傳 限四年級以上 

硬 碟 限二年級以上 

□482 □483 三星 Samsung T5 500GB 

□三星 Samsung T5 1TB 



相 機 / 攝 影 機 

【數位單眼相機】 
Canon 5D Mark III  
□171 □172 □173 □158 □159 □160  

Canon 5D Mark II  

□161 □162  

Canon 550D  

□119 □120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電池     顆   充電座     個 

【Sony A7SIII 數位單眼相機】 
□202 Sony A7SIII 機身(含 FZ100 假電池)  

□86 SmallRig 提籠框  

□43 提龍底版  

□5 PELICAN 1535WD Air 氣密箱 

【BMPCC 4K 電影攝影機】限二年級以上 
□151 BMPCC 4K 機身  

□71 SmallRig 提籠組  

□38 鏡頭轉接環  

□32 V 掛電池底板/D-TAP 電源線  

□4 PELICAN 1535WD Air 氣密箱  

□39 4K 快拆底座 

【BMPCC 6K 電影攝影機】限三年級以上 
□160 BMPCC 6K 機身  

□21 鐵頭 TA-T01-A- II 提籠組  

□33 V 掛電池底板/D-TAP 電源線  

□21 PELICAN 1535WD Air 氣密箱 

 
電 池 

□1 □2 □3 □4 □5 □6  SONY DB-F970 電池 

□1 □2  F990 電池 

□1 □2  F750 電池 

□1 □2 □3  ROWA F550 雙充 

【V 掛】限二年級以上 

□1 □2 □3 □4  98MS V 掛電池 

150WS V 掛電池         顆 

190WS V 掛電池         顆 

□ V 掛充電器（單充）□ V 掛充電器（雙充） 

 
器材檢測結果 

出借檢測 歸還檢測 
  

 

指導/任課老師 系辦簽章 (日期/時間) 借用人簽名 (日期/時間) 
 借

出 
 借

出 
 

歸

還 
 歸

還 
 

備

註 
□ 準時歸還 □ 尚欠器材未歸還 □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