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夢工場設備場地及設計服務收費標準表 
106年 5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5次創新創業中心會議通過 

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場地名稱 設備 

收費標準 

以 3小時為一時段，低於 3小時仍以一個時段計 

平日(3hr) 例假日(3hr) 

創意教學室

(77坪) 

60 人位、環形投影設

備、資訊講桌、無線麥

克風 2支 

3,000元 4,000元 

創新實作工坊

(48坪) 
48人位、投影機 2,500元 3,500元 

創業培育室 設置 7間培育室 依本校「創業團隊進駐與培育辦法」辦理 

二、創客(自造者)實作區設備使用收費標準 

設備所在

空間 
設備名稱/規格 

收費標準 

自行操作 

每小時費用 

委託操作 

每小時費用 

3D列印及

文創商品

設計開發

區 

3D列印機（Objet260 Connex1） 2,000元 2,300元 

3D列印機（uPrint SE Plus） 980元 1100元 

3D列印機（Stratasys Objet 24） 580元 700元 

3D列印機（MakerBot Replicator Z18） 80元 200元 

3D列印機（ATOM 2.0） 70元 200元 

3D掃描機（Artec EVA） 980元 1100元 

UV彩噴機（Apex2 6090） 

60元 200元 電腦刺繡機（PR-655C） 

桌上型雷射切割機（TA-S4030） 

機工區 

四軸加工機（Roland MDX-40A） 60元 200元 

三軸加工機(DMARK-540P-3) 60元 200元 

四軸加工機(DMARK-540P-4) 60元 200元 

車床加工機(SDC-32EB) 60元 200元 

雷射金屬混切機（TAZ-13090） 600元(作業時間) 720元(作業時間) 

木工區 綜合型大型鋸台（FESTOOL CS 70 EB） 60元 200元 

三、創客(自造者)實作區基礎設備使用收費標準 

設備所在

空間 
設備名稱/規格 

收費標準 

自行操作 委託操作 

3D列印及

文創商品

設計開發

區 

電腦割字繪圖機（Roland CE6000-60） 

100元/日 

2,000元/學期 
200元/小時 保麗龍切割機（TAFC-1412） 

熱風槍 

機工區 真空吸塑成型機（TASV-1010） 



設備所在

空間 
設備名稱/規格 

收費標準 

自行操作 委託操作 

桌上型折板機（Bender Black 30） 

木工區 

立式鋸台（Sheng Woei S-360） 

集塵砂輪機（CITIMA T-10） 

圓盤/沙帶機（REXON BD46A） 

桌上型線鋸機（REXON SS-16SA） 

自動鉋木機（REXON CT-508） 

多功能角度鋸（FESTOOL KS 120） 

路達機（FESTOOL OF1400） 

擺線鋸（FESTOOL PSB300EQ-P） 

電動無刷研磨機（FESTOOL EC 150/5 EQ-Plus） 

打磨邊角研磨機（FESTOOL RO 90 DX） 

榫接機（FESTOOL DF 500 Q-Plus） 

地上型鑽孔機（REXON DP-15A） 

手提電刻磨機 

馬蹄型角度規 

劃線規 

膠柄夾背鋸 

鋁質輕便型夾具 

電子區 

家用製氫機（1.8公斤） 

燃料電池（12W） 

數位儲存示波器（GDS-1102A-U） 

直流電源供應器（GPD-3303D） 

桌上型數位電表（GDM-8341） 

桌上型觸控式數位示波器（GDS-210） 

原型表面

處理區 

真空脫泡機（96公升級） 

桌上型熱風循環烘箱（YA60） 

四、創客體驗課程收費標準 

編號 領域 課程 收費標準(每人/元) 開課人數 

1.  機台教學 ATOM 2.0訓練課程 

免費 

5人至 15人 

2.  機台教學 CNC訓練課程 5人至 15人 

3.  機台教學 UV彩噴機訓練課程 5人至 15人 

4.  機台教學 電腦刺繡機訓練課程 5人至 15人 

5.  機台教學 桌上型雷射切割機訓練課程 5人至 15人 

6.  機台教學 四軸加工機訓練課程 5人至 15人 

7.  文創 Maker風木工項鍊 

100元 

10人至 30人 

8.  文創 藍晒明信片/書籤 15人至 40人 

9.  文創 橡果項鍊/吊飾 5人至 10人 

10.  文創 油土塑型 10人至 50人 

11.  文創 蝶谷巴特零錢包 10人至 30人 

12.  木工 文昌筆 5人至 10人 



編號 領域 課程 收費標準(每人/元) 開課人數 

13.  軟體教學 Illustrator初級(自備電腦) 20人至 40人 

14.  軟體教學 Illustrator進階(自備電腦) 20人至 40人 

15.  軟體教學 立體拼圖(123D make) (自備電腦) 15人至 30人 

16.  創意 創意吸管 20人至 50人 

17.  文創 超可愛刺繡小方巾 5人至 15人 

18.  文創 130W雷切機-橡皮筋槍 5人至 15人 

19.  文創 棉線耶誕樹 

150元 

15人至 50人 

20.  文創 棉線手環編織 15人至 50人 

21.  文創 三/五股手環編織 15人至 30人 

22.  金工 金工項鍊 10人至 20人 

23.  創意 3D列印筆 20人至 50人 

24.  創意 螺絲小小兵 15人至 30人 

25.  程式控制 Arduino初體驗(教材需繳回) 10人至 30人 

26.  程式控制 m-Bot自走車(教材需繳回) 10人至 20人 

27.  文創 彩噴鑰匙圈 10人至 30人 

28.  文創 手繪星空折合鏡 

200元 

20人至 40人 

29.  文創 
3D列印件翻模製造 

(公仔、指尖陀螺、人像) 
15人至 30人 

30.  文創 
指尖陀螺 

(3D建模、3D 列印、CNC雕刻機、木工車床、

雷射切割機、雷射雕刻機、3D筆、熱融槍) 
10人至 20人 

31.  木工 竹蜻蜓 10人至 20人 

32.  木工 原木吊臂燭台 10人至 20人 

33.  木工 原木小板凳 10人至 20人 

34.  木工 原木手機座 10人至 20人 

35.  木工 原木杯墊 10人至 20人 

36.  木工 原木化妝架 10人至 20人 

37.  木工 原木書架 10人至 20人 

38.  木工 原木寵物飼料架 10人至 20人 

39.  皮革 皮革識別證套 10人至 30人 

40.  金工 玩金術-金屬蝕刻吊飾、鑰匙圈、項鍊 20人至 40人 

41.  金工 玩金術-金屬仿生樹葉 10人至 15人 

42.  雷切 立體拼圖雷射切割與組裝 15人至 30人 

43.  雷切 麋鹿項鍊架 10人至 30人 

44.  雷切 鑰匙收納小物-Together 10人至 30人 

45.  電子 翻轉燈 10人至 25人 

46.  文創 雷雕鑰匙圈 10人至 20人 

47.  文創 療癒小兔 15人至 30人 

48.  皮革 皮革三角零錢包 15人至 30人 

49.  木工 原木收納盒 

300元 

10人至 20人 

50.  木工 簡易貓跳台 10人至 20人 

51.  皮革 皮革鉛筆盒 10人至 20人 

52.  皮革 皮革零錢包 10人至 30人 

53.  雷切 壁燈-今天天氣晴 15人至 30人 



編號 領域 課程 收費標準(每人/元) 開課人數 

54.  雷切 床頭小夜燈-Rita 10人至 30人 

55.  木工 木工筆 
400元 

5人至 10人 

56.  皮革 皮革護照套 10人至 30人 

57.  皮革 皮革進階-皮夾 600元 10人至 30人 

58.  木工 木工鋼筆 800元 5人至 10人 

59.  文創 創意壁燈 1000元 10人至 20人 

60.  木工 工業型臺燈 

大 1000元 

中 800元 

小 600元 

5人至 10人 

61.  機台教學 CR7組裝課程 9000元 5人至 10人 

 

說明: 

一、本表依據本校「創夢工場使用規則」第九項「收費標準」第一點訂定。 

二、設備費計算不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支付費用以實際設備使用時間為計價標準。 

三、創客(自造者)實作區設備折扣標準依不同對象訂定如下： 

1、 校外人士原價計價。 

2、 各級教育聯盟 8折計價。 

3、 本校創業培育進駐團隊及競賽申請案以原價 3折計費，教職員工生其他申請案

以原價 5折計費。 

4、 基礎設備不適用折抵及打折等優惠措施。 

5、 實作加工材料需自行準備。 

6、 折扣不適用基礎設備及體驗課程，場地使用折扣則依據本校「場地設備使用水

電暨維護費標準表」規定辦理。 

四、實作區基礎設備，享時段使用優惠： 

1、週一至週五(開放時間 09：00-21：00)：100元/日；2000元/學期；中低收入

戶；500元/學期。 

2、週六、日暨國定假日暫不開放。 

五、設計服務使用收費標準 

1. 視申請案是否具備機構圖及外觀想法進行設計，設計服務使用費以每件基本設

計費 600元起算，視複雜程度，加計每小時 200元計算。 

2. 校內教職員生課程及參加競賽申請案以原價 8折計費，校外專案申請。 

3. 實際支付費用之設計服務時間以實際完成時間為計價標準。 

六、創客當季課程：酌收材料費與設備使用費，收費標準以管理單位實際公佈為準。 

七、本表由創新創業教育中心訂定，經中心會議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夢工場空間使用申請表 
收件日期： 
(管理單位填寫) 

  年    月    日 
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單位/團隊  指導教師  

申 請 人              (簽名) 聯絡方式 
電  話  

E-MAIL  

資格類別 
 教師  職工  學生   雲端創意平台冠軍團隊  創業培育團隊  

 創新創業獲獎團隊，獎項名稱                                

使用類別 
 參訪  課程  活動   提案  展覽 

課程/活動/提案/參訪主題名稱：                                

使用人數   
團隊成員 
(可附表) 

姓名  姓名  

學號  學號  

申請使用空間與

服務項目 
(可複選) 

□ 參訪(全區) 

    □ 自由參訪 □ 導覽服務 □ 簡報服務 

□ 創意展示室 (主題展)，展覽名稱：                           

    (時間至多三個月，時間由管理單位安排，並視本校情況調整受理) 

□ 創意教學室 

    □ 創意與創新、創新與創業必修課程 (學期排課) 

    □ 其他課程之創意教學活動 (每學期限申請一次) 

    □ 創意相關活動 

□ 創意魔法屋(專業諮詢須三天前提出申請) 

    □ 共同討論 □ 專業諮詢  

□ 創新實作工坊 □ A 區 □ B區 

    □ 創新設計實作課程(學期排課) 

    □ 創新實作活動 

    □ 實作輔導 (需三天前提出申請)  

□ 創客交流區 

    □ 其他課程之實作教學活動 

    □ 創新實作活動 

□ 電子區 

    □ 其他課程之實作教學活動 

    □ 創新實作活動 

使用時間 
□ 學期排課     學年度     學期，星期      時間             
□ 單次活動自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審議結果 

承辦人員 決行 

             □ 通過    □ 不通過                (主管核章) 

備註：相關訊息可洽詢創新創業教育中心，電話：07-601-1000 分機 800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假日及平日晚上專案申請核准後方能使用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夢工場設備使用申請表 
收件日期： 
(管理單位填寫) 

  年    月    日 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單位/團隊  指導教師                  (校友或校外人士可不填) 

申 請 人                   (簽名) 聯絡方式 
電  話  

E-MAIL  

資格類別 

 教師  職工  學生   雲端創意平台冠軍團隊  創業培育團隊  

 創新創業獲獎團隊，獎項名稱                                

 校友  校外人士 

使用目的  課程(課名)             競賽(競賽名稱)              其他             

列印品名稱  尺寸 長     mm寬     mm高     mm 

使用設備 
(可複選) 

□3D列印機 
Objet260 Connex1 

□3D列印機 
uPrint SE Plus 

□3D列印機 
Objet24 

□3D列印機 
Replicator Z18 

□3D列印機 
ATOM2.0 

□3D列印機 
Artec EVA 

□UV 彩噴機 
Apex2 6090 

□電腦刺繡機 
PR-655C 

□桌上型雷切機 
TA-S4030 

□四軸加工機 
MDX-40A 

□金屬混切機 
TAZ-13090 

□綜合大鋸台 
CS 70 EB 

□基礎設備區 □ □ □ □ □ 

□ □ □ □ □ □ 

選擇操作方式 
(請勾選) 

□ 自行操作 
預估使用時間：        小時 
□ 具備操作本設備能力佐證：(如曾參加校內外培訓，請附證明)   
□ 備有符合本機型用圖檔，並瞭解後續將繳交設備使用費 

□ 委託操作 
□ 完成期限：     月     日前 
□ 備有符合本機型用圖檔，並瞭解後續將繳交設備使用費 

審議結果 
(管理單位填寫) 

承辦人員 決行 

 □ 通過    □ 不通過                        (主管核章) 

費用計算繳交 
(管理單位填寫) 

預估需負擔費用 實際需支付費用 依規定折扣 繳費確認 

 

   小時     元 

預估 1.5 倍=         元 

   小時      元= 

            元 

折扣後收費 

總計       元 

(檢送收據影本後 

取件簽名) 

備註 1.相關訊息可洽詢創新創業教育中心，電話：07-601-1000 分機 8102 

    2.本校創業培育進駐團隊及競賽申請案以原價 3折計費，教職員工生其他申請案以原價 5折計費，

各級教育聯盟 8折計價，校外人士原價計價。 

3.實作區基礎設備，享時段使用優惠：週一至週五(開放時間 09：00-21：00)：100 元/日；2000

元/學期；中低收入戶；500元/學期，此區設備不適用折抵及打折等優惠措施。 

4.設備委託操作費不適用折抵及打折等優惠措施。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夢工場設計服務申請表 
收件日期： 
(管理單位填寫) 

  年    月    日 編號： 
(管理單位填寫) 

 

申請單位/團隊  指導教師                  (校友或校外人士可不填) 

申 請 人                   (簽名) 聯絡方式 
電  話  

E-MAIL  

資格類別 
 教師  職工  學生   雲端創意平台冠軍團隊  創業培育團隊  

 創新創業獲獎團隊，獎項名稱                                

使用目的  課程(課名)             競賽(競賽名稱)              其他             

產品名稱  尺寸 長     mm寬     mm高     mm 

服務項目 
 (可複選) 

□有機構圖及外觀想法 

  需討論建構外觀 3D 
□有機構圖沒外觀想法 

  需討論建構外觀 3D 

□沒機構圖沒外觀想法 

  需討論建構外觀 3D 

操作方式 
(請勾選) 

□委託設計 

□最後圖面完成期限：民國   年  月  日前 

□瞭解設計過程需與設計者多次討論，並及時提供資料， 
  始能完成，如未能及時提供，將有延後完成之疑慮 

□瞭解後續將繳交設計委任書及估算費用繳交 

審議結果 
(管理單位填寫) 

承辦人員 決行 

 □ 通過    □ 不通過                        (主管核章) 

設計討論 

過程 

第一次審查：民國   年  月  日  完成度   ％ 

第二次審查：民國   年  月  日  完成度   ％ 

第三次審查：民國   年  月  日  完成度    ％ 

第四次審查：民國   年  月  日  完成度 100 ％ 

費用計算繳交 
(管理單位填寫) 

預估需負擔費用 實際需負擔費用 依規定折扣 繳費確認 

 

600元+ 

(    小時200元) 

預估 1.5 倍=         元 

 

600元+ 

(    小時200元)= 

 

            元 

折扣後收費 

總計       元 

(檢送收據影本後 

取件簽名) 

備註 1.相關訊息可創新創業教育中心，電話：07-601-1000分機 8102 

     2. 校內教職員生課程及參加競賽申請案以原價 8 折計費，校外專案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