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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資訊說明 
 

1-3基本數據及趨勢 

1-3-6學校設備與資源 

 

◆ 教育學院 

(一)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設備說明 

HTC Vive Pro VR CASE 5PLUS 

  
說明： 頭戴用虛擬實境裝置 

內容物：HTC Vive Pro：14套  

說明：簡易式 VR顯示 

內容物： 9個 

基地台腳架 VIVE基地台 

  
說明： 支撐 VIVE基地台用的角架 

內容物：8支 

說明： 偵測 HTC Vive Pro之感知空

間範圍基地台 

內容物：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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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雲台 GoProMax 

  

說明：支撐360相機及其他 VR設備用 

內容物：8個 

說明： 360相機 

內容物： 8台 

Insta360 ONE X2： For GoPro三腳架 

  
說明： 360相機 

內容物：3台 

說明： 支撐 GoProMax用的腳架 

內容物： 8支 

眼球追蹤系統 GSR膚電反應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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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追蹤人眼球在目標刺激上移動

之頻率與移動順序。 

內容物：眼球軌跡追蹤儀、頭部下巴

支撐器、眼動儀實景追蹤影像整合機

組。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到不同刺激下，

引發的情緒所造成的生理變化，皮膚

電位改變的程度。 

內容物：生理回饋機、膚電反應機。  

光感度測試裝置 聽力測試裝置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到不同程度光線

刺激下，感覺能夠察覺的程度。 

內容物：光感度測試器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到不同程度分貝

音量刺激下，感覺能夠察覺的程度。 

內容物：聽力測試器 

重量敏感度測試裝置 動鏡像追蹤裝置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到不同程度重量

刺激下，感覺能夠察覺的程度。 

內容物：重量砝碼，輕重各1組。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鏡像相反影響，

是否能夠順利達成描畫工作。(不同

視覺，影響行動的體驗) 

物容物：動鏡像追蹤器。  

藍芽高階生理回饋儀 眼動減敏輔助儀器 

  
說明：測量人在接收到不同刺激下，

引發的情緒所造成各個的生理激起程

度。  

內容物：NeXus-10，內含手指血流脈

衝感測、呼吸感測、膚溫感測、皮膚

傳導感測、血氧血流感測等五套。 

說明：可與諮商技術 EMDR進行配

合，利用眼球移動刺激，促進腦部協

調，以幫助被諮商者。  

內容物：眼動減敏儀器。 

視錯覺測量系統 多功能專門教室(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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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測量人在各個認知歷程的程

度，以及訓練增進各個認知歷程。  

內容物：筆電一台、VTS 電腦化認知

功能評估與 CogniPlus訓練系統軟體，

以及軟體 key各一支。 

說明：系會議開會地點及辦理研究生

專題講座。 

設施：長桌、辦公椅。 

小型會議室兼心理測驗室 心理實驗室(510A) 

  

說明：開小型會議及紙本心理測驗地

點。 

設施：長桌、木椅。 

說明：放置所有心理測驗器材及辦理

心理測驗試場。109學年重新整建為

多功能心理及 VR實驗室，除可供實

驗用之外，尚可兼做小型教室及電腦

教室。實驗室特別設計多座可移動式

屏風，能將整間教室隔成六小間實驗

室；電腦內設 VR使用軟體及其他實

驗操作軟體。 

設施：眼球追蹤系統、放置所有心理

測驗器材及辦理心理測驗試場。 

(大)團體諮商室(409A) 多功能小型教室(510B) 

  

說明：團體諮商室。 

設施：坐墊椅。 

說明：備有可移動式桌子六張，椅子

十餘張、投影銀幕及投影設備一套，

可容納約12-16人，為本系研究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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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小班上課、研討及會議之用，

本教室備有歷屆論文本、活動成果報

告本及大專專題發表本給予參閱及借

用。 

設施：長桌、木椅、電腦桌、投影設

備。 

(小)個別諮商室(508B) (大)個別諮商室(家族治療室)(508B) 

  

說明：個別諮商(較個人隱私的諮商

室) 

設施：沙發桌椅。 

說明：可用於家族諮商治療使用。 

設施：沙發桌椅。 

學生自習室 遊戲治療室 

  

說明：學生討論空間、自習空間。 

設施：沙發椅、書桌、桌燈。 

說明：小朋友遊戲治療室。 

設施：玩具屋、玩具車、布偶。 

(二)教育學系 

設備說明 

數位閱讀數位中心( 五506) 翻轉教室(五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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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利用本教室多媒體設備(例如: 

IPAD、自走車)，將數位學習融入師

培課程，提供師資生豐富的數位閱讀

資源。 

設施: 折合討論桌、椅子、單槍投影

機、電動螢幕、數位講桌、無線網路

路由器、展示書櫃、觸控電視、充電

車、IPAD平板、海報展示架、烤玻

討論牆及77吋互動電子白板。 

說明:安排電子白板教學課程及研

習、研究生及精緻小班教學上課教

室、論文發表、討論室及開會等。 

設施: 花瓣討論桌、椅子、白板討論

牆、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電動螢

幕、書櫃、自走車及77吋互動電子白

板等。 

創意資源教學教室 會議室 

 

說明：安排教學課程及研習、論文發表、學生自製教具及繪本成果陳列

等。 

設施：桌、椅子、磁吸白板、電子白板、短焦單槍投影機、單槍投影機、

數位講桌、電動螢幕、彩色無線觸控面板、互動手寫板、微電腦控制主

機、多功能防盗主機、網路數位儲存器、VGA8*4矩陣選擇器、編輯控制

器、360度彩色攝影機、硬碟式錄放影機、會議麥克風發言組、教具櫃(含各

項教具教材)等。 

會議室 自主學習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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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召開各項會議及討論研究空

間。 

設施：桌、椅、獎盃陳列櫃、冰箱、

冰溫熱開飲機及流理檯等。 

說明：學生討論、自習空間及校園休

憩處。 

設施：桌、沙發、書櫃。 

 

學習產業研創基地(林森校區至善樓104教室) 

 
 

說明：本空間為桌遊創新教學應用與教育研發商品測試的夢想基地，蒐藏

數百種桌上遊戲，成立「屏大桌遊學習世界館」，以公益推廣性質辦理桌遊

體驗課程，並定期開放，提供本校師生、社區民眾體驗桌遊。 

設施：桌、椅、白板牆、單槍投影機、展示櫃、桌上遊戲(約230組) 

 

教育與遊戲學實驗室(林森校區至善樓10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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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空間提供學生創意研發及實作、桌遊設計製作及體驗課程上課教

室、研究生上課、小組討論空間。 

設施：桌、椅、白板牆、單槍投影機、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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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教育學系 

設備說明 

幼兒動手玩科學探索教室 

 

 

說明：為木質地板教室，提供幼兒音樂、奧福戈登、舞蹈、工作坊動手做

研習、小組科學活動設計之用。 

周邊擺設蒙特梭利、福祿貝爾、數數概念及自然科學等操作性教具，以供

幼兒教育概論、數概念、幼兒科學實習課等相關課程教師及學生使用。 

設施：小椅子、圓桌、圓椅、造型木櫃、澆水器造型洗手台、大象階梯、

水箱實驗觀察櫃、兩用附燈地球儀、數位講桌、75吋觸控顯示器(含電子白

板功能)、單槍投影機、投影螢幕、顯微鏡、觸覺探索積木、磁力空心積

木、多種樂器、蒙特梭利、福祿貝爾、數概念及自然科學等操作性教具。 

幼兒科技創意教學研發教室 

  

說明：具多種幼兒科技輔助教具，如 Zenbo機器人，MAKEYMAKEY、凱

比同學機器人等，並提供學生研究討論及專題發表之空間。 

設施：梯形桌、長桌、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75吋觸控顯示器(含電子白

板功能)、椅子、投影螢幕、白板、海報架、木作櫃、Zenbo機器人、凱比

同學機器人、3D列表機、3D畫筆、樂高機器人、VR眼鏡、

MAKEYMAKEY、海報展示機、鋰電調速刻磨機、多功能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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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專業教室 幼兒保育專業教室 

  

說明：每間教室可容納35人，有完備的褓母證照考試實務教室設備，分為

醫護區、遊戲學習區、調製區、清潔區，每一區規劃各2個單位設備供學生

練習用。此二間教室供以下課程使用：幼兒保育、幼兒膳食與營養、幼兒

健康教材教法、褓母工作坊。 

設施：包含嬰兒沐浴台、展示櫃、針織印花布隔簾、嬰兒用餵食椅、嬰兒

心肺復甦術訓練模型、沐浴娃娃模型、投影螢幕、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

孩童發展評估篩選測驗工具、人類胚胎成長發展模型、兒童 CPR 訓練模

型、六燈式嬰兒甦醒安妮模型、針織印花布隔簾、傷口處理娃娃、洋娃

娃、嬰兒床(雙層)、乳牙模型、哽塞娃娃、傷口處理娃娃、軟管洋娃娃、嬰

兒車。 

(四)特殊教育學系 

設備說明 

特殊教育模擬教室 創意教室 

 
 

說明: 本教室供學生團體互動、情境

模擬、深度會談及上課之需。 

設施: 木質地板教室、電子白板(含嵌

入式白板)、短焦投影機、e化講桌、

單槍、電動螢幕、移動式觸控液晶螢

幕、教具櫃(含各項教具教材)。 

說明:可安排研究生上課教室、論文

發表、小型討論室 

設施: 本教室設備完善，包含 e化講

桌、86吋觸控液晶螢幕、電動螢幕、

單槍投影機。 

知動教室 多功能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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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溝通訓練服務、系專業課程、

學生教學演示用教室。 

設施: 本教室提供律動、體能、肢體

動作、知覺動作訓練等場所；教室內

設備包含白板、輔具、泡棉積木組、

攀爬、大骰子等、防撞墊、單面鏡。 

說明：安排系所專業課程，桌椅移動

調整容易，適合各種小型講座之使

用。 

設施：教室內設備包括單槍投影機、

e化講桌、電動螢幕等。 

自主學習室 特教實境教室 

  
說明:提供學生討論、自學空間。 

設施:桌、椅、閱讀燈、書櫃。 

說明: 模擬特教班情境，提供教學使

用或小組討論之用。 

設施:桌、椅、閱讀燈、書櫃、移動

式觸控液晶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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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行政研究所 

設備說明  

第五會議室、第六會議室  

 
 

 

說明：本空間為提供學生上課、研究討論、論文發表及本所辦理研討會、

召開會議之空間。 

設施：E 化數位講桌(電腦主機含螢幕)、單槍投影機、電動螢幕、數位桌上
型麥克風、會議桌、椅子。 

 

 410教室 研究生討論室 

 

  

 說明：本空間為提供學生上課、研

究討論、論文發表之空間。 

設施：E 化數位講桌(電腦主機含螢

幕 )、單槍投影機、電動螢

幕、會議桌、椅子、碩士班

研究生置物櫃。。 

說明：本空間為學生研究討論之空

間。 

設施：電腦主機含螢幕、單槍投影

機、電子式白板、會議桌、椅

子、博士班研究生置物櫃。 

 會客室 研究生自習室 

 

  

 說明：接待來賓、教師及學生休憩

等。 

設施：沙發組。 

說明：學生討論、自習等。 

設施：自習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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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殊教育中心 

設備說明 

多元潛能訓練室 

  
說明：溝通訓練教室用於辦理特殊兒童溝通訓練與輔導，本校特教中心自

民國82年起即培訓特殊教育學系學生擔任志工，對屏東地區特殊學生進行

免費溝通訓練服務，並有完善督導培訓輔導員制度，提供專業訓練服務，

執行多年成效良好，家長滿意度高，已是本校進行特殊教育志工服務之特

色。 

設施：桌、椅、白板、繪本、教具或輔具。 

學習輔助犬訓練教室 

 
說明：學習輔助犬照養及訓練課程、溝通訓練服務 

設施: 閱讀角、白板、投影機、150吋電動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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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區諮商中心 

設備說明 

個別諮商室 家族治療室 

  
說明:與社區民眾進行個別心理諮商

服務使用，內為木質地板，共

計有3間。 

設施:沙發椅、小圓桌、冷氣一台。 

說明:為木質地板。提供家族／伴侶

諮商、通訊心理諮商，以及紓

壓體驗使用。 

設施:沙發椅、小圓桌、冷氣一台、

按摩椅一台、通訊諮商設備一

組（電腦、電話機、桌、椅、

視訊攝影機）。 

遊戲治療室 團體諮商室 

  
說明:為木質地板。內有兩個藍底沙

箱以及許多代表世界的小物

件，讓案主在諮商過程中，可

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建構立

體景像。 

設施:沙箱兩個、冷氣一台、沙遊小

物件一批。 

說明:為木質地板教室。可進行社區

民眾的團體心理諮商（如：身

心靈紓壓團體、自我成長團

體……），並可提供兒童較寬敞

的遊戲治療空間。 

設施:和室椅、冷氣一台、玩偶及兒

童遊戲物件一批。 

諮商等候區 小型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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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社區民眾或家屬等候諮商時之

休憩使用，內部提供有書籍雜

誌，並播放紓壓音樂。 

設施:書報架、沙發椅、小圓桌、冷

氣一台、音響一組。 

說明:進行專業訓練、工作坊及相關

會議使用。 

設施:桌椅、垂掛式投影機一台、固

定式布幕一幅、冷氣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