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簽核記錄列印

簽核單位 簽核人員 簽核時間 狀態項次

生活輔導組 陳佩琳 2019/03/15 17:03 待處理1

簽辦意見︰

擬如承辦人所擬

生活輔導組 郭東崑 2019/03/20 12:33 串簽2

簽辦意見︰

配合辦理

課外活動組 許存惠 2019/03/21 14:01 串簽3

簽辦意見︰

擬如承辦人所擬辦理。

學生事務處 楊士央 2019/03/21 18:25 串簽4

簽辦意見︰

【◤會計室◢『賴春月』登記桌分文至承辦人】

會計室 2019/03/21 19:51 串簽5

簽辦意見︰

擬辦︰ 奉核後，賡續辦理相關事宜。

說明︰ 一、依據本校遺失物處理要點辦理。
二、逾期無人認領遺失物清冊(詳如附件一)，其處理方式依要點規定建議如下：
　(一)教科書等書籍：捐圖書館運用。
　(二)校服：留存生輔組供弱勢及有需求同學免費領取。
　(三)手機、鑰匙、金融卡、存褶、健保卡、身份證、印章、悠遊卡等具有個資的物
　　　品，由生輔組統一銷毀。
　(四)物品存放過久已發霉或退時物品不宜捐贈者，由生輔組統一銷毀。
　(五)現金$31,955捐為本校關懷弱勢學生助學金或獎學金。(105.07.27業務交接$7
　　　,070+105學年未認領及拾獲人拋棄$17.235+106學年未認領及拾獲人拋棄$7,6
　　　50)。
　(六)其餘有價值物品(詳如附件二)委由學生會等社團，辦理拍賣或義賣活動，所得
　　　之價金捐為本校關懷弱勢助學，若未賣出之堪用物品，則捐贈給慈善機構。

主旨︰ 陳本校台北校區103~106學年遺失物公告後逾期無人認領後續處理事宜，如說明，請
核示。

C1080311006創稿文號︰

2019-03-15 17:03創稿日期︰

公文型態︰

生活輔導組承辦單位︰ 陳佩琳承辦人︰

傳送方式︰ 電子傳送

簽

2020/6/3 上午 10:10 Page 1 of 2

*C1080311006*
*C1080311006*

*C1080311006*



簽核單位 簽核人員 簽核時間 狀態項次

配合承辦單位辦理

會計室 李苙榕 2019/03/22 10:55 串簽6

簽辦意見︰

擬如承辦人所擬

會計室 賴春月 2019/03/25 08:49 串簽7

簽辦意見︰

【◤秘書室◢『劉怡伶』登記桌分文至承辦人】

秘書室 2019/03/25 09:54 串簽8

簽辦意見︰

擬如承辦單位所擬

秘書室 閻亢宗 2019/03/25 17:56 串簽9

簽辦意見︰

擬如承辦單位所擬

副校長室 李惠玲 2019/03/26 17:29 串簽10

簽辦意見︰

｛[校長室][吳政達]決行作業｝如擬

校長室 吳政達 2019/03/27 14:51 決行11

簽辦意見︰

生活輔導組 陳佩琳 2019/04/10 14:01 流程終結12

簽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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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3004 范倧芸 五護五忠 E棟大樓階梯 $1,000

103006 車承軒 五動二孝 野聲館 記憶卡

103010 陳昱縺 五動一忠 藝文中心

盧盈潔 五動一忠 藝文中心

103011 劉國燦老師 升旗台階梯 $100

103012 邵位宣 護一忠 康寧廣場 水壺

103014 杜紫瑄 幼一忠 E棟1F廁所 $100

103017 陳韻儒 動一孝 先雲廳 圍巾

103018 李羿樺 動一孝 A201 護士鞋

103021 于子翔 動二忠 于斌銅像樓梯

郭冠麟 動二忠 于斌銅像樓梯

103022 黃如嫣 資四孝 校門口 $100

103027 沈思廷 動一孝 先雲廳 SONY充電器

103031 林俊廷 企三忠 學餐 $200

103036 張維庭 應一忠 E棟布告欄 $100

103038 張凱淳 幼三忠 校外摩托車 $200

103041 陳普心 視一忠 C棟C4080 $100

103042 胡善婷 護三愛 衛保組 耳機

103047 郭多佳 護一忠 C4030 $500

103048 劭佳宣 護一忠 宿舍門口 $100

104001 高景倫 五護一愛 C4110教室 長袖校服L號

104003 蔡瓊玉老師 衛保組 A201走廊桌上 黑色眼鏡

104006 羅友辰 五動一忠 康湖公園 $100

104010 鄭聿馨 五動二孝 野聲館舞蹈教室 雨傘

104012 陳品涵 五應三忠 A202走廊 $100

104013 紀宛妮 五護五愛 一.二教學大樓通道 $100

104014 鄭芷妮 五企一忠 企管科女廁 $100

104015 徐惠雅 五護一仁 全家往E棟的大鏡子前 $500

104017 張舒婷 五視一忠 學生餐廳 $100

104019 張芷菱 五護四孝 A500 玩具APPLE手機

104021 陳靜慧 五資一孝 天使廣場 $100

104022 陳宗騰主任 資圖中心 第二教學大樓電梯旁 $1,000

104024 馬銘豐 資三乙 全家外面 $500

104025 莊雅淇 五幼一忠 宿舍靠山洗衣機 $100

104026 潘冠蓉 五應三忠 A502 鞋子水壺

104028 謝欣蓉 五動二忠 全家進女宿前白板 $1,000

104029 陳維德 資圖中心 男宿門口 $100

104030 蕭伊瑜 夜幼一忠 先雲聽 眼鏡

104031 陳玟玲 五護三仁 E棟非電梯測3樓電梯 $300

104033 林慈怡 五視一忠 野聲館門口 $200

104034 施佳妤 五護二愛 全家前的斜坡 $100

104037 蔡宗諺 五資四忠 校門口 $500

104038 丁洛君 五動三孝 野聲館 手錶(女用)

104039 丁成宥 五護一仁 康寧大道 $100

$100

$500

103-104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序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3-104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104040 劉芩妤 五護一忠 C4030 外套

104041 曾于寧 五護三愛 E101 $200

104042 張庭禎 五企一忠 A棟502 $500

104043 黃彤榕 五資二忠 野聲館 運動服制服外套

劉玳均 五護一忠 野聲館 $1,000

動畫科科辦

運動服長褲*4 制服外套*1 背

心*2運動服短褲*2 短袖制服*2

短袖運動服*3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與美秀交接時 $7,070

105001 105/08/29 林學懿 總務處 垃圾場 皮夾

105002 105/09/07 邱瑀玟 護二忠 康寧大道 $2,000

105003 105/09/13 張芝嬅 幼四忠 藝文中心 $100

105004 105/09/19 林思岑 應四忠 E棟

105005 105/09/19 林巧釩 應四忠 E棟同上件

105006 105/09/19 郭懿珊 資管孝 C4100 鑰匙

105011 105/09/22 彭映鈞 動三孝 E棟樓梯 悠遊卡

105012 105/09/26 林庭卉 護三仁 藝文中心 衣服

105013 105/09/30 郭家妤 護一忠 藝文中心 票卡袋

105014 105/10/03 孫安琪 幼一忠 E棟 $100

105015 105/10/04 宋芷霖 護三仁 忘憂亭 悠遊卡

105019 105/10/13 謝宜均 幼二忠 校門口 $100

105021 105/10/17 余尚庭 資三忠 C3050門口 $100

105023 105/10/24 劉家伃 動一孝 電梯 $100

105025 105/10/21 陳意臻 資二孝 康寧大道 $100

105026 105/10/25 林彥婷 幼一忠 野聲館 手錶

105029 105/10/27 林晏蓉 護三忠 學餐 $100

105032 105/10/31 雷閔晰 動一孝 E506 外套，雨傘

105033 105/11/03 黃珮雯 資三孝 全家外面 $100

105034 105/11/07 廖奕綾 護一愛 行政大樓五樓 $50

105035 105/11/07 賴瀅如 護一忠 C5110 外套，制服，雨傘，書

105037 105/11/08 王靖慈 護四孝 公視後籃球場附近 $1,000

105038 105/11/09 陳嬿竹 護三仁 藝文中心外 黃色毛衣

105039 105/11/09 邱瑜萱 視二忠 野聲館 悠遊卡

105040 105/11/09 鄒欣霖 護一仁 藝文中心 $50

105041 105/11/10 莊子萱 企四孝 教官室外 $100

105042 105/11/14 羅王絜 資五忠 圖書館垃圾桶前 $500

105045 105/11/14 劉汎茹 護二忠 校門口 $100

105047 105/11/15 郭俞瑄 護一孝 康寧大到垃圾桶旁 $2,000

105050 105/11/22 胡心柔 資一孝 E205 手機

105052 105/10/28 柯依妏 應三忠 天使廣場 $1,000

105055 105/11/26 蘇詠薇 動二孝 于斌廣場 $1,000

105056 105/11/26 宋芷霖 護三仁 E棟一樓女廁 衣服

105058 105/11/28 李昱錡 健一忠 E棟四樓廁所 錢包

105059 105/11/28 陳怡臻 應一忠 E棟三樓廁所 錢包

105060 105/11/28 尤千榕 幼二孝 E棟B2 $100

105061 105/12/01 鄭湘琳 資一忠 C2050 NDS

105064 105/12/06 劉仁恩 資四孝 A500 眼鏡

105065 105/12/06 關瑋金羽 護五愛 A棟樓梯 VISA卡

105066 105/12/06 劉芩妤 護三忠 E棟2樓走向3樓樓梯間 $100

105068 105/12/08 林家安 資四孝 資管科科辦 外套x5、制服x1

105070 105/12/12 張綸筠 護二孝 全家外 $100

105072 105/12/13 王思涵 健一忠 康寧大道 悠遊卡

105073 105/12/13 羅瑞銘 應一忠 E棟1樓男廁 水壺

105075 105/12/15 楊季允 資一忠 康寧大道 $100

$1,000

105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5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105076 105/12/15 陳怡臻 應一忠 E棟1樓女廁 黏土一盒

105077 105/12/19 曾焙筠 護三仁 A502 $100

105082 10512/23 呂家全 資一忠 全家前方 短褲

105088 105/12/29 邱欣潔、伍良晏 護二愛 E306垃圾桶 $500

105089 105/12/29 金芳瑜 護四仁 康寧大道 $100

105090 106/01/04 賴芋利、洪珮瑄、陳意函 護一忠 　全家 外 $100

105094 106/01/11 鍾庭瑄 護三孝 E306 $400

105096 106/01/12 廖晨馨 企三忠 學餐 $1,000

105097 106/01/12 劉敏萱 護一忠 男宿外印表機上 隨身碟一個

105099 106/01/16 郭多佳 護二忠 康寧大道 錢包

105100 106/02/15 杜雨璇 視三忠 學輔中心外 保溫杯

105102 106/02/20 陳盈君 護三愛 全家門口 $100

105103 106/02/23 劉雅慈 護三孝 A502 黑色外套

105104 106/02/23 劉雅慈 護三孝 A502 學校運動短褲

105106 106/02/24 王佩琪、王思涵 護二孝 全家旁 $600

105108 106/03/02 學務處 粉色洋裝

105109 106/03/02 胡怡方 應二忠 E棟蒸飯箱 粉色錢包

105110 106/03/02 蔡協晉 資二忠 C棟一樓樓梯間 $100

105111 106/03/02 C棟二樓 雨傘

105112 106/03/08 林盈敏 護三愛 C1120 雨傘

105115 106/03/15 殷聖哲 資三忠 C2060前走廊 $500

105116 106/03/20 陳韋翔 視二忠 康寧大道近康寧廣場 $100

105117 106/03/20 羅曼瑄 幼二孝 圖書館前綠地 $100

105120 106/03/23 林欣慧 幼一忠 全家旁女廁內 $100

105121 106/03/24 蘇文億 護二孝 A202 $25

105123 106/03/27 卓芷瑋 護二忠 A202 雨傘

105124 106/03/28 林綉婷 護四仁 康寧大道 $100

105128 106/03/29 劉彩琳 視三忠 學餐 $100

105132 106/04/11 陳佳妤 幼一忠 E401 水瓶

105134 106/04/11 陳佳妤 幼一忠 E401 學校外套

105136 106/04/12 郭欣宜 護三愛 野生館男廁 手錶

105137 106/04/12 郭欣宜 護三愛 野生館男廁 皮帶

105140 106/04/27 高家蓁 動三孝 E505 外套

105148 106/05/10 游雅君 幼二忠 校門口 $100

105150 106/05/18 王品懿 護二愛 野生館 護理科毛衣

105152 106/05/22 林昀葶 護一愛 A202外玻璃櫃 水壺

105153 106/05/22 林昀葶 護一愛 A202外玻璃櫃 水壺

105154 106/05/22 林昀葶 護一愛 A202外玻璃櫃 制服

105155 106/05/23 曾上瑜 護三仁 C2080 $1,000

105160 106/05/24 吳韋箴 護三仁 C1010 雨傘

105161 106/05/24 吳韋箴 護三仁 C1010 雨傘

105162 106/05/24 吳韋箴 護三仁 C1010 身評課本

105163 106/05/24 吳韋箴 護三仁 C1010 護理科毛衣

105165 106/05/31 林毓 A502 ASUS平板

105167 106/06/02 陳彥菱 護一忠 行政大樓女廁 水壺

105168 106/06/02 賴佳珮 資一忠 全家旁 $100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5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105171 106/06/02 陳俊璉 動三孝 E棟5樓 水瓶

105172 106/06/05 林佳蘭 護二孝 E棟3樓 鑰匙

105175 106/06/06 莊雨軒 資一忠 C4010 護手霜

105177 106/06/07 何舉瑤 資一孝 教官室 $10

105178 106/06/08 保溫杯

105179 106/06/13 葉如軒 護一仁 學生餐廳 $1,000

105180 106/06/13 陳維德 資圖 餐廳早餐櫃台 $100

105183 106/06/19 蔡亞庭 企一忠 總務處門口 $100

105184 106/06/23 簡湘庭 護二愛 E306 外套課本

105185 106/06/23 林佳蘭 5N2B E303 外套

105186 106/06/23 莫子儀 護二愛 E306 外套課本

105189 106/07/03 外套

105190 106/07/20 黃恩瑄 學輔辦公室 外套+袋子

105191 106/07/27 張瑜鈞 護三仁 康寧大道 $100

105192 106/08/17 莊涵聿 動二忠 垃圾場 悠遊卡

105193 106/05/10 鄭宇珊
五護五

愛
C3050 ASUS白色手機

105194 106/05/10 李姿嫻 軍訓室 宿舍3~4樓間 $200

105195 106/05/10 李姿嫻 軍訓室 宿舍自動大門內 $500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6005 106.09.13 張郡珊 五應三 E棟1~2F樓梯 $600

106006 106.09.15 柳傳葳 五動一 悠遊卡

106008 106.09.18 蔡明璇 五視二 C5070 制服外套

106010 106.09.19 郭東崑 生輔組 E103 耳機二副

106012 106.09.19 陳憲君 五護四 南丁格爾教室 白色T恤

106013 106.09.19 周松和 軍訓室 E棟頂樓 空皮夾

106014 106.09.20 王馨誼 野聲館 衣

106015 106.09.20 王馨誼 野聲館 褲

106020 106.09.25 張佳頴 五護三 A棟3F 存摺、提款卡

106024 106.09.26 柯亭羽 五幼三 野聲館 睡袋

106028 106.09.27 李姵縈 五護二 E303 醫療品質管理學

106031 106.09.27 廖珮芸 五護三 康寧廳 水壼

106032 106.09.27 楊玉琳 活動組 野聲館 黑框眼鏡

106039 106.10.03 闕彣綺 五幼一 c3050 悠遊卡

106040 106.10.06 金汶儀 五動五 學輔中心 粉紅色水壼

106042 106.10.11 郭東崑 生輔組 $100

106043 106.10.12 官雅晴 五應四 應外科辦公室 外套

106045 106.10.12 官雅晴 五應四 應外科辦公室 運動褲

106047 106.10.13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前走廊 HTC黑色耳機

106048 106.10.17 郭東崑 生輔組 KEY

106052 106.10.19 徐珮瑜 五動二 E404 學校運動短褲

106057 106.10.23 伍良晏 五護三 衛保組外 悠遊卡

106062 106.10.26 劉怡玲 活動組 野聲館 USB插座

106064 106.10.25 廖偉茗 五應二 野聲館 $100

106065 106.10.26 劉怡玲 活動組 野聲館 KEY

106066 106.10.30 李亭誼 五動一 E502 白色背心

106069 106.10.31 陳亦芬 大幼一 舞蹈教室 皮製手環

106070 106.11.01 華紫羽 五應一 行動電源

106073 106.11.02 陳佩琳 生輔組 藝文中心 行動電源

106075 106.11.03 饒安屏 應外科 應外科辦公室外
短袖制服(xl)、制服長褲

(男士美服飾)

106076 106.11.06 黃思瑄 學輔中 學輔中心 外套

106081 106.11.08 陳佩琳 生輔組 icash2.0

106086 106.11.15 王睿勳 五護一 藝文中心 制服外套(M)

106087 106.11.15 王睿勳 五護一 藝文中心 外套

106089 106.11.15 郭東崑 生輔組 國父紀念館 悠遊卡

106090 106.11.15 郭東崑 生輔組 國父紀念館 雨傘

106091 106.11.15 郭東崑 生輔組 國父紀念館 雨傘

106095 106.11.20 柳傳葳 五動一 E棟B1F 悠遊卡

106098 106.11.22 張峻嘉 總務處 悠遊卡

106099 106.11.22 王春良 軍訓室 健保卡

106103 106.11.23 方又圓 護理科 C3040 T恤

106104 106.11.22 江星郳 五護一 野聲館 灰色外套

106105 106.11.23 吳揚禎 五護五 E304 手機

106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6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106110 106.11.25 陳佩琳 生輔組 T恤

106111 106.11.25 林晏晴 五企三 康寧廣場 $100

106113 106.11.25 牛薇淇 五動四 全家 雨傘

106114 106.11.25 牛薇淇 五動四 全家 拖鞋

106115 106.11.25 牛薇淇 五動四 全家 衣服

106119 106.11.30 陳禹丞 五資二 資管科辦公室 $100

106124 106.12.05 林以芯 五動三 E105 $400

106127 106.12.06 林學藝 總務處 錢包

106129 106.12.06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謝順吉印章

106135 106.12.08 陳怡涵 五幼二 野聲館 雨傘

106136 106.12.11 陳沛涵 五動四 校門口 悠遊卡

106137 106.12.11 林筱珣 五護四 衛保組 水壼

106138 106.12.11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悠遊卡

106139 106.12.11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悠遊卡

106140 106.12.11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悠遊卡

106142 106.12.07 王宜婷 五幼三 E402 格子圍巾

106143 106.12.15 陳怡涵 五幼二 野聲館 水壼

楊靜茹 五應一

廖苡晴 五應一

106148 106.12.19 黃定業 五護一 康寧大道 $100

106149 106.12.19 林學藝 總務處 B2停車場 零錢包

106152 106.12.19 鄒佳宜 五幼三 藝文中心 雨傘

106156 106.12.22 闕壯軒 總務處 先雲廳 圍巾

106157 106.12.22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毛衣

106159 106.12.26 李盈萱 五護一 學生餐廳 $500

106162 106.12.29 何怡萱 五護二 全家 $200

106163 107.01.03 謝鎧宇 招生組 A201 猴子帽

106164 107.01.03 陳怡涵 五幼二 野聲館 褲子

106165 107.01.04 盧柔辰 五幼一 E402 筆袋

106166 107.01.08 洪麒曜 五資二 C棟2樓 紅包袋內裝$500

106167 107.01.08 黃冠宇 五資二 C4080 悠遊卡

106168 107.01.08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袋子、水壼*2、餐盒、耳

環

106170 107.01.10 郭懿庭 五資二 E103 手機

106171 107.01.09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水壼

106173 107.01.12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外套

106174 107.01.18 吳欣樺 五幼一 行政B1 雨傘

106177 107.02.27 孫安琪 五幼二 耳機

106180 107.03.05 謝宗遠 總務處 先雲廳 悠遊卡

106182 107.03.02 郭東崑 生輔組 升旗台 $300

106183 107.03.05 陳佩琳 生輔組 大門口 吊飾

106187 107.03.07 陳佩琳 生輔組 校門口刷卡機附近 悠遊卡

106188 107.03.07 陳駿豪 衛保組 行政1F男廁 $200

106189 107.03.09 魏子晴 五護三 全家外 $1,000

106145 106.12.15 $100



序號 日期 姓名 班級 地點 拾獲物品

106學年度逾期無人認領遺失物清冊

106192 107.03.12 李慧君 五幼三 C棟1F 悠遊卡

106199 107.03.16 謝鎧宇 招生組 康寧大道 全家商品卡

106201 107.03.19 陳衍君 五應一 E201 餐袋

106203 107.03.21 陳佩琳 生輔組 學餐早餐店 悠遊卡

106204 107.03.21 周松和 軍訓室 $100

106206 107.03.21 郭紀嫺 五護二 E103 制服外套，尺寸:S

106207 107.03.21 陳佳融 五護二 E101 制服外套，尺寸:5XL

106208 107.03.21 陳品妤 五護二 行政大樓三樓廁所 美工刀

106209 107.03.21 陳胤廷 五護二 E102 皮鞋

106211 107.03.22 汪敬軒 五護一 E204 制服外套，尺寸:XL

106217 107.03.26 林心雅 活動組
行政大樓1~2F樓梯

轉角
$100

106218 107.03.26 潘郁云 五幼一 漆彈場 悠遊卡

106220 107.03.27 謝欣汝 五護三 先雲廳外 usb

106222 107.03.28 溫珮喬
五應二

忠

75巷與通往康醫交

叉口
$100

106225 107.03.28 王語禎 五應一 E201 鉛筆盒

106227 107.03.28 陳佩琳 生輔組 短袖制服(xl)

106236 107.04.03 陳品妤 五護二 行政大樓三樓女廁 皮帶

106238 107.04.10 陳佩琳 生輔組 校門口 悠遊卡

106240 107.04.10 宋承叡 五應一 鞋子

106241 107.04.11 陳佩琳 生輔組 C2080 外套、KEY

106242 107.04.11 陳奕淳 五護三 A202教室 $100

106244 107.04.12 池建達 軍訓室 校門口 $100

106246 107.04.11 陳佩琳 生輔組 康寧廳 USB

106247 107.04.12 方美芙 五動一 E棟4樓 課本

106248 107.04.13 郭東崑 軍訓室 A202教室 耳機

106250 107.04.16 余珮雯 五應一 校門外 悠遊卡

106253 107.04.17 黃芷萱 五幼三 E棟4樓 傘

106254 107.04.18 陳秀珍 長照系 E棟電梯 項錬

106258 107.04.19 簡婕 五護二 野聲館 護理科毛衣,尺寸:3L

106262 107.04.20 胡珮婷 五資四 康寧大道 $100

106263 107.04.30 林東壕 五動三 E504 $1,000

106264 107.04.30 郭璦萱 五護一 A202教室 手錶

106266 107.04.30 陳彥伶 五企五 康寧大道 $100

106268 107.05.01 林雅羚 五護一 行政大樓繳費機旁 護理科毛衣,尺寸:L

106275 107.05.09 陳品妤 五護二 行政大樓3F男廁 $100

106277 107.05.11 陳佩琳 生輔組 藝文中心外 水壼

106279 107.05.11 陳佩琳 生輔組 E204 眼藥水

106282 107.05.17 謝昇峰 五資四 全家後走廊 $100

107.05.18 廖苡晴 五應一

107.05.18 楊靜茹 五應一

106286 107.05.23 陳佩琳 生輔組 悠遊卡

106289 107.05.24 陳佩琳 生輔組 行政大樓1F 初級會計學光碟片

106283 E棟2F樓梯間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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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90 107.05.22 顧宇倫 五護一 C2080 耳機

106291 107.05.28 李彥慶 五資二 全家 $100

106294 107.05.31 魯唐瑜 五護二 E103 制服裙

106295 107.05.31 池建達 軍訓室 康寧大道 平安符

106296 107.05.31 張志維 五護一 C2080 水壼

106298 107.06.04 陳佩琳 生輔組 校門外 悠遊卡

106300 107.06.05 袁業芳 教務處 學務處前路口 $100

106304 107.06.06 陳佩琳 生輔組 學務處 運動短褲,尺寸:M3

106306 107.06.06 陳佩琳 生輔組 圖書館2F USB

106308 107.06.06 林毓 護理科 內外科教室 護理科毛衣

106310 107.06.07 呂家全 五資二 c4040門口外 $100

106311 107.06.07 黃伯宇 五資三 衛保組血壓機上 手機

106313 107.06.12 陳佩琳 生輔組 電話卡

106316 107.06.19 謝鎧宇 招生中 教務處 護理科毛衣，尺寸:M

106320 107.06.21 黃睿綸 五護一 康寧大道 $100

106321 107.06.20 華紫羽 五應一 $50

106327 107.06.22 周育成
五動五

忠
慈暉樓外涼亭

制服外套二件，尺寸:L、

XL

106329 107.06.23 劉怡玲 活動組 野聲館 禮品

106333 107.06.26 崔愷格 五資二 C4110 手機

106334 107.06.27 謝鎧宇 招生中 行政大樓二樓飲水 水壼

106335 107.06.28 莊宥渲 五動一 E棟4樓 熊大吊飾

106336 107.06.28 林侑縉 五企一 總務處 身份證

106338 107.06.29 吳若瑀 五應二 E204  隨身碟

106339 107.07.02 謝詠洵 五護二 制服褲、外套、物理課本

106340 107.07.09 林學懿 總務處 側門 鉛筆盒

106341 107.07.17 謝鎧宇 招生中 教務處 水壼



 

   
103~106學年遺失物未認領且堪用清冊 

種類  數量 

鞋子  6雙 

雨傘  36把 

保溫瓶  58個 

衣物  37件 

錢包  16個 

票卡夾  11個 

鉛筆盒  16個 

行動電源  4個 

手錶  17個 

耳機  8條 

飾品  23件 

隨身碟、記憶卡  12個 

筆記本  2本 

傳輸線、充電器  15條 

其他  5件 



 

鞋子 

 

   



雨傘 

   



保溫瓶 

   



衣物 



衣物 



衣物 

 

   



錢包  票卡夾 

鉛筆盒  行動電源 

手錶  耳機 



飾品  隨身碟、記憶卡 

筆記本  傳輸線、充電器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