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財產名稱 總數量 保管者

1 音階鈴(20個) 3組 林美玲*1  葉瓊蘭*1  王綉敏*1

2 音階鈴(8個) 2組 林美玲*1  葉瓊蘭*1

3 半月形鈴鼓 8個 林美玲*8

4 手鼓羊皮 4個 林美玲*4

5 棒棒糖鼓 2個 林美玲*2

6 三角鐵 6組 林美玲*3  王綉敏*3

7 木魚(單) 8組 林美玲*8

8 鈴鼓 4組 林美玲*4

9 響板 12組 林美玲*7  葉瓊蘭*5

10 沙鈴(單) 5個 林美玲*3  葉瓊蘭*2

11 沙鈴(雙) 6組 林美玲*2   葉瓊蘭*4

12 高低音木魚 8個 林美玲*8

13 手搖鈴 28個 林美玲*8  葉瓊蘭*10  王綉敏*10

14 雙響板(大) 12個 林美玲*7  王綉敏*5

15 雙響板(小) 3個 林美玲*2  王綉敏*1

16 筆燈 54支

林美玲*5  葉瓊蘭*1  蘇慧羣*1   楊憶如*2

容婭姿*2   方亞芬*1  王綉敏*1 曾紀芬*3 李美芬

*2 潘靜怡*10    林珠茹*2 王育慧*4    林淑芬*6

張紀萍*3

17 皮尺 24個
林美玲(8/18)*10  李美芬*2  楊憶如*2  容婭姿*2

林珠茹*2 王育慧*4 張紀萍*3

18 量杯 16個
林美玲*2 李美芬*2 楊憶如*2  容婭姿*2 林珠茹*2

王育慧*4 張紀萍*3

19 廢棄針頭丟棄桶 16個
李美芬*2 楊憶如*2 容婭姿*2林珠茹*2 王育慧*4

張紀萍*3

20 手術帽 37件 吳素月*10  陳淑玲*9

21 圍兜 59件 王綉敏*8

22 特大雙頭麥克筆 12盒 林美玲*8  葉瓊蘭*1  蘇信鳳*2  王綉敏*1

23 高級麥克筆 1盒 葉瓊蘭*1

24 彩色筆 14盒 林美玲*3  葉瓊蘭*3  蘇信鳳*5王綉敏*3

25 廣告顏料 4盒 林美玲*2  葉瓊蘭*1  王綉敏*1

26 Acrylic colour顏料 5盒 羅淑芬*5

27 蠟筆 8盒 林美玲*3 蘇信鳳*1 葉瓊蘭*2 黃佳如*2

28 水彩 16盒 蘇信鳳*10  葉瓊蘭*4

29 水彩筆 30支 蘇信鳳*10  葉瓊蘭*15 王綉敏*5

30 彈力帶 林美玲*30 蘇信鳳*20 葉瓊蘭*30

31 氣球傘 1組 林美玲

32 訪視包 53個
李美芬*2 楊憶如*2  容婭姿*2 林珠茹*2 王育慧*4

張紀萍*3

33 隨身教學擴音機 17台 田培英*1

34 成人聽診器(單)B82 1個 林美玲

35 成人聽診器(單)B79 1個 林美玲

36 成人聽診器(單)B77 1個 林美玲

37 成人聽診器(單)B72 1個 林美玲

38 成人聽診器(單)B85 1個 林美玲

39 成人聽診器(單)B80 1個 林美玲

40 成人聽診器(單)B86 1個 蘇慧羣

41 成人聽診器(單)B67 1個 蘇慧羣

42 成人聽診器(單)B83 1個 辛孟娟

43 成人聽診器(單)B84 1個 辛孟娟

44 成人聽診器(單)B53 1個 曾紀芬

45 成人聽診器(單)B74 1個 曾紀芬

46 成人聽診器(單)B76 1個 曾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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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成人聽診器(單)B75 1個 楊憶如

48 成人聽診器(單)B51 1個 楊憶如

49 成人聽診器(單)B87 1個 王育慧

50 成人聽診器(單)B69 1個 王育慧

51 成人聽診器(單)B68 1個 王育慧

52 成人聽診器(單)B64 1個 王育慧

53 成人聽診器(單)B52 1個 容婭姿

54 成人聽診器(單)B61 1個 容婭姿

55 成人聽診器(單)B78 1個 李美芬

56 成人聽診器(單)B70 1個 李美芬

57 成人聽診器(單)B66 1個 歐佩茹

58 成人聽診器(單)B88 1個 歐佩茹

59 成人聽診器(雙)#46 1個 潘昭貴

60 成人聽診器(雙)#53 1個 吳素月

61 成人聽診器(雙)B91 1個 歐佩茹

62 成人聽診器(雙)#174 1個 王綉敏

63 成人聽診器(雙)#79 1個 蘇慧羣

64 成人聽診器(單)
蘇信鳳*4 羅淑芬*5 林孟珊*1 林珠茹*2 張紀萍*3

張麗蓉*2

65 成人聽診器(雙) 熊乃歡*1 徐少慧*2 張麗蓉*2

66 小兒聽診器(單)

67 小兒聽診器(雙) 徐少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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