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新大學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                                          

機密等級：公開 校內 敏感 機密                                紀錄編號：              版本：1.0 

【資訊設備借用申請單】                                                                                                 

A 聯（管理者自存聯）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1 年             ※ 使用本表單時，請先確認表單版次是否已更新※ 

借用類別 □教學 □實習演練 □課程學習 □公務/專案 □其他__________ 

課程系所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作業名稱  

公務/專案名稱  借用單位  

申請人  學號/員工編號  

聯絡方式  e-Mail  

借出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用途概述 

 
 
 
 

平板電

腦 

1.iPad2 平板電腦(16G) APPLE 3G+WiFi □財產總號：100-01015-A    

2. iPad 2 平板電腦(32G) APPLE Wi-Fi+3G 版 □財產總號：100-01149-A     

3. iPad2 平板電腦(64G)  APPLE Wifi 版 □財產總號：100-01236-A 1 

4.iPad2 平板電腦(16G)  APPLE Wifi 版 □財產總號：100-01237-A  

6.iPad 4 平板電腦(64G) APPLE Wifi 版+Retina 顯示器*1; □財產總號：102-01506-A 

7. iPad Air2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28GB) □財產總號：103-00633-A  

8. iPad mini3 平板電腦 APPLE Wi-Fi+Cellular 版(128GB) □財產總號：103-00634-A 

9.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金色  □財產總號：105-01126-A    

10.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太空灰 □財產總號：105-01127-A   

11.New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6G)： 

□財產總號：101-01127-A、□財產總號：101-01128-A、□財產總號：101-01129-A、□財產總號：101-01130-A、□財產總

號：101-01131-A 

12. 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 □財產總號：105-00257-A、□財產總號：105-00258-A、□財產總號：105-00259-A、 

□財產總號：105-00260-A、□財產總號：105-00261-A、□財產總號：105-00262-A、□財產總號：105-00263-A 

13.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財產總號：106-00485-A 、□財產總號：106-00486-A、□財產總號：106-00487-A、

□財產總號：106-00488-A、□財產總號：106-00489-A、□財產總號：106-00490-A 

14. New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28GB) □財產總號：106-01089-A 、□財產總號：106-01090-A、□財產總號：  

106-01091-A、□財產總號：106-01092-A 

15. 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12.9 吋(Wi-Fi 版) □財產總號：106-01170-A、□財產總號：106-01171-A 

配件 
 □充電器×___：編號【   】【   】【   】【   】【   】【   】【   】【   】 

 □充電線×___：編號【   】【   】【   】【   】【   】【   】【   】【   】 

其 它   □其他_______ 

備 註   □未依相關規定辦理器材借用申請/歸還；□未依約定時間領取/歸還；□違反相關借用規定待處理中；□器材損毀/遺失  

 指導教師(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本組管理者(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借用申請者(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借用簽名  借用簽名  

歸還簽名  歸還簽名  

A聯由管理者保存，B聯由借用者自存，借用領取及歸還器材時，分別由管理單位管理者及器材借用者簽名以示 

器材交接無誤，任一欄位未簽名者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器材借用歸還時務必確實塡寫及核對器材編號、財產總號等相關資料，否則將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借用申請者一但提出申請，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願意接受及遵守本組相關實習器材使用規定。 

 



世新大學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                                          

機密等級：公開 校內 敏感 機密                              紀錄編號：              版本：1.4 

【資訊設備借用申請單】                                                                                                 

B 聯（使用者自存聯）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1 年             ※ 使用本表單時，請先確認表單版次是否已更新※ 

借用類別 □教學 □實習演練 □課程學習 □公務/專案 □其他__________ 

課程系所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作業名稱  

公務/專案名稱  借用單位  

申請人  學號/員工編號  

聯絡方式  e-Mail  

借出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用途概述 

 
 
 
 

平板電

腦 

1.iPad2 平板電腦(16G) APPLE 3G+WiFi □財產總號：100-01015-A    

2. iPad 2 平板電腦(32G) APPLE Wi-Fi+3G 版 □財產總號：100-01149-A     

3. iPad2 平板電腦(64G)  APPLE Wifi 版 □財產總號：100-01236-A 1 

4.iPad2 平板電腦(16G)  APPLE Wifi 版 □財產總號：100-01237-A  

6.iPad 4 平板電腦(64G) APPLE Wifi 版+Retina 顯示器*1; □財產總號：102-01506-A 

7. iPad Air2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28GB) □財產總號：103-00633-A  

8. iPad mini3 平板電腦 APPLE Wi-Fi+Cellular 版(128GB) □財產總號：103-00634-A 

9.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金色  □財產總號：105-01126-A    

10.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太空灰 □財產總號：105-01127-A   

11.New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6G)： 

□財產總號：101-01127-A、□財產總號：101-01128-A、□財產總號：101-01129-A、□財產總號：101-01130-A、□財產總

號：101-01131-A 

12. 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 □財產總號：105-00257-A、□財產總號：105-00258-A、□財產總號：105-00259-A、 

□財產總號：105-00260-A、□財產總號：105-00261-A、□財產總號：105-00262-A、□財產總號：105-00263-A 

13.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9.7 吋(Wi-Fi 版) □財產總號：106-00485-A 、□財產總號：106-00486-A、□財產總號：106-00487-A、

□財產總號：106-00488-A、□財產總號：106-00489-A、□財產總號：106-00490-A 

14. New iPad 平板電腦 Apple  Wifi 版(128GB) □財產總號：106-01089-A 、□財產總號：106-01090-A、□財產總號：  

106-01091-A、□財產總號：106-01092-A 

15. iPad Pro 平板電腦 Apple 12.9 吋(Wi-Fi 版) □財產總號：106-01170-A、□財產總號：106-01171-A 

配件 
 □充電器×___：編號【   】【   】【   】【   】【   】【   】【   】【   】 

 □充電線×___：編號【   】【   】【   】【   】【   】【   】【   】【   】 

其 它   □其他_______ 

備 註   □未依相關規定辦理器材借用申請/歸還；□未依約定時間領取/歸還；□違反相關借用規定待處理中；□器材損毀/遺失  

 指導教師(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本組管理者(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借用申請者(請填寫日期及時間) 

  

借用簽名  借用簽名  

歸還簽名  歸還簽名  

A聯由管理者保存，B聯由借用者自存，借用領取及歸還器材時，分別由管理單位管理者及器材借用者簽名以示 

器材交接無誤，任一欄位未簽名者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器材借用歸還時務必確實塡寫及核對器材編號、財產總號等相關資料，否則將視同未辦理器材領取與歸還。 

＊ 借用申請者一但提出申請，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願意接受及遵守本組相關實習器材使用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