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編號 財產名稱、規格及廠牌 計畫編號 財產編號 保管人 放置地點 狀態
101312000-04-04D ＴＡＮＩＴＡ體脂計 ＵＭ－０５０*2個 TCCT-1002A01 3110101-21 A#16-17 李怡真 智耕樓403 正常
101312000-04-04D CASIO 計算機2台 TCCT-1002A01 60101-03#80-81 李怡真 智耕樓403 正常
100312000-04-19D 雷射印表機*1台 TCCT-992A18 3140302-21#52 連健鈞 1 佳林長樂學堂 閒置
100312000-04-07D 印表機 *1台 TCCT-992A05 3140302-21#50 洪佳儀 智耕樓360-6 正常
101312000-04-22D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187片 TCCT-1001A01 3140601-10#1 洪茂欽 智耕樓331 正常
100312000-04-71D 全民健保資料庫光碟片143片 TCCT-1001A01 3140504-02#48 洪茂欽 智耕樓331 正常
101312000-04-47D 列表機1台 TCCT-992A14 3140302-21#58 紀麗梅 智耕樓426 正常
101312000-04-47D 數位錄音筆*1支 TCCT-992A14 4050304-26 B#60 紀麗梅 智耕樓426 正常
100312000-04-20D 專業進階錄音筆*1支 TCCT-992A19 4050304-26 B# 46 高夏子 智耕樓259-8 正常
101312000-04-33D 質性分析軟體1套 TCCT-1001A13 3140503-04#56 張玉婷 智耕樓232 正常
102312000-04-08A MAXQDA質性分析軟體1件 TCCT-1011A04 3140601-02#3 張玉婷 智耕樓232 正常

101312000-04-60A

個人電腦1組
TCCT-1011A07

3140101-03#2409

3140101-03 C#118

3140307-01#2496

張國平 醫學物理實驗室/研究大樓328 正常

101312000-04-45D
型號：cubee Mini-Centrifuge，廠牌/製造
國:GeneReach Biotechnology Corp/台灣

TCCT-992A12
離心機

3111104-01#18
許博翔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1312000-04-45D
型號：KB-RF85U，尺寸：寬47X高70X深39cm，
容量:85公升，廠牌/製造國：Sampo/台灣

TCCT-992A12
烘碗機

5010307-39#10
許博翔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1312000-04-45D
電子防潮箱，容量:87公升，廠牌/製造國：台灣防
潮科技公司/中國

TCCT-992A12
恆溫防潮櫃

5010105-34 #106
許博翔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1312000-04-45D
型號：C-MAG HS7，溫度：50-500度，轉速：
100-1500rpm，廠牌/製造國:IKA/德國 TCCT-992A12

電磁攪拌器兩台

3111114-02#11-12
許博翔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1312000-04-45D
可調式微量分注器，型號:Reference，規
格:0.1~2.5 ul，廠牌/製造國:eppendorf/德國

TCCT-992A12
分注器(4個)

3100703-13#21-24
許博翔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2312000-04-11D
A4彩色噴墨列表機，型號：L350，廠牌/製造

國:Epson/中國
TCCT-1011A06

列表機

3140302-01 #535
連志峰 智耕樓402 正常

100312000-04-16D
國衛院健保歸人檔案.170片

TCCT-992A15
應用軟體

3140504-02 #51
郭德貞 智耕樓404 正常

100312000-04-16D
全民健保資料庫住院明細檔案*183GB

TCCT-992A15
應用軟體

3140504-02 #52
郭德貞 智耕樓404 正常

105312000-04-33A

彩色雙面無線雷射列表機，型號：HL-3170CDW，支
援有線與無線網路，速度：22ppm (A4)，自動雙面
列印，廠牌/製造國：Brother/中國

TCCT-1042A07
列表機
3140302-01 #586

郭德貞 智耕樓404 正常

100312000-04-74D
數位錄音筆*1支

TCCT-1001A04
錄音筆

4050304-26 B #52
吳素月 智耕樓251-4 正常

101312000-04-05A
顯微鏡之暗視野聚光器 Dark field condenser*1
組 TCCT-1002A03

顯微鏡用暗視野集光器

3111101-01 #1
劉威忠 智耕樓258-2 正常

102312000-04-39A
高照度植物生⾧箱1台

TCCT-1012A03
生長箱

3101103-062 A #2
劉威忠 細胞與分子輻射生物實驗室 正常

101312000-04-17A
台製烘箱*1台

TCCT-1002A12
烘箱

3110102-06 #14
蔡⾧書 核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1312000-04-18D
化學層析分析用附件酸鹼度計*1組

TCCT-1002A12
酸鹼度計

3111316-04 #12
蔡⾧書 核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0312000-04-17D
印表機*1台

TCCT-992A16
多功能事務機

3140302-21 #48
蔡⾧書 智耕樓327 正常

102312000-04-50A
HP laserjet printer印表機1台

TCCT-1021A03
列表機

3140302-01 #536
楊珍慧 智耕樓366-7 正常

102312000-04-53A
Cubee 微量離心機 型號:cubee-II 廠
牌:GeneReach Biotechnol*1台 TCCT-1021A04

離心機

3111104-01 #19
戴國峰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2312000-04-53A
微量吸管(八爪)1支

TCCT-1021A04
微量吸管

3111101-50 #6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102312000-04-53A
微量吸管(單爪)

TCCT-1021A04
微量吸管

3111101-50#7-9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104312000-04-39A

電泳膠數位影像系統。型號：MiniGel 500，CCD真
實畫素為1360x1024，抽屜式紫外光板 302nm 波⾧
，附可見光板及1D電詠膠分析定量軟體㇐套，廠牌
/製造國：SageCreation/中國

TCCT-1041A01 
電泳膠數位影像系統

3111302-44 #3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104312000-04-39A

手提式電腦。型號：G50-80，CPU:Intel i5-5200U

，記憶體:4G，硬碟:1TB，FHD高畫質螢幕:15.6吋
，作業系統:win 8，廠牌/製造國:Lenovo/台灣 TCCT-1041A01 

手提式電腦

3140101-03 A #558
戴國峰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5312000-04-43A
試管振盪器。型號:Finev RTEX，廠牌/製造國:台
灣 TCCT-1041A01 

振盪器

3100508-134 #13
戴國峰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3312000-04-50A 液氮貯桶。型號：YDS-47-127含新型不銹鋼輪座，LN2 TCCT-1031A01
液氮貯桶

3013601-26 #5
戴國峰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3312000-04-50A
電子天秤。型號：PA214C，稱重範圍：0~210g，最
小讀值：0.0001g，廠牌/製造國：OHAUS/德國 TCCT-1031A01

電子天秤

3111101-02 #28
戴國峰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 正常

103312000-04-50A

電泳槽。二合㇐迷你水平電泳槽，型號:YEC-102，
規格:PC材質，50/100/150 V三種電壓可切換，1-

99分鐘計時功能，廠牌/製造國:Evernew/中國
TCCT-1031A01

電泳槽

3111302-37 #11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103312000-04-50A

酸鹼度計桌上型，型號：PH2700，PH範圍：-

2.000...20.000 pH，PH解析度：0.001/0.01/0.1

pH，廠牌/製造國：Eutech/新加坡 TCCT-1031A01
酸鹼度計

3111316-04 #14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3111302-43 #11 高夏子 智耕樓259-8 正常
3111311-00 #146 楊淑娟 智耕樓358 正常
3113301-03 #286 高夏子 智耕樓259-8 正常
3113301-03 #284 高夏子 智耕樓259-8 正常
3113302-01 #10 高夏子 智耕樓259-8 正常
3111311-00 #145 楊淑娟 智耕樓358 正常

101312000-04-19A

102312000-04-31A
定點式資料傳輸器組(血氧/血糖/血壓/EKG/健康管

理系統)1組
TCCT-1002A13

TCCT-1002A13定點式資料傳輸器組(血氧/血糖/血壓/EKG/健康管
理系統)*1組



104312000-04-11A

Brother DCP-1610W無線多功能雷射複合機。功能:

列印/影印/掃描列印速度:20ppm列印解析
度:2400*600dpi記憶體:32MB網路功能:無線網路連
線功能:USB2.0碳粉匣:TN-1000標準容量

TCCT-1032A04 3140302-21 #71 王錠堯 智耕樓227 正常

102312000-04-64A

農業用簡單網室。水泥基礎基座/35*45CM*41座，
水泥地板約9坪(含舖設二分鐵網)，綠色烤漆浪板
含庫房封板*15坪，上邊、側邊32目白網/含鋼索、
固定座及滑輪，手搖式捲揚機/4"*22組，含焊接、
五金另料及工資，廠牌/製造國：台灣

TCCT-1021A08 2010103-06 #1 耿念慈 耕福田農場 正常

102312000-04-64A
工作檯。尺寸：120*300CM，厚度：3CM，材質：南
方松，腳架：8.8方管，廠牌/製造國：台灣 TCCT-1021A08 5010302-02 #7 耿念慈 耕福田農場 正常

105312000-04-51A 

多功能事務機(彩色雷射傳真複合機)，型
號:LaserJet Pro 100 M177fw，功能:列印/影印/

掃描/傳真，廠牌/製造國:HP/台灣
TCCT-1051A03 

列表機
3140302-01 #573

陳立仁 智耕樓128 正常

105312000-04-51A 

型號：UX310UQ，處理器：Intel® Core™ i7-

6500U,2.5GHz，記憶體：8G DDR4 1600，LCD尺
寸：13.3" FHD 霧面寬螢幕 (LED)，顯卡：NVIDIA

940MX 2G獨顯，硬碟：512G SSD，廠牌/製造

TCCT-1051A03 
手提式電腦
3140101-03 A #577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6312000-04-59A 型號：DocuPrint M225z，規格：1.列印速度：
26ppm，2.列印解析度：2400×600dpi，3.影印速
度：26ppm，4.掃描類型：CIS，5.掃描解析度：
600×2400dpi(彩)，6.自動送稿ADF，7.傳真速度：
33.6kbps，8.PC傳真/接收：限Windows，9.連接功
能：高速USB2.0、無線網路、㇠太網路，10.

TCCT-1061A08 多功能事務機
3140302-21 #85

簡子超 智耕樓263

正常

106312000-04-65A 桌上型泛用離心機，型號：PURISPIN 4，最高轉
速：4000rpm，最大離心力:2612xg，安全偵測檢知
裝置，尺寸:：寬41.5cm*高29.7cm*深55.4cm，含
1.水平轉子S4100G 100ml*1支、2.承載管B100

100ml*4支、3.試管架S100T 1.5ml*4支、4.試管架
S100T 15ml*4支、5.試管架S100A 50ml*4支，

TCCT-1061A15 離心機
3111104-01 #22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6312000-04-65A 型號：MED-4VLF，工作檯面4尺，本體鐵板烤漆，
內部工作範圍及檯面SUS304不銹鋼材質，外部尺
寸:⾧130*寬78*高230cm，工作範圍:⾧117*寬63*

高57cm，含電子點火本身燈及腳踏開關，玻璃拉門
5mm厚透明強化玻璃，可任意調整高度，具腳踏開
關，不鏽鋼製，連接線⾧3公?，廠牌/製造國

TCCT-1061A15 無菌操作檯
3101103-17 #9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8312000-04-07A

軟體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CMA) V3 統合分
析統計軟體，授權人數：單機授權，授權年限：2
年，廠牌/製造國：Biostat/美國

TCCT-1061A05 3140504-00 A #1188 張紀萍 智耕樓423 正常



108312000-04-22A

三眼正立生物顯微鏡，型號：SG-EX30，規格：
具無限遠光學系統，四孔(含)以上旋轉式物鏡鼻輪
，140mm*132mm(含)以上之雙層機械式載物台，
複合式內建相位差/暗視野插片插槽，燈源可選擇
鹵素光源和LED光源，亮度可調整，有粗細同軸調
節輪，右側調節輪有手指微調器，機背設計凹槽

TCCT-1071A06 3111501-01 #108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8312000-04-66A
彩色雷射傳真複合機，型號：L-5190，功能：列
印、影印、掃描、傳真，廠牌/製造國：EPSON/
菲律賓

TCCT-1081A07
多功能事務機
3140302-21 #99

廖素絨 智耕樓255-5 正常

108312000-04-69A
無線雙面多功能雷射複合機，型號：DCP-
L2540DW，列印、複印、掃描、傳真、WI-FI無
線，廠牌/製造國:Brother/台灣

TCCT-1081A08
多功能事務機
3140302-21 #95

陳思羽 智耕樓111 正常

108312000-04-54A
倒立顯微鏡，型號：IVM-2A，含：LED光源*1，
10倍目鏡*2，4倍物鏡*1，10倍物鏡*1，20倍物
鏡*1，相位板*1，廠牌/製造國：Sage Vision/中

TCCT-1081A06
顯微鏡
3111501-01 #109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08312000-04-54A

型號：RS2200QUV，產水速度可達60L/hr以上，
電壓：110-220V，電流：2A(1A@220V)，尺
寸：W20.5*D35*H45cm，廠牌/製造國：
RephiLe/美國

TCCT-1081A06  超純水製造機3101103-102 #7 陳立仁 貴重及精密儀器中心二 正常

110312000-05-01B 高速冷凍型離心機/Hybrid Refrigerated
Centrifuge

AS-I-1091A 3111104-01 # 23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10312000-05-02B
非侵入性血管檢測儀/non invasive

vessel analysor、
AS-I-1091A 3111301-32＃ 1 郭育倫 智耕樓223

正常

110312000-05-03B
紓壓儀/Relief Device

AS-I-1091A 3111401-49#1 郭育倫 智耕樓223
正常

110312000-05-07B PhysioSuite 麻醉生理監測系統 AS-I-1091A 3111201-54#1 李家琦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10312000-05-05B 冷凍乾燥機 TCCT-1091A05  5010108-08＃7 陳立仁 分子醫學實驗室 正常
110312000-05-06B 16 吋 MacBook Pro TCCT-1091A01 3140101-03 A#754 張國平 醫學物理實驗室 正常
110312000-05-04B 超低溫冷凍櫃 TCCTPA-110-04 3013101-13 # 9 戴國峰 微生物實驗室 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