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95 37,120 0 37,12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6 55,890 0 55,89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7 73,150 0 73,15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8 101,163 0 101,163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99 176,908 0 176,908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0 88,840 16,080 72,760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1 94,284 64,892 29,392 餘額結轉至校務基金

102 19,096 0 19,096

合計 646,451 80,972 565,479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5959595～～～～102102102102年度貴重儀器收支一覽表年度貴重儀器收支一覽表年度貴重儀器收支一覽表年度貴重儀器收支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校主計室（截至10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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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    

民國 93 年 4 月 27 日 9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2 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共同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及促進科技發展，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

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貴重儀器為單價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之設備。本要點所稱之

一般性儀器為單價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未滿 100 萬元之設備。各院、中心、

系（所）所訂之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以下簡稱儀器）單價不可高於本要

點所訂之單價門檻。 

三、儀器負責人為「財產增加單」或「財產移動單」之使用人。 

四、儀器借用人資格： 

   （一）本校教師。 

   （二）本校學生且須經接受訓練並經儀器設備負責老師認可同意。 

   （三）研究助理須經計畫主持人及儀器設備負責老師認可同意。 

   （四）校外人士借用儀器資格由各院、系（所）、中心另訂之。 

五、儀器使用規定： 

    （一）借用採申請登記制度，且須經儀器負責老師及儀器所屬之系、所主

管同意。 

    （二）借用者須經儀器負責老師認可具備操作該儀器設備能力後方可獨立

操作。 

    （三）消耗性零件、藥品由借用人自備。 

    （四）因不當操作造成儀器損壞者，須負責損害賠償。 

    （五）夜間及例假日借用儀器，須經儀器負責老師及儀器所屬之系、所主

管同意。 

    （六）儀器使用權限、優先順序由各院、系（所）、中心另訂之。 

六、發生下列情事者，儀器負責老師得禁止其繼續使用該儀器並報校懲處之： 

    （一）未經認證合格擅自使用該儀器。 

    （二）未經核准即私自開機使用該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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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私自仿製儀器室鑰匙者。 

    （四）未依規定使用者。 

七、本校各項貴重儀器設備得酌收使用費，使用費可以現金或轉帳方式繳交，

校內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學校不重複收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用費依本校

校務基金 20％，儀器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

費扣除管理費 15％後，餘額依本校校務基金 20％，儀器所屬單位 80％之原

則分配；分配予儀器所屬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該儀器運作、維護、管理、

耗材等相關業務所需專款。 

八、總務處須定期提供本校儀器資訊並由研究發展處定期更新公告於網頁。 

九、各院、中心、系（所）應針對所屬儀器之屬性訂定相關管理準則，經各院、

中心、系（所）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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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貴重儀器使用標準作業流程貴重儀器使用標準作業流程貴重儀器使用標準作業流程貴重儀器使用標準作業流程    

 

 
試驗申請單位填寫「試驗申請委託單」，並依

委託服務流程與儀器聯絡人洽詢與估價。 

持「試驗申請委託單」至出納組

繳費，並填寫收據號碼。 

將「試驗申請委託單」繳回儀器聯絡人，並請

儀器聯絡人檢視試驗申請單位是否繳費，如已

繳費則進行試驗；試驗申請單位取件時，請攜

帶繳費收據。 

會計室依「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

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辦理入帳。 

校內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學校不

重複收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用費

依本校校務基金 20％，儀器所屬單

位 80％之原則分配。 

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扣除管

理費 15％後，餘額依本校校務基金

20％，儀器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

配。 

分配予儀器所屬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該儀器

運作、維護、管理、耗材等相關業務所需專款。 

未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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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點點點點、、、、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點點點點、、、、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點點點點、、、、第第第第七七七七點點點點及第九及第九及第九及第九點點點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共同提升學術研究水

準及促進科技發展，特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貴

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為共同提升學術研究水

準及促進科技發展，特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貴

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之貴重儀器

為單價新台幣 100 萬元

以上之設備。本要點所

稱之一般性儀器為單價

新台幣20萬元以上未滿

100 萬元之設備。各各各各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所訂

之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

器（以下簡稱儀器）單

價不可高於本要點所訂

之單價門檻。 

二、本要點所稱之貴重儀器

為單價新台幣 100 萬元

以上之設備。本要點所

稱之一般性儀器為單價

新台幣20萬元以上未滿

100 萬元之設備。各院各院各院各院、、、、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系系系系（（（（所所所所））））所訂之

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

（以下簡稱儀器）單價

不可高於本要點所訂之

單價門檻。 

「各院、中心、系（所）」修

正為「各學院、系（所）、中

心」。 

三、儀器負責人為「財產增

加單」或「財產移動單」

之使用人。 

三、儀器負責人為「財產增

加單」或「財產移動單」

之使用人。 

本點未修正。 

四、儀器借用人資格： 

（一）本校教師。 

（二）本校學生且須經接受

訓練並經儀器設備負

責老師認可同意。 

（三）研究助理須經計畫主

持人及儀器設備負責

老師認可同意。 

（四）校外人士借用儀器資

格由各各各各學學學學院院院院、系（所）、

中心另訂之。 

四、儀器借用人資格： 

（一）本校教師。 

（二）本校學生且須經接受

訓練並經儀器設備負

責老師認可同意。 

（三）研究助理須經計畫主

持人及儀器設備負責

老師認可同意。 

（四）校外人士借用儀器資

格由各院各院各院各院、系（所）、

中心另訂之。 

「各院」修正為「各學院」。 

五、儀器使用規定： 

（一）借用採申請登記制

度，且須經儀器負責老

師及儀器所屬之系、所

五、儀器使用規定： 

（一）借用採申請登記制

度，且須經儀器負責老

師及儀器所屬之系、所

「各院」修正為「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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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同意。 

（二）借用者須經儀器負責

老師認可具備操作該

儀器設備能力後方可

獨立操作。 

（三）消耗性零件、藥品由

借用人自備。 

（四）因不當操作造成儀器

損壞者，須負責損害賠

償。 

（五）夜間及例假日借用儀

器，須經儀器負責老師

及儀器所屬之系、所主

管同意。 

（六）儀器使用權限、優先

順序由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系

（所）、中心另訂之。 

主管同意。 

（二）借用者須經儀器負責

老師認可具備操作該

儀器設備能力後方可

獨立操作。 

（三）消耗性零件、藥品由

借用人自備。 

（四）因不當操作造成儀器

損壞者，須負責損害賠

償。 

（五）夜間及例假日借用儀

器，須經儀器負責老師

及儀器所屬之系、所主

管同意。 

（六）儀器使用權限、優先

順序由各院各院各院各院、系（所）、

中心另訂之。 

六、發生下列情事者，儀器

負責老師得禁止其繼續

使用該儀器並報校懲處

之： 

（一）未經認證合格擅自使

用該儀器。 

（二）未經核准即私自開機

使用該儀器。 

（三）私自仿製儀器室鑰匙

者。 

（四）未依規定使用者。 

六、發生下列情事者，儀器

負責老師得禁止其繼續

使用該儀器並報校懲處

之： 

（一）未經認證合格擅自使

用該儀器。 

（二）未經核准即私自開機

使用該儀器。 

（三）私自仿製儀器室鑰匙

者。 

（四）未依規定使用者。 

本點未修正。 

七、本校各項貴重儀器設備

得酌收使用費，使用費

可以現金或轉帳方式繳

交，校內使用單位繳交

之使用費學校不重複收

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

用費依本校校務基金 20

％，儀器所屬單位 80％

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

單位繳交之使用費扣除

管理費 10101010％％％％後，餘額依

本校校務基金 20％，儀

七、本校各項貴重儀器設備

得酌收使用費，使用費

可以現金或轉帳方式繳

交，校內使用單位繳交

之使用費學校不重複收

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

用費依本校校務基金 20

％，儀器所屬單位 80％

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

單位繳交之使用費扣除

管理費 15151515％％％％後，餘額依

本校校務基金 20％，儀

一、「15％」修正為「10％」。 

二、本點增修「該分配金額

自分配年度起，3年度內

使用完畢，如有餘額悉數

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

用」內容。 

第 33 頁



器所屬單位 80％之原則

分配；分配予儀器所屬

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

該儀器運作、維護、管

理、耗材等相關業務所

需專款，該分配金額自該分配金額自該分配金額自該分配金額自

分配年度起分配年度起分配年度起分配年度起，，，，3333 年度內使年度內使年度內使年度內使

用完畢用完畢用完畢用完畢，，，，如有餘額悉數如有餘額悉數如有餘額悉數如有餘額悉數

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結轉至校務基金統籌運

用用用用。    

器所屬單位 80％之原則

分配；分配予儀器所屬

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

該儀器運作、維護、管

理、耗材等相關業務所

需專款。 

八、總務處須定期提供本校

儀器資訊並由研究發展

處定期更新公告於網

頁。 

八、總務處須定期提供本校

儀器資訊並由研究發展

處定期更新公告於網

頁。 

本點未修正。 

九、各各各各學學學學院院院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應針對所屬儀器之屬性

訂定相關管理準則，經

各各各各學學學學院院院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九、各院各院各院各院、、、、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應針對所屬儀器之屬性

訂定相關管理準則，經

各院各院各院各院、、、、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各院、中心、系（所）」修

正為「各學院、系（所）、中

心」。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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