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財產名稱 摘要 單位 購置日期 使用單位 放置地點 保管人

1 氨基酸分析儀 全自動安氨基酸分析儀 台 095.12.31 檢驗中心食品檢驗組 A32-708室 吳思敬

2 反應器 環境保全食品技術訓練設備 個 089.12.29 食品科學研究所 A06-101微生物實驗室 李益榮

3 質譜儀 液相層析高解析串聯式質譜儀 套 096.12.14 食品科學系 A32-718室 吳思敬

4 萃取器 精油萃取分離與分析設備 式 097.11.07 食品科學系 A32-710室 羅至佑

5 原子吸收光譜儀 原子吸收光譜儀 個 088.06.30 食品科學系 A06-210精密儀器室 吳思敬

6 自動生化分析儀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組 096.11.01 食品加工廠 A22-202王璧娟研究室 王璧娟

7 脂肪測定裝置 粗脂肪快速檢測設備 臺 096.03.13 檢驗中心食品檢驗組 A32-712實驗室 吳思敬

8 螢光測定儀 黴菌毒速檢測分析儀 只 096.03.13 檢驗中心食品檢驗組 A32-708室 吳思敬

9 顯微鏡 高解像顯微鏡 臺 091.12.31 水生生物學系 A28-306精密儀器室 陳哲俊

10 質譜儀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套 094.04.19 水生生物學系 A28-403研究室 秦宗顯

11 汞分析儀 汞分析儀 只 094.02.21 水生生物學系 A28-306精密儀器室 秦宗顯

12 微量重金屬分析儀 微量金屬分析儀 只 092.12.12 水生生物學系 A28-306精密儀器室 秦宗顯

13 原子吸收光譜儀 原子吸收光譜儀 個 094.12.31 水生生物學系 A28-306精密儀器室 秦宗顯

14 機械手臂 核酸點矩陣設備 臺 092.09.23 生化科技研究所 A15-201實驗室 陳瑞祥

15 顯微鏡 倒立螢光顯微鏡 臺 089.12.01 生化科技學系 A25-210細胞實驗室 蘇建國

16 顯微鏡 研究級正立螢光顯微鏡 式 095.12.31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3室 楊奕玲

17 分光分析儀 多組式分光光度計 臺 096.10.11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4室 林芸薇

18 顯微鏡照相機 顯微照相設備 臺 089.12.20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3室 張心怡

19 蛋白質分析裝置 二維蛋白質影像分析系統 套 095.08.08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5室 翁秉霖

20 快速蛋白質分析儀 多功能純化工作站 套 093.03.22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4室 翁秉霖

21 毛細電泳分析儀 自動電泳儀 套 095.08.08 生化科技學系 A32-514室 林芸薇

22 生物感應反應測為器 多頻驚嚇反應系統 臺 094.12.31 生化科技學系 A25-303研究室 楊奕玲

23 電腦控制血液化學分析儀 血液自動分析儀 臺 089.12.18 生化科技學系 A25-204研究室 黃襟錦

24 免疫酵素分析儀 免疫分析儀 套 095.08.08 生化科技學系 A25-103生化實驗室 周微茂

25 影像分析處理設備 冷光影像分析儀 部 089.12.30 生化科技學系 A25-104研究室 蘇建國

26 醱酵槽 原地滅菌式醱酵槽 座 089.12.26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22-109蔣宗哲研究室 蔣宗哲

27 醱酵槽 微電腦醱酵槽 座 089.12.26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25-202實驗室 謝佳雯

28 反應器 同步定量聚合酵素反應器 個 094.12.3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32-618室 朱紀實

29 光譜分析儀 螢光光譜儀 組 089.12.01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25-306A室 吳進益

30 顯微鏡螢光裝置 活細胞螢光影像觀察系統 組 099.09.06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翁炳孫

31 質譜儀 高效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套 092.03.21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32-719室 陳立耿

32 質譜儀 氣相層析質譜儀 套 092.10.29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32-702室 陳立耿

33 分子量測定器 分子交互作用偵測儀 組 099.06.17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25-205室 謝佳雯

34 分子量測定器 溶劑型分子交互作用偵測設備 組 099.06.17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25-205室 謝佳雯

35 萃取器 超臨界流體萃取系統 套 089.12.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32-702室 陳立耿

36 體液藥品探查分析器 高速液相藥物分子分析系統 組 090.09.10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25-407活性天然物研 陳立耿

37 微量細胞收集器 細胞自動計數分析暨影像處理系個 095.12.3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32-604室 翁博群

38 液相層析儀 HPLC高速液相層析儀 臺 089.12.01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25-306A研究室 吳進益

39 微波消化儀 微波消化系統 臺 093.12.01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25-406有機合成室 吳進益

40 電泳用壓克力槽 雙向電泳設備 組 094.12.3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25-203室 謝佳雯

41 離心機 超高速離心機 台 089.12.18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A25-403室 吳進益

42 螢光流動細胞儀 流式細胞儀 套 092.11.25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32-618室 翁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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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磁共振儀 核磁共振儀 NMR AVANCE III 50 099.8.13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A32-702室 吳進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