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電腦主機 個人電腦主機 螢幕 17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含螢幕) 17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7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含19吋LCD)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含15吋液晶螢幕) 22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含17吋螢幕) 電腦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5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寬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9吋液晶顯示器

企業型電腦 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含19吋LCD) 24吋寬螢幕LED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22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7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螢幕

企業精簡型電腦 19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含17吋螢幕) 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 17吋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15吋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17吋液晶彩色螢幕

個人電腦主機 24吋寬螢幕LED液晶顯示器

個人電腦主機

個人電腦主機

個人電腦主機 平板筆電 平板筆電

Android高階平板電腦

筆記型電腦

/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10吋

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電視 20吋彩色電視機

筆記型電腦 20吋彩色電視機

筆記型電腦 20吋彩色電視機

筆記型電腦 20吋彩色電視機

平板電腦10.1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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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藍芽掌上型電腦 不斷電系統 不斷電系統

電源供應器 不斷電系統

伺服器 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網路儲存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機架式1U網路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SSLVPN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終端電腦網路存取控制伺服 不斷電系統

刀鋒型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機箱刀鋒型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IU超薄型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IU超薄型伺服器 電源供應器

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超薄型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IU超薄型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中階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中階伺服器 不斷電系統

不斷電系統

螢幕/

電視
彩色電視機 不斷電系統

17吋液晶螢幕

15吋彩色液晶顯示器 印表機 彩色雷射印表機

17吋液晶螢幕 傳真機 彩色印表機

傳真機

不斷電裝置 不斷電系統 雷射印表機

不斷電供應系統 彩色雷射印表機

不斷電系統 雷射普通紙傳真機

不斷電系統

不斷電裝置 硬碟 3.5吋外接硬碟

不斷電供應系統 2.5吋防撞擊可攜式硬碟

不斷電裝置 2.5吋防撞擊可攜式硬碟

2.5吋防撞擊可攜式硬碟

※層析儀 液相層析儀 可攜式硬碟

高效液相層析儀 可攜式硬碟

液液相層析儀(送液系統) 外接式硬碟

高效液相層析儀 外接式硬碟

高效液相氨基甲酸鹽分析系

統HPLC
外接式硬碟

氣液相層析儀(GLC) 攜帶式外接硬碟

氣相層析儀(附數據處理系 攜帶式外接硬碟

氣相層析儀(GC) 2.5吋行動硬碟

氣液層析儀 外接式備份裝置

氣液層次分析儀 2.5吋外接式硬碟

中壓液相層析儀 RE4企業級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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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外接式硬碟(200G)

相機/攝影 影像記錄器 外接式硬碟

數位相機 外接式硬碟

數位式彩色影像擷取器

數位相機 相機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 風扇/電扇 立扇

數位相機 電扇

電扇

冷藏櫃/

冰箱
冷凍櫃(立式) 16吋立扇

電冰箱 立扇

低溫冷藏櫃(白色) 立地扇

-20度雙門冷凍櫃 排風扇

電冰箱 排風扇

冷凍櫃(立式) 大同立扇

電冰箱 立扇

電冰箱 直立型電扇

雙門電冰箱 桌立扇

變頻電冰箱 桌立扇

冰箱 溫控型抽氣風扇

電冰箱(綠) 電扇

冷凍櫃(立式) 排吸兩用通風機

直立式超低溫冷凍櫃 14吋百葉窗型吸排通風扇

單門冷藏櫃 排風扇

變頻電冰箱 壁扇(抽氣風扇)

電冰箱 排風機

排風機

冷氣 分離式冷氣機 電風扇

分離式冷氣機 定時桌立兩用扇

分離式冷氣機 立扇(14吋)

分離式冷氣機 循環扇(10吋)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 箱型扇

冷氣機

冷氣機 電話 數位無線電話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 行動電話 電話機

分離式冷氣機 電話機

冷氣機 數位無線電話機

電話機

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 手機

影印機 雷射印表機 無線高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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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數位式多功能彩色複合機 椅子 辦公椅

彩色雷射印表機 辦公椅

印表機 會議椅

多功能事務機 會議椅

會議椅

振盪器/

震盪器
分液漏斗振盪機 辦公椅

迷你多功能震盪混合器 人體工學辦公椅

分液漏斗振盪器 人體工學辦公椅

人體工學辦公椅

濃縮機 真空濃縮機 戶外休閒椅

濃縮機 戶外休閒椅

濃縮機附屬冷卻循環器 戶外休閒椅

濃縮機 戶外休閒椅

真空濃縮機 戶外休閒椅

迴轉真空濃縮機 高低椅

濃縮機 辦公椅

濃縮機 辦公椅

旋轉減壓濃縮機 辦公椅

旋轉減壓濃縮機 電腦椅

濃縮機 高腳椅

濃縮機 實驗椅

實驗椅(藍色)

幫浦 水流減壓閥(水流幫浦) 迴轉椅

水流真空幫浦 迴轉椅

無油式真空幫浦 辦公椅

隔膜式真空幫浦 辦公椅

實驗子

飲水機 冰溫熱三用飲水機 電腦椅

冰溫熱三用飲水機 氣壓椅

辦公椅

其他 電子郵資秤 辦公椅

空壓機 辦公椅

烘箱 旋轉椅

烘箱

定溫箱 櫃子 資料櫃

單門植物生長箱 資料櫃

植物生長箱 資料櫃

高倍率解剖顯微鏡 書櫃

影像處理機組 玻璃吊櫃

電泳用壓克力槽 實門吊櫃

冷凍乾燥機 公文櫃(鋼製)

真空離心濃縮機 吊櫃

液態氮桶 鐵櫃(雙層)

動產 非消耗品

第 4 頁，共 9 頁



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液態氣筒 鐵櫃(雙層)

電動封口機 活動櫃

電子天平 公文櫃(雙開門上置式)

氮氣產生器 展示櫃

均質機 展示櫃

酸鹼度計 公文櫃

氮氣產生器

鋼瓶架及固定座 桌子 雙邊辦公桌

均質機 電腦桌

均質機(打碎頭及固定架) 辦公桌

全自動清洗機 辦公桌

空氣產生器 電腦桌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自動取

樣器
會議桌

小型熱交換器 電腦桌

感應偶合電漿光譜儀 電腦辦公桌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電腦桌

電漿質譜儀介面及自動進樣

控制
會議桌

測砷用氫化裝置 辦公桌(平桌)

冷卻循環水槽 電腦桌

原子吸收光譜儀 辦公桌

無菌操作台

沖孔機
微量吸管/

分注器
微量吸管

分注器 微量滴管

加壓溶劑萃取儀 微量滴管

組織均質機 微量滴管

恆溫水槽 微量滴管

後反應裝置 微量自動吸管

可程式螢光偵測儀 微量自動吸管

液相層析幫泵系統 電動移液分注管

螢光檢測器 電動吸管輔助器

氨基甲酸鹽分析儀 微量滴管

微電腦真空控制器 微量滴管

冰溫熱三用RO逆滲透純水機 微量吸管(P1000)

自動樣品注入器 微量吸管(P200)

液液層次分析儀自動注入器 微量吸管(P100)

植物生長箱 微量吸管(P20)

植物生長箱 微量吸管(P20)

溫溼度自動記錄器 微量吸管(P2)

自記式溫溼度計紀錄器 微量吸管(P20)

低溫振盪培養箱 微量吸管(P200)

低溫迴轉式震盪培養箱 微量吸管(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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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離心機 微量吸管(P100)

高壓蒸氣滅菌鍋 微量吸管(P100)

光電倍增管檢測器 微量吸管(P200)

二維蛋白電泳儀 微量吸管(P10)

酵素免疫分析儀 微量吸管(P2)

天秤 微量吸管(P1000)

活動附吸煙櫃 微量吸管(P1000)

攪拌混和機 可調式微量吸管10ml

合成設備 微量吸管(P1000)

有機合成玻璃反應槽 微量吸管

雷射放置櫃 微量滴管(1-5ml)

DVD對拷機 微量滴管(P5000)

DVD對拷機 電動分柱器

硬碟式DVD錄放影機 電動分柱器

割草機 微量滴管

穩壓器 微量滴管

振盪器 微量滴管

精密型自動溫溼度紀錄器 微量滴管

超音波洗淨機 微量滴管

攪拌混合器 微量滴管

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器 微量吸管

熱循環機 微量滴管

遠端機房環境控制器

機架式1U低階網路附加儲存

系統
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

防火牆系統設備 空氣清淨機

刀鋒伺服器機箱 空氣清淨機

光纖交換器 空氣清淨機

質譜離子源及控制分析軟體

真空幫浦控制器 微波爐 微波爐

打碎機(主機及均質頭)

濃縮機附屬冷卻循環器 光碟機/ 燒錄機

真空濃縮機 燒錄器/ DVD播放主機

真空控制器 DVD播放機 DVD播放機

電子天平 DVD燒錄器

層析質譜儀配件

離子阱多重串聯質譜儀 飲水機 溫熱二用飲水機

梯度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儀

紅外線麥克風 其他 馬達

紅外線麥克風 電磁攪拌器

紅外線麥克風 DVD燒錄器

紅外線麥克風 行車紀錄器(含16G卡)

顯微影像數位取像量測分析系統 試管振盪器

日度積分儀 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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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日度積分儀 其他 檯燈

衛星定位儀 防潮箱

活動吸附煙櫃 防潮箱

夜視鏡 防潮箱

風速計 充電式手提教學擴音機

穩壓器 腰掛式有線擴音機

製冰機 腰掛式有線擴音機

電源調節器 迷你微量離心機

土壤汞測定儀 手機

超音波霧化器 鋼瓶壁式固定座

氫化物產生器 隨機記憶體

水浴器 置物架

洗地打蠟機 不鏽鋼置物架

紫外線照射箱 不鏽鋼置物架

UV照射箱 不鏽鋼置物架

血液凝固快速測定儀 不鏽鋼置物架

15ml梯度製造器 迷你磨粉機

單槍液晶投影機 除濕機

高速樣品處理機 除濕機

不鏽鋼高速樣品處理機 除濕機

上部頂空取樣裝置 除濕機

自動注入器溫控裝置 大同電鍋

行動電話機 電子鍋

雷射普通紙傳真機 電子鍋

直立式蔬菜前處理切菜混合 電鍋

JVC 監視機 電動吸球

DVD放映機 推車

雷射碟影機 電熨斗

72片碟影機 手提CD

雷射唱片點歌機 水浴器

顯微鏡 手提鎳氫充電式吸塵器

衛星導航中文PDA TMK-152

迷你垂直電泳槽 TMK-152

空拍機 手推車

真空抽氣系統 碎紙機

離心機   無線基地台

低溫循環水槽   無線鍵盤滑鼠組

工業標準電腦櫃 無線滑鼠

田間偵測伺服器系統 無線馬拉松滑鼠

監視錄影系統(主機及攝影機

4台)
錄音筆

移動式藥劑抽氣櫃 錄音筆

立體顯微鏡照相組 標準色溫看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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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分類 名稱

連續分住器 其他 攝影機腳架

攜帶式酸鹼度及導電度測定儀 蛋白質溶離電泳槽

電動機  蛋白質溶離電泳槽

桌上型高速離心機 蛋白質溶離電泳槽

微生物培養箱 電子計算機

微生物細胞培養箱 A4單面掃描器

均質機 無線N路由器

解剖顯微鏡 超世代路由器

酸鹼值測定儀 無線路由器

HD數位機上盒

三用電表

分類 名稱 三用電表

其他 防潮櫃 3KW穩壓器

水管 計算機

銅製裁紙刀 電子風速計

恆溫熱水器 磨豆機

溫溼度紀錄盒 磨豆機

萬用眝存包 高壓消毒鍋

電泳槽 單次簽約看板

網路電力轉換器 單次簽約看板

簡報器 單次簽約看板

高速A4單面高階掃描器 單次簽約看板

攝影機 單次簽約看板

藍芽滑鼠 單次簽約看板

電動離心機 防潮櫃

8埠網路交換器 高速A4文件掃描器

網路交換器 噴霧機

釘書機 無限AP分享器

無線簡報器 感應式電子輔助器

無線簡報器 攜帶式攝影機

電鍋 冷凍紙盒架

電鍋 藍光ATM讀卡機

除濕機 無線滑鼠

計算機 手動三孔打洞器

無線鍵盤滑鼠組 噴霧機

噴藥桶 振盪器

抽水馬達 小型水平電泳槽

冰箱 攜帶式保溫桶

酸鹼度計 電磁攪拌器

除濕機 類比式4埠KVM電腦切換器

CO2氣體鋁製鋼瓶 無線光學鍵滑鼠組

單門冷藏櫃 行動電源盒

螢幕分配器含配線 真空吸氣馬達

無線鍵盤滑鼠組 電磁加熱攪拌器

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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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報廢財物清冊

分類 名稱

其他 美杉蜂箱

美杉蜂箱

美杉蜂箱

美杉蜂箱

蜂箱

美杉蜂箱

美杉蜂箱

蜂箱

蜂箱

世界地理博物館

磨粉機

中文數位雙子機

五埠網路交換器

人體工學滑鼠

非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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