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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智慧醫療研究中心貴重儀器管理辦法 

 

108.04.17 中心會議制訂 

109.03.10 中心會議修訂 

 

第一條 辦法目的 

本校智慧醫療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有效發揮貴重儀

器之服務及使用效益，提升產業與學術之研究合作並延長機台

使用壽命，達到自給自足實現資源共享，訂定「智慧醫療研究

中心貴重儀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服務項目 

服務依據本中心各貴重儀器可量測之模式訂定。 

一、 X 光繞射儀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XRD) 

1. 廣角繞射 (Wide Angle X-Ray Diffraction, WAG) 

2. 低掠角薄膜繞射(Grazing Incidence X-ray Diffraction, 

GIXRD) 

3. 高溫模式 (High Temperature Mode, MTC-HIGHTEMP) 

 

二、 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Field-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1. 微結構觀察 (Secondary Electron Image, SEI) 

2. 背向式散射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 BEI) 

3. 能量分散式光譜儀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 

4. 波長分散式光譜儀 (Wavelength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WDS) 

 

三、 掃描探針顯微鏡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PM) 

1. 表面形貌 (Contact Mode, Tapping Mode) 

2. 單點式/全面式力場曲線 (Force Curve) 

3. 磁力顯微模式 (MFM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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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靜電力顯微模式 (EFM Mode) 

5. 表面電位能顯微模式 (SEPM Mode) 

6. 壓電響應顯微模式 (PFM Mode) 

7. 導電顯微模式 (CAFM Mode) 

8. 掃描電容顯微模式 (SCM Mode) 

第三條 委託檢測申請流程 

預約作業→實驗樣品送測→完成實驗結果→發送繳費通知→繳

費→完成收費→領取試驗報告 

委託單位須詳細填寫申請表內容，並請公司主管或指導老師簽

名。本中心收到申請表後，經過儀器負責人與本中心負責人簽

名確認同意並安排樣品檢測事宜，本中心助理依機台可使用時

間，與委託單位聯繫安排量測日期及時間並按申請表委託檢測

項目安排樣品檢測。委託單位必須在檢測日期前三天內將樣品

送達或當天自行攜帶送檢，當天完成後會發送繳費通知，待收

費完成後將會寄送試驗報告。 

第四條 收費標準 

本中心提供貴重儀器委託量測樣品之作業，中心收費標準如附

表(表號：A0L0030102)，依不同量測之機台項目有不同收費標

準，如有變更將另行公告在本中心的網頁。委託單位申請樣品

分析時，須在 7 天前先以書面方式提出預約申請，並填寫「明

志科技大學智慧醫療研究中心樣品試驗申請單」。(表號：

A0L0030202) 

第五條 試驗樣品規範 

一、 X 光繞射儀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XRD) 

1. 塊材樣品尺寸不得超過:直徑 40mm x 高 4.5mm， 

粉末樣品裝填載台體積:直徑 25mm x 高 1mm。 

2. 不接受具揮發性與毒性之試樣。 

3. 高溫模式塊材樣品尺寸不得超過:長 20mm x 寬 10mm x 

高 1mm；粉末樣品需備足 0.5 公克以上，不接受具揮發

性如有機物、高分子等，低熔點材料如:銦,錫等,會產生

相變及蒸鍍效應。 

二、 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Field-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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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品尺寸不得超過：直徑 100 mm x 高 40mm。 

2. 為減少儀器不必要的污染，本儀器設備不接受以下材料 

A. 磁性材料(鐵、鈷、鎳等磁性材料)或易被電磁透鏡

吸引的粉末型式樣品。 

B. 低熔點材料如:銦,錫等,會產生相變及蒸鍍效應。 

C. 在電子束照射下會分解或釋出氣體之揮發性樣品，

如有機物、高分子等，會影響真空、造成污染。 

3. 樣品若為粉末材料，可壓製成錠(塊)狀，並確認沒有鬆

動粉體。 

4. 樣品送驗前先確認已充分乾燥。 

三、 掃描探針顯微鏡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PM) 

1. 樣品尺寸不得超過：直徑 15mm x 高 20mm。 

2. 本儀器設備不接受高粗糙度 Ra>2μm、具有黏稠度樣

品。 

3. 樣品若為粉末材料，可壓製成錠(塊)狀，並確認沒有鬆

動粉體。 

4. 樣品送驗前先確認已充分乾燥。 

第六條 試驗經費運用 

委託檢測服務費用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學校管理費，百分之

八十為本中心之耗材費，文具費與設備儀器維修保養費支付使

用，由本中心檢附單據委請中心助理協助辦理核銷。 

第七條 試驗結果報告 

受委託樣品試驗結果報告以電子檔提供，並以 E-mail 傳送給

委託者。 

第八條 附則 

上述規則若未遵守，本中心保留隨時終止、取消、變更儀器使

用之權利，以上如有系統操作疑問或特殊情況請洽本中心人

員，以免影響個人權利。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中心事務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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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 療研究中心 儀 器設備名稱與 收費標準  

 設備名稱 分析項目 收費標準 

1  
X 射線繞射光譜儀(XRD) 

BRUKER, D8 ADVANCE 

ECO 

廣角繞射 1,000 元/樣品+ 1,000

元/小時 低掠角薄膜繞射 

高溫模式 

時段收費 

10,000 元/3 小時 

(適用於量測溫度 

1000℃以下，註 2) 

2  
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FE-SEM) 

JEOL, JSM-7610F 

含以下項目 

微結構觀察(SEI) 

背向式散射(BEI) 

半定量(EDS) 

5,000 元/3 小時 

波長分散式光譜儀 

(WDS) 
5,000 元/3 小時 

鍍白金機 500 元/次 

截面離子拋光機 3,000 元/1 小時 

3  
掃描探針顯微鏡 (SPM) 

BRUKER, MultiMode 8 

表面形貌 

含以下項目 

Contact mode 

Tapping mode  
5,000 元/3 小時 

探針費用:500 元/次 
單點式/全面式 

力場曲線  

Force curve 

靜電力顯微模式 

EFM mode 

磁力顯微模式  

MFM mode 

5,000 元/3 小時 

探針費用:1,000 元/次 

表面電位能顯微模式 

SEPM mode 

壓電響應顯微模式 

PFM mode 

導電顯微模式 

CAFM Mode 

掃描電容顯微模式 

SCM mode 

註 1：校內單位與長庚友校則以標準收費之 7 折計算。 

註 2：Ｘ射線繞射光譜儀(XRD)高溫模式，需加熱至 1000 度以上則需

另外評估收費標準。 

表號：A0L00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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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號：A0L0030202 

明志科 技大學智慧醫 療 研究中心樣 品試驗申請單  

 
申請單留存智慧醫療研究中心辦公室 

申請單位之系所/公司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E-mail)  
 申請人姓名  

電話/手機  

申請單位之地址  

收據抬頭  收據統一編號  

儀器設備名稱  檢測項目  

安排樣品分析日期 

(本中心填寫) 

安排

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 下午                  

實際

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 下午                  

樣品數量            件  

樣品組成元素  樣品性質  

樣品說明 
□塊材 □粉體 □薄膜 □其他  

備註 

實驗目的  

樣品危險性 □無毒 □有毒:         

需求說明 
□樣品需取回 (請附上

回郵郵資、包裝等) 
費用 

預估：       元(本中心填寫) 

實際：       元(本中心填寫) 

委託單位之指導老師/公司主管  
委託單位之 
研究生/聯絡人 

 

樣品量測者(本中心填寫)  
智慧醫療 

中心負責人 
 

備註：1.請於「樣品組成元素」及「樣品性質」欄位詳述樣品元素及性質，務必誠實申報。如果

發現申報不實造成儀器污染或損壞時，本中心有求償的權利。  

      2.請於「檢測項目」欄位詳述樣品需檢測的項目。 

      3.申請內容如有不實，取消使用權利，各項設備申請須在 7 天前提出。 

      4.請將以上表單資料填寫完整後寄本中心助理。 

      5.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公司/個人資料，作為試驗分析聯絡之用途，即日起永久保存於智慧醫

療中心辦公室。 

6.委樣前請先與本中心貴儀管理者聯絡，聯絡資訊:heidiwang@mail.mcut.edu.tw 王聖棻 

繳 款 方 式 

□ 逕至總務處出納組繳款。 

□ 銀行本票、銀行支票、郵政匯票（抬頭均請開立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 逕匯入學校帳戶者：請務必於匯款單註明智慧醫療研究中心檢測費及繳款

人姓名/單位，入帳後將由智慧醫療研究中心郵寄收據。 

                      請逕匯華南銀行泰山分行 008 

                      專戶存款帳號：193200017296 

                      戶名：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 

繳費日期： 
 

 

 

收據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