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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執行同意書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

服務計畫執行同意書 

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執行同意書 

本部秉持基礎研究核心設施資

源共用共享精神，推動本計

畫，為使本要點所補助設施及

服務，由儀器價格回歸基礎研

究核心設施體系之核心價值，

爰配合本計畫要點名稱修正。 

修 正 前 言 現 行 前 言 說 明 

立同意書人即本計畫主持

人：______，依科技部補助基

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

務計畫作業要點，在行政院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年度預

算項下接受補助下述計畫： 

計畫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計畫編號：MOST  -  -  

-    （科技部第    次行政

會報編號第    號通過） 

補助經費：新臺幣(大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立同意書人即本計畫主持

人：______，依科技部補助貴

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作

業要點，在行政院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基金年度預算項下接

受補助下述計畫： 

計畫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計畫編號：MOST  -  -  

-    （科技部第    次行政

會報編號第    號通過） 

補助經費：新臺幣(大

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將「貴重儀器」修正為「基礎

研究核心設施」，配合要點名

稱修正文字。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補助項目以

科技部審查通過之計畫

經費核定清單所列為準。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補助項目以

科技部審查通過之計畫

經費核定清單所列為準。 

本點未修正。 

二、本計畫之補助經費，依政

府有關法令規定覈實動

支，不得移作他用。執行

期滿後三個月內，依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經費結

報，如有結餘，除已實施

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

外，應全數繳還。 

二、本計畫之補助經費，依政

府有關法令規定覈實動

支，不得移作他用。執行

期滿後三個月內，依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經費結

報，如有結餘，除已實施

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

外，應全數繳還。 

本點未修正。 

三、依照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 三、依照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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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服務計畫作業要

點、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

同使用服務計畫總計畫

申請書、基礎研究核心設

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運

作計畫申請書、基礎研究

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

計畫購置計畫申請書、基

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

用服務計畫補助合約

書、科技部對計畫申請書

之審查意見，提供儀器服

務。 

務計畫作業要點、貴重儀

器總計畫申請書、貴重儀

器運作計畫申請書、貴重

儀器購置計畫申請書、貴

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補助合約書、科技部對計

畫申請書之審查意見，提

供貴重儀器服務。 

明。 

四、儀器置放在便利操作、服

務及後勤支援設備充足

的良好環境。 

四、儀器置放在便利操作、服

務及後勤支援設備充足

的良好環境。 

本點未修正。 

五、儀器開放使用服務，以執

行科技部補助之各類計

畫所需者優先。 

儀器操作人員須定期接

受專業訓練，以提升其操

作技術層次與相關知識。 

五、配合科技部貴重儀器使用

費制度，開放提供執行機

構內、外研究人員儀器使

用之服務，並以執行科技

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所

需者優先，對儀器操作人

員定期實施訓練，以提升

其操作技術以及相關知

識。 

配合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

月一日起，本部「貴儀中心使

用額度」制度廢止，爰作文字

修正。另依據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二項，執行機構對於專任儀

器操作人員之專業訓練應明

定管理規定，爰移列後段為第

二項，以資明確。 

六、除必要之維護時間及休息

時間之外，儀器應全數對

使用者開放服務。原則每

週保留一半時間優先提

供執行機構外使用者登

記使用，另一半時間得由

執行機構內使用者優先

登記。 

尖端服務因具備儀器功

能與技術之稀有性、自主

開發關鍵技術之獨特

性，及因服務技術層次提

升產出創新突破成果之

六、除必要之維護時間及休息

時間之外，應全數對使用

者開放服務。每週保留一

半時間優先提供執行機

構外使用者登記使用，另

一半時間得由執行機構

內使用者優先登記。 

為明確規範主體，爰酌修文

字。第一項說明基礎服務(原

貴儀)之開放原則，增訂第二

項說明尖端服務之開放原

則，基於儀器功能與技術之稀

有性、自主開發關鍵技術之獨

特性，及因服務技術層次提升

產出創新突破成果之潛力等

特性，故應珍惜與善用相關資

源，使用條件增列審查程序，

開放之時段或預約方式，執行

機構須明訂內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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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等特性，為善用珍貴

資源，申請案需經審查通

過始受理服務，開放服務

原則依執行機構内控機

制訂定。 

七、儀器的基本資料、服務時

間、內容、收費標準及服

務學術績效等資訊，應登

載於科技部基礎研究核

心設施資訊管理系統及

執行機構基礎研究核心

設施網頁，供使用者查

詢。 

七、儀器的基本資料、服務時

間、內容及收費標準等資

訊，應登載於科技部貴重

儀器資訊管理系統及執行

機構貴儀網頁，供使用者

查詢。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明。另增訂儀器服務學術績

效，以呈現服務時數、件數或

收入等量化績效以外之質化

成果，將有助於提升核心設施

服務效能。 

八、依照基礎研究核心設施資

訊管理系統相關規定，配

合辦理使用登記、資料維

護等相關事宜。 

八、依照貴重儀器管理資訊系

統的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使用登記、資料維護等相

關事宜。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明。 

九、本計畫儀器提供使用所收

取之服務費，執行機構(

含服務中心)須綜合考量

本計畫之服務學界精神

與維運成本，依服務使用

者覈實訂定計價基準。 

前項服務費，原則按月結

報。執行機構(含服務中心

)服務對象為執行本部補

助之各類計畫者，無須繳

回本部；服務對象為非執

行本部補助之各類計畫

者，繳回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由執行機構保留再

運用。 

前項未繳回本部之服務

費之支用，依本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辦理，並限支用於執行

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

使用服務計畫所必需，且

九、收取貴重儀器使用費： 

(一)、服務科技部核定「貴儀

中心使用額度」之計畫，

90%以扣繳貴儀中心使用

額度方式辦理，其餘10%

繳納現金，留至執行機

構。 

(二)、服務未使用科技部「貴

儀中心使用額度」之案

件，100%收取現金，35%

需按月結報繳交科技部，

其餘65%留至執行機構。 

上述未繳回科技部之儀器使

用費現金收入之支用，依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限支用於貴重儀器共

同使用服務計畫需要且符合

支出用途之項目；執行機構得

依內部行政程序辦理。 

一、配合一百一十年一月一

日起，本部「貴儀中心使

用額度」制度廢止，執行

機構須綜合考量本計畫

之服務學界精神與維運

成本，依服務對象之資格

覈實訂定服務收費標

準，爰增訂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本計畫儀器

提供使用所收取之服務

費繳回本部份或由執行

機構保留再運用之辦理

原則；第三項規定未繳回

本部之儀器使用服務費

之支用原則，以支用於基

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

用服務計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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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支出用途之項目，執

行機構依內部行政程序

辦理。 

十、定期提供儀器每季及每年

之使用紀錄及相關統計

分析報告予科技部。 

十、定期提供貴重儀器每季及

每年的使用紀錄及相關之

統計分析報告予科技部。 

酌作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

言說明。 

十一、儀器如有異常需暫停服

務，應立即公布於科技

部基礎研究核心設施資

訊管理系統及執行機構

基礎研究核心設施網

頁。 

十一、儀器如有異常需暫停服

務，應立即公布於科技

部貴重儀器資訊管理系

統及執行機構貴儀網頁

上，並通知科技部。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明。 

十二、本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

內，依基礎研究核心設

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經費核定清單將儀器

之運作、服務、管理情

形、成效檢討及儀器服

務績效之統計分析等

資料彙編成報告，送科

技部辦理審核結案。 

十二、本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

內，依貴重儀器共同使

用服務計畫經費核定清

單將貴重儀器之運作、

服務、管理情形及成效

檢討、貴重儀器服務績

效之統計分析等資料彙

編成報告，送科技部辦

理審核結案。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明。 

十三、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

間、經費分配、支用、

結報、變更、追加、流

用及延期等所有實質

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

依科技部補助基礎研

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

服務計畫作業要點、基

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

使用服務計畫補助合

約書、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及其他相關之法令

規定辦理。 

十三、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

間、經費分配、支用、

結報、變更、追加、流

用、延期、研發成果及

權益分配等所有實質

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

依科技部補助貴重儀

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作業要點、貴重儀器共

同使用服務計畫補助

合約書、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及其他相關之法

令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理由同修正前言說

明。 

十四、隨時配合科技部需要，

提供說明及參考資

料；如屬列管計畫，應

十四、隨時配合科技部需要，

提供說明及參考資

料；如屬列管計畫，應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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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管理考核相關規

定，填送管考表等資

料。 

依管理考核相關規

定，填送管考表等資

料。 

十五、提供儀器服務時，應顧

及人道並尊重受試者

個人權益與安全措

施；如有動物實驗，亦

同意遵守有關法令暨

本於愛護動物之態度

進行。 

十五、提供儀器服務時，應顧

及人道並尊重受試者

個人權益與安全措

施；如有動物實驗，亦

同意遵守有關法令暨

本於愛護動物之態度

進行。 

本點未修正。 

十六、計畫主持人對於計畫內

容涉及專利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者，應保證絕

無侵害他人權利、違反

醫藥衛生規範及影響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其因而造成科技部

之權利或名譽受損

者，科技部得依法主張

權利或追究其法律責

任，並得要求損害賠

償。 

十六、計畫主持人對於計畫內

容涉及專利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者，應保證絕

無侵害他人權利、違反

醫藥衛生規範及影響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其因而造成科技部

之權利或名譽受損

者，科技部得依法主張

權利或追究其法律責

任，並得要求損害賠

償。 

本點未修正。 

十七、計畫主持人如未依規定

辦理經費結報及繳交

報告，科技部不再核給

計畫之補助。 

十七、計畫主持人如未依規定

辦理經費結報及繳交

報告，科技部不再核給

計畫之補助。 

本點未修正。 

十八、本同意書一式三份，分

由科技部、執行機構及

計畫主持人收執，以資

信守。 

十八、本同意書一式三份，分

由科技部、執行機構及

計畫主持人收執，以資

信守。 

本點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