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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使用申請表 
類別：表單（附件） 

編號：A-01-ATT1 

版次：V1.1 

日期：May 28, 2020 實驗室 
□BSL-2 細胞培養室（E153） □BSL-2 冷凍樣本準備室（T224）

□BSL-1 冷凍樣本篩選室（T224）

I. 申請者資料 
    填表日期：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計畫主持人

姓名 單位/職位 

聯絡電話 

光束線計畫編號 核定計畫期程 

計畫題目 

本期光束排程 
時段數：_____shift 

期間：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至 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補充說明：

使用者 (A) （註 1）

姓名 學級/職位 
○碩 ○博 士生：____年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資格認證 提供生物安全或生物保全相關教育訓練證明（註 2） ○是 ○否（請檢附證明） 

細胞培養經驗 ○無 ○三個月以下 ○三個月至一年 ○一年以上

違規紀錄 

個人需注意事項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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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B) （註 3）

姓名 學級/職位 
○碩 ○博 士生：____年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資格認證 提供生物安全或生物保全相關教育訓練證明（註 2） ○是 ○否（請檢附證明） 

細胞培養經驗 ○無 ○三個月以下 ○三個月至一年 ○一年以上

違規紀錄 

個人需注意事項 

  註 1：患有法定傳染病、發燒、或其它不適宜操作感染性生物材料者，不得申請使用本實驗室。 

    註 2：本實驗室之使用者，須於申請時提供一年內至少四小時之生物安全或生物保全相關教育訓練證明。

註 3：因實驗室空間限制，同一計畫主持人最多只能申請兩位使用者進行細胞培養及冷凍樣本製備。 

II. 使用材料表

生物材料 

序 名稱 攜帶量 濃度 實驗安排 樣本狀態 備註 

1 
實驗條件：___種 

金網數量：___片 

○活體

○凍管

○冷凍樣本

○其它_________

2 
實驗條件：___種 

金網數量：___片 

○活體

○凍管

○冷凍樣本

○其它_________

3 
實驗條件：___種 

金網數量：___片 

○活體

○凍管

○冷凍樣本

○其它_________

4 
實驗條件：___種 

金網數量：___片 

○活體

○凍管

○冷凍樣本

○其它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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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化學品 （註 4）

序 名稱 攜帶量 濃度 備註 

1 

2 

3 

4 

5 

6 

  註 4：使用者攜帶之化學品須清楚標明所屬單位，且須參照勞動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提供瓶身正確標

示及相應之安全資料表（SDS）。另，列管毒化物不可自行攜帶。 

III.實驗室申請

實驗室 

□BSL-2細胞培養室（E153）

□BSL-2冷凍樣本準備室（T224）

□BSL-1冷凍樣本篩選室（T224）

備註 

  註 5：實驗室使用申請審核通過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預約方式及時段。 

IV. 使用同意確認

計畫主持人及使用者親自簽名後視同確認本表內提供資料（包含檢附文件）無誤，並同意確實

遵守所申請實驗室及本中心相關規定。 

使用者 (A) 

_____年____月____日

使用者 (B) 

_____年____月____日 

計畫主持人 

_____年____月____日 

V. 審核 

實驗室負責人審核
（審核意見與簽名） 

_____年____月____日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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