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說明會 

 
103.09.24（三）12:00~13:50 

主辦單位：元智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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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    間 課   程 主講人 

12:00~12:15 報到 2115教室 

 12:15~12:45   化學藥品請購系統介紹 陳夢玲  

12:45~13:00 校園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自主管理 方立行 

13:00~13:15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表單填寫 王秀青  

13:15~13:30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表建立 
吳改顧問 

  

13:30~13:50 臨時動議 



化學藥品請購系統介紹 
元智大學 

環安衛中心  陳夢玲 



一、緣由：中心自102學年度開始進行全校實驗室普查作業並完成分
級管理後，針對化學品為響應環保推行無紙化，擬以系統取代目
前之紙本作業，並利用電腦化的網路藥品管理，確實掌握全校化
學品請購流程及使用之情形。 

二、化學品分類： 
1.一般化學物質： 
    1)化學品： 
    2)氣體鋼瓶： 
2.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共計69項 
    1) 申請核可 第1.2.3.類毒化物 共：50項 
    2) 申請核可 第4 類毒化物共：19項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 
                    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 
                    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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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實驗室同學：學校網頁〈http://www.yzu.edu.tw〉→學校行政業務→環安衛中心
〈http://www.yzu.edu.tw/admin/eo/〉→環安衛中心網站〈新〉
〈http://140.138.43.150/portal/〉→化學藥品請購→註冊〈請會使用到一般化學品
或列管毒化物之實驗室同學自行完成註冊手續〉→化學品請購系統登入→帳號名
稱〈逕行輸入s+學號〉→密碼：亦即先前註冊之密碼〈若忘記，請於忘記密碼處
更新，新密碼將送至E-mail，10/01正式上線功能才啟動〉→輸入驗證碼〈大小寫
不拘〉→登入〈進入化學品請購頁面〉→簽核管理→再依欲請購之化學物質依序
填單送給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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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http://www.yzu.edu.tw/
http://www.yzu.edu.tw/admin/eo/
http://140.138.43.150/portal/


指導老師：學校網頁〈http://www.yzu.edu.tw〉→學校行政業務→環
安衛中心〈http://www.yzu.edu.tw/admin/eo/〉→環安衛中心網站〈新
〉〈http://140.138.43.150/portal/〉→化學藥品請購→輸入帳號〈學校
設立之帳戶〉→密碼〈目前暫定1234，10/01正式上線請逕行更改密碼
〉→輸入驗證碼〈大小寫不拘〉→登入〈進入化學品請購頁面〉→簽
核管理→再依欲簽核之化學物質依序簽核送出至單位窗口或駁回給請
購同學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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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http://www.yzu.edu.tw/
http://www.yzu.edu.tw/admin/eo/
http://140.138.43.150/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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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一般化學物質請購單 

 請購：點選請購單位→點選〈或輸入〉實驗室名稱→運作
位置→點選〈或輸入〉指導教授姓名→點選〈或輸入〉化
學品名稱→輸入濃度、請購量、單位、供應商→儲存〈若
有第二筆再依序填入相關欄位〉→傳送單據，即完成系統
請購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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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查詢：簽核調閱追蹤→點選製表人為自己→執行→選擇表
單編號→簽核流程控制，即可知道目前之進度 

 其他；附件管理、撤回、E-mail通知管理者，可依需求點選 

 簽核流程：同學填單→指導教授→系所窗口→系所主任→
環安衛中心→單位自行向廠商下訂→送貨至請購單位簽收 

 

9 

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單 

 請購：點選請購單位→點選〈或輸入〉實驗室名稱→運作位
置→點選〈或輸入〉指導教授姓名→點選CAS NO〈目前通過
共69種〉即可帶出列管毒化物相關資料→輸入濃度、請購量
、單位、供應商→購買單位連絡人、電話〈系統會自行帶出
，可更新〉→傳送單據，即完成系統請購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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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查詢：簽核調閱追蹤→點選製表人為自己→執行→選擇表單
編號→簽核流程控制，即可知道目前之進度 

 其他；附件管理、撤回、E-mail通知管理者，可依需求點選 

 簽核流程：同學填單→指導教授→系所窗口→系所主任→環
安衛中心→環安衛中心向廠商下訂→送貨至請購單位自行簽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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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1.一般化學物質： 

同學填單→指導老師→單位窗口→單位主任〈E-mail除了發
給單位主管外，亦cc給單位秘書〉→環安衛化學品管理帳
號〈簽核通過，cc給申請者並提醒學生自行向廠商下訂〉
結案 

2.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同學填單→指導老師→單位窗口→單位主任〈E-mail除了
發給單位主管外，亦cc給單位秘書〉→環安衛化學品管理
帳號〈簽核通過，並向廠商下訂並cc給申請者〉結案 

3.每一關卡皆以E-mail通知 

4.上線日期：103年10月01日取消紙本一律改由系統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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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請購系統 



13 

化學品藥請購系統 



校園事業廢棄物清理及自主管理 

方立行 
2014/09/24 



 

校園廢棄物生產履歷 

•  用品購買(藥品購入及分類) 

•廢棄物產出(實驗產出廢液) 

•廢棄物貯存(廢液分類及貯存) 

•廢棄物清除(運輸方式及申報) 

•廢棄物處理(妥善處理及申報) 

•廢棄物處置(掩埋、焚化) 

 



學校在廢清法的角色定義 

•依環保署90年10月24日新修正「廢棄物清
理法」第二條規定，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
驗室被指定為公告之事業，故學校實驗室
所產生之廢棄物，即應依「廢棄物清理法」
事業廢棄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方式 
•第二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以下列方式依序判定： 
    一、列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第三條 列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如下： 
    一、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指製程產生之廢棄物 
    二、混合五金廢料：依貯存、清除、處理及輸出入等 

清理階段危害特性判定。 
    三、生物醫療廢棄物：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

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P2)以上之
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
廠及製藥工廠， 於醫療、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
藥品或生物材料製造過程中產生之廢棄物  

•【註】：放射性廢棄物(屬除外項目) 



 

實驗室廢液分類-內容物區分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98/06/05 

•第  五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改
列或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三、前條第六款第一目
之廢液不具下列性質且採焚化或熱處理者，得認定為
一般事業廢棄物。但處理前之貯存、清除，應符合有
害事業廢棄物相關規定： 
      （一）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三）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四）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物。 
      （五）多氯聯苯有害事業廢棄物。 
      （六）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七）反應性事業廢棄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校園廢棄物 

校園廢棄物分類 

一般廢棄物 

一般 
垃圾 

資源 
垃圾 

廚餘 生物醫療 
廢棄物 

其他實驗室 
廢棄物 

放射性 
廢棄物 

實驗室 
廢液 

空化學 
藥瓶 

實驗室廢棄物 

http://hochwald.tripod.com/signs/biohazard/biohazard2_onno.gif


廢棄物管理作業流程  
• 廢玻璃分類： 

1.請將玻璃分有色玻璃、有色玻璃二類， 

不可將陶磁器皿混入。陶磁器皿(不回收)。 

2.請將玻璃上的鐵環、 

塑膠等物質確實分開及去除藥品標籤。 

3.需將玻璃殘留的藥品先用清水洗乾淨 

2~3次，且此清水需依廢液分類倒入廢 

液桶內。例如:硫酸的空瓶需先用水沖 

洗空瓶再將水倒到無機酸廢液桶中。 

4. 1~4類之列管毒物玻璃務必請購買之廠商收 

回絕不能與此次回收玻璃混合。 

6.含有有害物質之玻璃禁止回收。 

廢棄物研判 

廢棄物分類 

廢玻璃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液) 

合格廠商清除 

記錄並建檔保存 

依廢液種類分類 

送人學校儲存 



 

廢棄物之相容性 

1.實驗廢棄物若不相容會~!!! 
產生熱、產生激烈反應、爆炸、產生可燃
性氣體或毒性氣體、造成容器材質劣化。 

2.有害廢棄物的貯存及處理過程中，常會
因為操作之方便而需要將不同來源的廢棄
物混合，其混合過程中往往易產生化學反
應而造成危害，一般將混合後會產生反應
者之二種(或以上)的廢棄物稱為不相容
(Incompatible)。 

廢棄物收集傾倒必須確認其相容性
(MSDS)。 

相容性表為兩種成份傾倒參考用，兩種
成份以上則必須另外測試確認。 



 

 

本校有害實驗廢棄物包含： 

1 化學品空容器(毒性化學物質) 

2 過期與報廢化學品 

3 研究、試驗等化學洗滌廢水(廢水處理) 

4 沾染化學品之實驗器皿、耗材等廢棄物 

5 生物醫療(感染性)廢棄物 

6.輻射性廢棄物 

7.廢液 

校園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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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代
號 

廢液 
項目 廢棄物種類 廢棄物代

碼 

A1 
有機 
鹵素 

廢潤滑油、廢油混合物 
D-1504 
D-2301 A2 

含鹵化有機之廢化學物質(對於有機廢液中無法明確分類者，得歸
類為含鹵素有機溶劑) 

A3 有機 
非鹵素 

不含鹵化有機之廢化學物質(含一般固體化學藥品，但源頭須減量並標
明內容成分及清單) D-2302 

B1 無機 
含重金屬 含B2氰、B3金屬汞、B4HF 、B6金屬鉻、B7特殊廢液、固体化學物質 D-2303 

B5 酸 酸性廢液 D-1503 

B5  鹼 鹼性廢液 D-1502 

B7 
固體廢棄 
藥品 

其他前述化學物質混合物或廢棄容器(1-4類毒性化學品容器瓶罐使用完畢
後，清洗乾淨再請當初藥品購買廠商回收。目前環保署正在研究再生利用
條文修正。) 

B-0199 
B-0299 
B-0399 

 

生活垃圾D-1801、廢塑膠R-0201、廢玻璃R-0401、廢紙R0601 

污泥D-1902、醫療廢棄物D-2199、生物滅菌D-2101(也須簽訂合約) 

廢(污)水pH值介於6~9(D-1506) 

元智大學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分類表 

廢液
代號 

廢液 
項目 廢棄物種類 廢棄物代

碼 

A1 
有機 
鹵素 

廢潤滑油、廢油混合物 
D-1504 
D-2301 A2 

含鹵化有機之廢化學物質(對於有機廢液中無法明確分類者，得
歸類為含鹵素有機溶劑) 

A3 有機 
非鹵素 

不含鹵化有機之廢化學物質(含一般固體化學藥品，但源頭須減量並
標明內容成分及清單) D-2302 

B1 無機 
含重金屬 含B2氰、B3金屬汞、B4HF 、B6金屬鉻、B7特殊廢液、固体化學物質 D-2303 

B5 酸 酸性廢液 D-1503 

B5  鹼 鹼性廢液 D-1502 

B7 
固體廢棄 
藥品 

其他前述化學物質混合物或廢棄容器(1-4類毒性化學品容器瓶罐使用完
畢後，清洗乾淨再請當初藥品購買廠商回收。目前環保署正在研究再生
利用條文修正。) 

B-0199 
B-0299 
B-0399 

 

生活垃圾D-1801、廢塑膠R-0201、廢玻璃R-0401、廢紙R0601 

污泥D-1902、醫療廢棄物D-2199、生物滅菌D-2101(也須簽訂合
約) 

廢(污)水pH值介於6~9(D-1506) 



 

實驗室廢棄物之分類收集 

一般事業廢棄物 
(1)一般事業廢棄物(屬D類) 

     如:擦手紙、手套、包裝材料等 

(2)資源性可回收物品(屬R類) 

     如:化學品空容器(非毒性化學物質，必須洗淨)、廢木材、 

      廢紙、廢塑膠、廢資訊物品、廢金屬瓶罐等 

實驗廢棄物(有害)廢棄物 

   應依其性質進行分區、分類收集貯存，其分類的原則及基礎 

(1)不相容性之實驗廢棄物應分別收集貯存 

(2)依分類代碼-分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及廢棄物法規代 

     碼」 



 

實驗室廢棄物分類與管理 

（1）生物醫療廢棄物 

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
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
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工廠，
於醫療、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
材料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包括：基因毒性廢棄
物、廢尖銳器具、感染性廢棄物。 

 



 

實驗室廢棄物分類與管理 

（2）實驗室廢液 
係指教學、研究等過程所產生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及系所單位認為有危害安全與健康顧慮之廢液，但不
包括放射性及感染性廢液。  

• 實驗廢液為混合狀態，檢驗方法與用藥不一無法歸類。 

• 無法針對混合廢液進行鑑別並以單一廢棄物代碼申報。 

• 廢液質量不穩定無法控制，不同學校及實驗室有不同的
分類規則。(元智大學實驗室有害廢棄物分類表) 

 

毒性 
危險性 



 

有機廢液類 
• 油脂類 

– 由實驗室所產生的廢棄油(脂) 

– 如：油漆、絕緣油(脂)、潤滑油等 

• 含鹵素有機溶劑類 

– 由實驗室產生的廢棄溶劑，該溶劑含有脂肪族鹵
素類化合物 

– 如氯仿、二氯甲烷、四氯化碳、氯苯等 

• 不含鹵素有機溶劑類 

– 由實驗室產生的廢棄溶劑，該溶劑不含脂肪族鹵
素類化合物或芳香族鹵素類化合物。 

 



 

無機廢溶液類 
 

1.含氰廢液(B2)：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產生
的廢液，該廢液含有游離氰廢液者或含有氰化合
物或氰錯化合物。 

2.含汞廢液(B3)：含COD廢液主要成份為重鉻酸鉀、
硫酸銀、硫酸汞等。 

3.酸鹼性廢液(B5)：該廢液含有酸或鹼。 

4.含重金屬廢液(B1)：由學校實驗室或實習工廠所
產生的廢液，該廢液含有如鐵、鈷、銅、錳、鎘、
鉛、鎵、鉻、鈦、鍺、錫、鋁、鎂、鎳、鋅、銀
等。 

5.特殊廢液(B7)：含六價鉻廢液(B6)、氫氟酸HF廢
液(B4)。 



 

  
 

  

  廢棄物清運-1 
廢液清運 

 
廢液清運，訂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 下午14：00開始進行清運，集中地點及預計
清運時間如下表，請於清運前30分鐘放置指定地點。 
 
 
 
 
相關清運注意事項： 
 （1）廢液桶統一為20 L PE材質。 
 （2）為搬運安全，每桶最滿為8分滿；未滿5分之廢液桶請先不要送出。 
 （3）廢液桶需依規定（如下圖範例）貼標籤後再用透明膠袋牢貼， 並請務必註
明廢液產生之實室及廢液種類。(其他標籤請清除) 
 （4）請將廢液搬至各系所指定處，統計數量(如附檔)並回報至環安衛中心。(如：
有機廢液幾桶、重金屬廢液幾桶…等) 

 

順序 館別 回收點 預計清運時間 

1 三館回收點  3館地下室（機械系工廠） 14:10 

2 七館回收點 7館外環道卸貨平台  14:20 

3 二館回收點 2館1樓卸貨平台  14:30 



 

  
 

  

  廢棄物清運-2 
廢固清運 

  其他前述化學物質混合物或廢棄容器(1-4類毒性化學品容器瓶罐使用完畢
後，清洗乾淨再請當初藥品購買廠商回收。目前環保署正在研究再生利用
條文修正。) 

  相關清運注意事項： 
 （1）請將廢液固搬至各系所指定處，統計數量(如附檔)並回報至環安衛中心。 
(如：有機廢液幾桶、重金屬廢液幾桶…等) 

 
 



  
 

  

  廢棄物清運-3 
元智大學實驗室廢液清運單 



  
 

  

 廢棄物清運-4 
廢棄物清運流程 

產源 
廢棄物清
運流程 

申報收
集 

集中處
理             

貯存 

實驗室廢液桶裝滿    實驗室管理人 
填寫廢液清運單 

廢液清運單送 
環安衛中心進行
暫存申報作業 

集中暫存 起運移入廢液儲存
場 



  
 

  

其他注意事項 

1.一般化學品容器瓶罐使用完畢後可以清洗乾淨當一般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 

2.1-4類毒性化學品容器瓶罐使用完畢後可請合格販賣廠商回收 

3.1-4類化學品如未使用完畢 ，可進行調撥使用，如無人調撥使用將請購買人
自行儲存，以便日後尋求合格廠商統一進行處理 
 
 
 
 
 
 
 
一般化學品容器瓶罐  1-4類毒性化學品容器瓶罐   1-4類化學品可進行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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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1. 每月定期彙整運作紀錄。 
2. 查核及盤點：環安衛中心每年至各單位查核運作紀錄表等管理狀況，並盤
點毒化物庫存量與紀錄量是否一致。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表單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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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季定期繳交季報之毒化物申報表。 
2. 查核及盤點：環安衛中心每年至各單位查核運作紀錄表等管理狀況，並盤
點毒化物庫存量與紀錄量是否一致。 
3. 定期申報：環安衛中心依規定1，4，7，10月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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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 危害物質清單 

37 

 

1.每個藥品填寫一張。 
 
2.查核及盤點：環安衛中心每年
至各單位查核運作紀錄表等管理
狀況，並盤點毒化物庫存量與紀
錄量是否一致。 
 
 



  實驗室空間配置圖 

  自動檢查表 

  標準作業程序或使用指引 

  儀器設備使用紀錄 

 

  

 

實驗室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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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http://www.yzu.edu.tw/admin/eo/files/%E8%A1%A8%E5%96%AE%E4%B8%8B%E8%BC%89/%E7%AF%84%E4%BE%8B-%E5%AF%A6%E9%A9%97%E5%AE%A4%E5%B9%B3%E9%9D%A2%E5%9C%96-1011031.doc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8、14條規定，危險性機械設備須經檢查合格方得使用，
並應實施自動檢查，違反者將處新台幣3萬元至15萬元罰款；若致死亡災害，可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 

實驗室安全衛生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實驗室必須定期每日、每週、每月及在實驗前，實施實驗室安全
衛生自動檢查。 
危險機械設備：高壓殺菌鍋、鍋爐、空氣壓縮機、研磨機、木材加工用圓盤鋸、衝床、
剪床、刨床、高壓氣體鋼瓶(氧氣鋼瓶、氮氣鋼瓶、液化石油氣鋼瓶) 。 



 自動檢查表清單： 

1. 一般實驗室- 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 

2. 特殊實驗室- 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毒化物管理 

3. 特殊實驗室 - 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危險機械設備管理 

4. 儀器定期檢查紀錄表 

5. 局部排氣自動重點檢查紀錄表 

6. 標準作業程序 (安全作業標準) 

7. 儀器設備使用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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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實驗室： 
 
1.填寫：每個月一次「安全
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 
 
2.填寫項目：一般安全衛生、
電器安全管理、自動檢查、
安全防護設備與個人防護具、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措施。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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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實驗室：(毒化物管理) 
 
1.填寫：每個月一次「安全
衛生自主管理檢查表-毒化
物管理」。 
 
2.填寫項目：毒化物與危害
物質管理、通風換氣、廢棄
物管理。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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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實驗室：(危險機械設備
管理) 
 
1.填寫：每個月一次「安全衛
生自主管理檢查表-危險機械
設備管理」。 
 
2.填寫項目：危險機械設備管
理、一般機械設備安全防護、
高壓氣體鋼瓶管理、其他物
理危害。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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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自動重點檢查紀錄
表： 
 
1.填寫：每個月一次「局部排
氣自動重點檢查紀錄表」。 
 
2.填寫目的：落實通風設備正
常運作和提高使用效率。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46 

儀器定期檢查紀錄表： 
 
1.填寫：每個月一次「儀器定
期檢查紀錄表」。 
 
2.填寫目的：落實危險機械設
備管理，並維護儀器正常運
作和和提高使用效率。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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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安全作業標準)： 
 
1.放於儀器操作明顯處：每次
使用前需閱讀一次。 
 
2.填寫目的：落實危險機械設
備管理，注意工作安全並維
護儀器正常運作。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實驗室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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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使用紀錄表： 
 
1. 每次使用前，需紀錄日期
和時間。 
 
2.填寫目的：落實機械設備管
理使用率，和維護儀器正常
運作。 
 
3.紀錄保持3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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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表建立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環安衛中心 吳改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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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臉評估表建立 

103學年度 元智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摘要 
一、目的 
為落實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工作，防止教職員工及學生發生職業災害，
故針對本校屬勞工安全衛生法規範之設施及人員，依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十四條第一、二項規定，訂定本校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畫，
以預防職業災害，消弭災害於無形，促進教職員工之安全與健康。 
二、範圍： 
凡本校有關實驗(習)室、實習工廠、研究室等工作場所所有機械設備
及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權責： 
(一)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由環安中心在新年度開始前，訂定全年的
實施計畫草案，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全體委員修訂認可後，
公告全校各單位配合執行之。 
五、計畫項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六、實施細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執行安全觀察。 
2. 執行實驗場所風險評估。 
八、實施方法：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不定期至實驗場所觀察工作人員作業情形，如
有發現不安全行為或狀況時，應立即提出糾正或改善。  
2. 實驗場所負責老師於設計實驗時，應評估實驗內容之安全性，考
量實驗用化學品危險性，用無毒及低危害取代有毒及高危害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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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臉評估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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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臉評估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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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危害鑑別風臉評估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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