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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購化學試劑
(少於MOP 15,000時適用)



需提交
的表格

簡介 負責審批人員

1
當採購金額少於MOP 15,000時，課題組可自
行採購所需化學試劑。

1樓Anita RSKTO審
批預算

2
若購入的試劑屬高危品，需另外提交
Purchase Request Application採購申請表

相關樓層技術員

3
相關申請單批准後方可下單購買，與供應商
確定送貨時間後，將相關資料(如供應商名稱、
單據編號)及送貨日期通報技術員。

相關樓層技術員

4
若自購試劑非立即消耗，需存放在課題組試
劑櫃，請及時更新庫存量表。

相關樓層技術員

自購化學試劑之流程簡介



(1) 少於MOP 15,000之採購

 Methanol, AR, 500ml/bottle
 阿拉丁 #123456

在填寫Description時需清楚列
明該試劑之名稱、規格及包裝，
不應只列出品牌編號。

ICMS Functional Head 
(Anita, Room 1042) 

RSKTO Mark Budget



(2) 採購申請單
Lab tech

HSEO Endorsement

若購入的試劑屬高危品（定義請參照右
表），需提交採購申請單到相關樓層技術
員處，技術員會交到學校安全部作審批。



(2) 採購申請單

ABC

abc@um.edu.mo

Prof. XXX

mc012345

6666 1234

N22-60XX

2020/09/11

FDCTXXX

Methanol, AR
阿拉丁
#123456 500ml 20 瓶 MOP 40/b

N22-6013
11-chem-04

填寫基本資料

詳細列明所
購試劑資料

必須列明存放
位置(房號及
試劑櫃編號)



(2) 採購申請單

填寫採購目的

詳細列明供
應商資料

Used as LC solvent

XYZ Company

2020 Oct

2812 3456

N22 60XX

ABC PI

Labtech

Labtech

此採購申請表可連同[表1]

少於MOP 15,000採購單
一併交到一樓，負責之技
術員會跟進其採購資料。

若欠交此採購申請表，該
採購申請將不被發回，直
至所有資料交齊。(若高於MOP 15,000的

採購單需經院長批准)



(3) 確定訂單及送貨日期
Confirm the purchase order
and delivery date

Inform Lab tech

採購單獲批後，申請人可與供應商確定訂單及送貨時間，併將相關資料以電郵形式告知技術員。

Subject: ICMS-PUR-XXXX DG Delivery

XXX技術員：

ICMS-PUR-XXXX之採購單已獲批，供應商XYZ Company會於Ｘ月Ｘ日送貨到N22-60XX室，由ABC同學
負責收貨 (email: abc@um.edu.mo, tel: 66661234)

附件：ICMS-PUR-XXXX採購申請表、訂單副本

mailto:abc@um.edu.mo


(4)更新庫存量表

User receives the goods

Update the chemical stock list

購入該批試劑後，請自行更新庫存量表，技術員會定期通知進行清點。



2 申領LMIS提供之化學試劑



[6F] 有機試劑 [6F DG] 酸碱試劑

由PI簽署高危品申領
表，並於LMIS進行申領

[6F DG] 固體試劑

由PI簽署高危品申領
表，並於LMIS進行申領

可直接於LMIS進行申領

領取時間 領取時間 領取時間

一／三／五
09:30 – 11:00

需提交消耗品申領表

一／三／五
09:30 – 11:00

一／三／五
09:30 – 11:00

需提交高危品申領表

申領流程



(1) 高危品申請表
PI Signature & 
LMIS Application

Lab tech

若該課題組沒有適當位置存放高危品，申請者
不可一次性存放大量高危品於實驗枱範圍，技
術員會按情況分批分量給申請者。

例子：
• 取100ml HCl預計使用天數為5天，技術員

會分開5次(每次20ml量)發給申請者；
• 若課題組有適當存放位置則可一次性領

100ml。

HCl, 37% 100      ml 5 60XX

ABC PI

高危品的申領單位為ml，請留
意需與LMIS上的資料一致



(2) 消耗品申請表
PI Signature & 
LMIS Application

Lab tech

技術員處有少量固體試劑庫存，若課題組有
需要時，可向技術員查詢是否可提供。如需
申領，可填寫消耗品申請表，交到技術員辦
公室領取。

Potassium chloride 100g g

ABC

Mc012345

Prof. XYZ

2020/09/11

6666 1234

mc01234@um.edu.mo 6

mailto:mc01234@um.edu.mo


3化學試劑存放注意事項



(1) 貼上適當標籤

Methanol, AR

ABC (Prof. XXX) 2020/09/11

必須寫上課題組及使用者名稱

開封日期

名稱及規格

如發現沒有標籤的不明試劑，技術員將會收走，不作其他通知。



(2) 適當存放位置

實驗枱上 通風櫃內 地面 即使未開箱亦不應放置在地

如發現試劑放置於不當位置，技術員將會收走，不作其他通知。



(3) 高危品存放
在購入／申領高危品前請清空適當位置，若課題組沒有適當位置存放高危品，請聯
絡技術員代為存放。

少量已開封高危品  技術員可代為暫存

新購高危品(數量較多)  可與供應商溝通分批送貨



4 定期清點



1 技術員以電郵通知負責同學／RA進行清點

2 負責同學／RA清點數量及填寫庫存量表

3 在指定截止日期內將更新表格以電郵形式回覆技術員

4 技術員核對後會把庫存量表打印出來貼到各試劑櫃門前

５ 各組應自行定立使用記錄制度

定期清點之流程簡介
按學校安全部規定，實驗室需定期清點及提交所存化學品之庫量清單，因此技術員會定期要求
各課題組進行清點，以及提交試劑櫃的庫存量表。



Chemical Cabinet Stock List

英文
名稱

中文
名稱

品牌
名稱

試劑
編號

品牌名稱

試劑編號
Cat. no

Cas.
no

CAS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Registry Number

• 通常在試劑瓶身會有標注
• 亦可上網查該試劑Cas Number

存
量

負
責
人

更新
日期

試劑
規格

容
量

單
位

課題
組

存放
位置

試劑
櫃編
號

• 若為技術員負責的採購單，請注明
PR＆PO編號

• 若為自購單，請填寫採購單編號
• 若為舊有試劑沒有記錄則留空

PR / PO Numbe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Sherry WONG
6/F Lab technician 
E-mail: waisanwong@um.edu.mo

Tel: 8822-4622

THANKS!

mailto:waisanwong@um.edu.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