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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為確保優質的供應鏈交通運輸安全文化，台積公司訂定「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以下簡
稱「白皮書」）。台積公司要求供應商應遵守本白皮書，及其經營所在國與地區的法律和法規，並據
以建構運輸安全管理體系，台積公司也鼓勵供應商應要求其供應商、承包商和服務提供商遵循本白皮
書。
供應商對本準則的遵守情況將是台積公司在做出購買決策時的考量之一。本白皮書中各項規定以中華
民國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為藍本，並參照業界管理指標及國際運送危險物品運輸管理等相關
規則所訂定。
台積公司期望與供應商密切合作，持續提升罐槽車、駕駛人員以及運輸安全管理系統，有效降低運輸
風險，進而確保物料供應與服務之穩定，共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降低道路與環境衝擊並建立安全工
作場所與保護勞工健康。
本白皮書由七個部分組成，包含 A. 公司基本要求、B. 車輛基本要求、C. 駕駛人員基本要求、D. 運輸
作業前、E. 運輸作業中、F. 運輸作業後、G. 其他日常運作管理。

＊ 本白皮書規範範圍：臺灣地區之陸上交通運輸。
＊ 本白皮書規範對象：供應商（包括供應商之再承攬商）載運台積公司原物料罐槽車、運送 9 大類潛在風險物品貨車及
有害事業廢棄物車輛。
＊ 本白皮書因考量載運貨品類型僅列出台積公司對於運輸安全管理之特別要求與規範，供應商仍應遵照相關法規，包括
但不限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及管理辦法、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勞動基準
法等法規。
＊ 本白皮書所要求之紀錄均需保存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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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基本要求
A1 從事潛在風險之運輸作業且員工超過 30 人以上的供應商，應取得 ISO 45001
驗證，最遲須於民國 112 年底前取得，並維持其有效性。
A2 運輸車輛應依照法令投保足額之責任險或其他保險，員工應有勞工與健康保
險。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

公司基本要求

2

B. 車輛基本要求
B1 車輛共通性規格
B1.1 本白皮書規範之運輸車輛，胎紋需大於 2 公厘。
B1.2 以下運輸車輛，禁止使用再生胎。
B1.2.1 貨車或罐槽車裝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者。
B1.2.2 貨車或罐槽車裝載未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但運送路線進入高速公路
或快速公路者。
B1.3 建立車輛輪胎更換紀錄表，表格上需標明車輛更換輪胎位置及輪胎胎號。
B1.4 本白皮書規範之運輸車輛需具備以下功能：
B1.4.1 車輛安全距離過近時可發出警報。
B1.4.2 車道偏離警報：車輛行駛偏離車道時可發出警報。
B1.4.3 所有輪胎均需安裝胎溫胎壓偵測器。
B1.4.4 安裝 GPS 行車紀錄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的安裝位置涵蓋車室
內、車前、左後、右後、車後。
B1.5 供應商應針對裝載未滿槽液體車輛行駛時應考慮重心轉移之風險，酌情降低速限，並透過
硬體設計將影響降低（例如：分槽或加裝浪板）。
B1.6 車輛應具備不可調式車速限制機能，若於交通限制車速以下，另具備可調式車速限制機能，
其亦應符合本項規定，此機能最遲須於民國 110 年底前設置完成。
B1.7 車輛應具備緊急煞車輔助系統，此系統最遲須於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公告時程前設
置完成（超過三軸之 N2 及 N3 類車輛免符合本項「緊急煞車輔助系統」規定）。
B1.8 建立車輛定期保養紀錄，每 12 個月內至少保養一次。
B1.8.1 油罐車檢查包含：油罐、輸油系統、安全閥及過濾器網皆應經常檢查並定期清洗、
輸油膠管兩端內外接頭應經常塗抹潤滑油、定期保養油罐車油泵、定期檢查管道
系統各連接處是否連接良好，密封可靠。
B1.8.2 罐槽車檢查包含：有無顯著損傷變形腐蝕或裂痕、保溫材料有無嚴重脫落、表面
有無油漆脫落及生鏽、與管線連接處有無裂痕及洩漏、接地片或接地線有無折斷、
損壞腐蝕、螺栓螺帽有無鬆脫、油罐、輸油系統、安全閥及過濾器網皆應經常檢
查並定期清洗、輸油膠管兩端內外接頭應經常塗抹潤滑油、定期保養油泵、定期
檢查管道系統各連接處是否連接良好，密封可靠。
B1.8.3 其它一般檢查項目：容器蓋板螺栓檢查有無損傷變形腐蝕汙垢或鬆脫，且墊圈螺
栓有無缺損；管件、閥件則須確認閥桿位置是否正確且有無彎曲、凸緣墊圈有無
洩漏，及作動有無正常；若有壓力表、溫度計、液面計，則需確認指示刻度是否
正確、刻度板是否清晰；若有安全閥、緊急遮斷閥，除確認閥體有無顯著損傷、
變形、腐蝕、破裂、洩漏外，附設於安全閥之停止閥是否保持全開狀態，及確認
作動是否正常。

B2 罐槽車規格：罐槽車應安裝靜電帶，避免靜電遇到槽內殘存的可燃氣體產生
爆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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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駕駛人員基本要求
C1 無重大交通事故紀錄：罐槽車或貨車裝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
者之駕駛人員，3 年內必須無重大交通責任事故，肇事致人死傷等刑事責任
紀錄。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

駕駛人員基本要求

4

D. 運輸作業（前）
D1 出車前車體狀況安全檢查表：出車前實施環車檢查，出車檢點表需涵蓋下列
項目：
D1.1 五油三水：燃料油（汽油或柴油）、變速箱油、引擎機油、煞車油、動力方向機油、水箱
水（冷卻水）、雨刷水、電瓶水。
D1.2 胎壓、胎紋、煞車方向燈、風扇皮帶、雨刷擋風玻璃。
D1.3 胎壓、胎紋需留下出車前檢查數值。

D2 確認監理站核可之臨時通行證有效性：出車前職業駕駛確認罐槽車或貨車裝
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者，確認運送臨時通行證載有效期限
內，且職業駕駛本人熟知當天運送路線、及運送路線中的車輛指定休息區、
不可臨停區。
D3 職業駕駛作業當天健康狀況
D3.1 出車前需確認司機前 1 天工時狀況是否符合規定。
D3.2 出車前訪談職業駕駛人員精神、是否服用藥物（例如：感冒藥）、量測血壓、酒精濃度零
檢出，並留存紀錄；建立駕駛人員的慢性藥物清單。
D3.3 平均血壓之收縮壓達衛生福利部所定義之高血壓者，需休息 5 分鐘後重新檢測，若仍無法
通過，供應商應指派人員進行關心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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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運輸作業（中）
E1 行車管理系統
E1.1 具備影像雲端中心，所有行車輔助影像包含車前、左後、右後、車後、車室均可透過網路
即時觀看。
E1.2 GPS 即時資料需以符合台積系統之格式同步上傳到與台積配合的系統廠商雲端資料庫。
E1.3 供應商應針對行車路線進行評估及規劃，以較少轉彎路段為優先；運送過程中，若遇過彎
處除應符合道路速限外，並應減速慢行。
E1.4 具備下列 GPS 異常情況偵測功能，確保有異常情況發生時，能即時透過簡訊或其他訊息
推播通報相關權責人員，每 30 分鐘推播一次至供應商，推播三次仍無反應則系統廠商須
通知台積：
E1.4.1 車輛在尚未到達指定地點的情況下消失於 GPS 追蹤系統 15 分鐘。
E1.4.2 於非指定休息區怠速或熄火 1 小時（異常停留）。
E1.4.3 水平儀傾斜 90 ～ 180 度。

E2 裝卸物料規定：進入台積公司碼頭區須遵守相關規定，完整請參閱承攬商環
安衛藍皮書―碼頭區作業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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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運輸作業（後）
F1 職業駕駛作業當天健康狀況：運輸作業後需確認司機狀況，酒精濃度仍應零
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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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其他日常運作管理
G1 教育訓練
G1.1 新職業駕駛人員訓練，需於開始作業前完成訓練，訓練課程內容需涵蓋：
G1.1.1 運送相關法規。
G1.1.2 裝卸料作業安全，涵蓋作業流程、不同容器型態的裝卸搬運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作業危害辨識、緊急應變器具及個人防護具。
G1.1.3 歷年運送事故案例及預防措施。
G1.1.4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及健康管理相關法規。
G1.1.5 職業病預防基本知識（涵蓋過勞、化學品暴露、人因性職業疾病等）。
G1.1.6 裝卸物料標準作業程序。
G1.1.7 車輛基本維護保養方式。
G1.1.8 防禦駕駛訓練。
G1.2 每年定期進行職業駕駛人員訓練，訓練課程內容涵蓋：
G1.2.1 運送相關法規貨物的分類及主要品名。
G1.2.2 一般物理、化學特性。
G1.2.3 包裝標誌、車輛標誌。
G1.2.4 運輸車輛、設備及其附屬裝置的基本安全檢查方式。
G1.2.5 日常運送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G1.2.6 過去 1 年運送事故案例及預防措施。
G1.2.7 緊急應變計畫。

G2 定期／不定期稽核及分析運輸作業狀況，並應就駕駛人員之駕駛行為進行評
核，查核項目如下：
G2.1 酒測查核：運送任務執行中不得飲酒。出車前、運輸作業後，駕駛人員之酒測值必須零檢
出。
G2.2 行車查核：採隨機查核，泛指調度員、部門主管、工安人員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行車
狀況。
G2.3 速度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行車速度狀況。
G2.4 休息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有無依規定休息。
G2.5 行為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的行為狀況（未戴安全帶、使用手機、抽菸）。
G2.6 鏡頭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監控鏡頭有無異常（位移、黑屏、藍屏），異常告知維修廠商。
G2.7 道路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道路定點查核（闖紅燈、越線超車、轉彎未打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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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8 報警查核：每日查核監控中心，報警系統（車道偏移、車距過近、向前碰撞、疲勞駕駛、
打哈欠、注意力分散）。
G2.9 裝卸查核：現場查核裝卸作業是否符合台積公司 SOP 作業程序。
G2.10 表單查核：將所有查核紀錄，每月作成報表、異常分析、行為矯正。

G3 駕駛人員評核（包含再承攬商之駕駛人員）
G3.1 每月定期匯總查核狀況，並針對連續兩個月（含）異常（例如：超速／怠速超時／偏離路
線／車機離線等）的職業駕駛人員提出書面警告。
G3.2 不得以任何不合法之形式對駕駛人員進行罰鍰懲戒。
G3.3 每年至少需實際執行一次緊急意外演練，以確保駕駛人員均具備良好的緊急處理能力。

G4 再承攬商管理
G4.1 對下包承攬商每年均需有定期稽核，並訂立合理的規章，不合格者得複審一次，若仍不合
格者停止發包。
G4.2 若有再承攬商，該再承攬商需符合上述管理規定，且應簽訂完整承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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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規範檢核表
類別

項目

規範

1
一、公司基本要求

運輸車行基本要求

檢點項目
從事潛在風險之運輸作業且員工超過 30 人以上的供應商，應取
得 ISO 45001 驗證，最遲須於民國 112 年底前取得，並維持其有
效性

2

運輸車輛應依照法令投保足額之責任險或其他保險，員工應有勞
工與健康保險

3

本白皮書規範之運輸車輛，胎紋需大於 2 公厘
以下運輸車輛，禁止使用再生胎
● 貨車或罐槽車裝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者

4

● 貨車或罐槽車裝載未達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但運
送路線進入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者
建立車輛輪胎更換紀錄表，表格上需標明車輛更換輪胎位置及輪
胎胎號

5

本白皮書規範之運輸車輛需具備以下功能：
● 車輛安全距離過近時可發出警報
● 車道偏離警報：車輛行駛偏離車道時可發出警報

6

● 所有輪胎均需安裝胎溫胎壓偵測器
● 安裝 GPS 行車紀錄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的安裝位置涵蓋車室內、車前、左後、右後、車後

7

供應商應針對裝載未滿槽液體車輛行駛時應考慮重心轉移之風
險，酌情降低速限，並透過硬體設計將影響降低（例如：分槽或
加裝浪板）

8

車輛應具備不可調式車速限制機能，若於交通限制車速以下，另
具備可調式車速限制機能，其亦應符合本項規定，此機能最遲須
於民國 110 年底前設置完成

車子共通性規格
二、車輛基本要求

車輛應具備緊急煞車輔助系統，此系統最遲須於交通部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之公告時程前設置完成（超過三軸之 N2 及 N3 類車輛
免符合本項「緊急煞車輔助系統」規定）

9

建立車輛定期保養紀錄，每 12 個月內至少保養一次：
● 油罐車檢查包含：油罐、輸油系統、安全閥及過濾器網皆應經
常檢查並定期清洗、輸油膠管兩端內外接頭應經常塗抹潤滑
油、定期保養油罐車油泵、定期檢查管道系統各連接處是否連
接良好，密封可靠
● 罐槽車檢查包含：有無顯著損傷變形腐蝕或裂痕、保溫材料有
無嚴重脫落、表面有無油漆脫落及生鏽、與管線連接處有無裂
痕及洩漏、接地片或接地線有無折斷、損壞腐蝕、螺栓螺帽有
無鬆脫、油罐、輸油系統、安全閥及過濾器網皆應經常檢查並
定期清洗、輸油膠管兩端內外接頭應經常塗抹潤滑油、定期保
養油泵、定期檢查管道系統各連接處是否連接良好，密封可靠

10

● 其它一般檢查項目：容器蓋板螺栓檢查有無損傷變形腐蝕汙垢
或鬆脫，且墊圈螺栓有無缺損；管件、閥件則須確認閥桿位置
是否正確且有無彎曲、凸緣墊圈有無洩漏，及作動有無正常；
若有壓力表、溫度計、液面計，則需確認指示刻度是否正確、
刻度板是否清晰；若有安全閥、緊急遮斷閥，除確認閥體有無
顯著損傷、變形、腐蝕、破裂、洩漏外，附設於安全閥之停止
閥是否保持全開狀態，及確認作動是否正常

11

罐槽車規格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

罐槽車應安裝靜電帶，避免靜電遇到槽內殘存的可燃氣體產生爆
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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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類別

項目

三、駕駛人員基本
要求

12

規範
無重大交通事故

檢點項目
罐槽車或貨車裝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規定者之駕駛
人員，3 年內必須無重大交通責任事故，肇事致人死傷等刑事責
任紀錄

出車前實施環車檢查，出車檢點表需涵蓋下列項目：
● 五油三水 ： 燃料油（汽油或柴油）、變速箱油、引擎機油、

13

出車前車體狀況安
全檢查表

煞車油、動力方向機油、水箱水（冷卻水）、雨刷水、電
瓶水
● 胎壓、胎紋、煞車方向燈、風扇皮帶、雨刷擋風玻璃
● 胎壓、胎紋需留下出車前檢查數值

四、運輸作業
（前）

14

確認監理站核可之
臨時通行證有效性

出車前職業駕駛確認罐槽車或貨車裝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84 條規定者，確認運送臨時通行證載有效期限內，且職
業駕駛本人熟知當天運送路線、及運送路線中的車輛指定休
息區、不可臨停區

15

出車前需確認司機前 1 天工時狀況是否符合規定

16

出車前訪談職業駕駛人員精神、是否服用藥物（例如： 感冒
藥）、量測血壓、酒精濃度零檢出，並留存紀錄；建立駕駛
人員的慢性藥物清單

職業駕駛作業當天
健康狀況

17

平均血壓之收縮壓達衛生福利部所定義之高血壓者，需休息 5
分鐘後重新檢測，若仍無法通過，供應商應指派人員進行關
心及追蹤

18

具備影像雲端中心，所有行車輔助影像包含車前、左後、右
後、車後、車室均可透過網路即時觀看

19

GPS 即時資料需以符合台積系統之格式同步上傳到與台積配
合的系統廠商雲端資料庫

20

供應商應針對行車路線進行評估及規劃，以較少轉彎路段為
優先；運送過程中，若遇過彎處除應符合道路速限外，並應
減速慢行
行車管理系統

五、運輸作業
（中）
21

具備下列 GPS 異常情況偵測功能，確保有異常情況發生時，
能即時透過簡訊或其他訊息推播通報相關權責人員，每 30 分
鐘推播一次至供應商，推播三次仍無反應則系統廠商須通知
台積：
● 車輛在尚未到達指定地點的情況下消失於 GPS 追蹤系統

>15 分鐘

● 於非指定休息區怠速或熄火 >1 小時（異常停留）
● 水平儀傾斜 90~180 度

六、運輸作業
（後）

22

裝卸物料規定

23

職業駕駛作業當天
健康狀況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

進入台積公司碼頭區須遵守相關規定，完整請參閱承攬商環
安衛藍皮書―碼頭區作業安全規定
運輸作業後需確認司機狀況，酒精濃度仍應零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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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規範

檢點項目
新職業駕駛人員訓練，需於開始作業前完成訓練，訓練課程
內容需涵蓋：
● 運送相關法規
● 裝卸料作業安全，涵蓋作業流程、不同容器型態的裝卸搬

運作業安全注意事項、作業危害辨識、緊急應變器具及個
人防護具
● 歷年運送事故案例及預防措施

24

●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及健康管理相關法規
● 職業病預防基本知識（涵蓋過勞、化學品暴露、人因性職

業疾病等）
教育訓練

● 裝卸物料標準作業程序
● 車輛基本維護保養方式
● 防禦駕駛訓練

每年定期進行職業駕駛人員訓練，訓練課程內容涵蓋：
● 運送相關法規貨物的分類及主要品名
● 一般物理、化學特性
● 包裝標誌、車輛標誌

25

● 運輸車輛、設備及其附屬裝置的基本安全檢查方式
● 日常運送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 過去 1 年運送事故案例及預防措施
● 緊急應變計畫

針對駕駛人員之駕駛行為進行評核，查核項目如下：
● 酒測查核：運送任務執行中不得飲酒。出車前、運輸作業後，

駕駛人員之酒測值必須零檢出
● 行車查核：採隨機查核，泛指調度員、部門主管、工安人

七、其他日常運作
管理

員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行車狀況
● 速度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行車速度狀況
● 休息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有無依規定休息

26

定期 / 不定期稽核
及分析運輸作業狀
況

● 行為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駕駛人員的行為狀況（未戴

安全帶、使用手機、抽菸）
● 鏡頭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監控鏡頭有無異常（位移、

黑屏、藍屏），異常告知維修廠商
● 道路查核：查核運送過程中，道路定點查核（闖紅燈、越

線超車、轉彎未打方向燈）
● 報警查核：員每日查核監控中心，報警系統（車道偏移、

車距過近、向前碰撞、疲勞駕駛、打哈欠、注意力分散）
● 裝卸查核：工安人員現場查核裝卸作業是否符合台積公司

SOP 作業程序

● 表單查核：將所有查核紀錄，每月作成報表、異常分析、

行為矯正
27
28

駕 駛 人 員 評 核
（包含再承攬商之
駕駛人員）

每月定期匯總查核狀況，並針對連續 2 個月（含）異常（例如：
超速／怠速超時／偏離路線／車機離線等）的職業駕駛人員
提出書面警告
不得以任何不合法之形式對駕駛人員進行罰款懲戒

29

每年至少需實際執行一次緊急意外演練，以確保駕駛人員均
具備良好的緊急處理能力

30

對下包承攬商每年均需有定期稽核，並訂立合理的規章，不
合格者得複審一次， 若仍不合格者停止發包
再承攬商管理

31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

若有再承攬商，該再承攬商需符合上述管理規定，且應簽訂
完整承攬契約

台積公司供應商運輸規範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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