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nter
1

Lanter
1



圓豐/圓昇/佑鑫/聯行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編號 WI-P-02-01 

文件名稱 駕駛手冊 
版 別 14 
頁 次  1/17 

 
 

(本文件不得擅自塗改或影印)                                          FM-M-02-02A 

目      錄     

單 元 單 元 內 容 頁 次 

＊ 安全衛生環保品質及保安政策 2 

＊ 公司車隊加油卡相關規定及主要加油站站點 3 

＊ 高速公路路局特約大型起重機廠商一覽表 4 

＊ 緊急應變聯絡資訊 5 

1 服務守則 6 

2 行車守則 6 

3 安全作業守則 7 

4 出車前作業 7 

5 到達裝貨地點的作業 7 

6 裝貨前作業及檢查(安全裝貨BBS  7 

7 裝貨作業(安全裝貨BBS 原則) 8 

8 裝完貨後的作業(安全裝貨BBS 原則) 8 

9 重車運送規範(安全駕駛BBS 原則) 8 

10 到達卸貨地點的作業 9 

11 卸貨前作業及檢查(安全卸貨BBS 原則)  9 

12 卸貨作業(安全卸貨BBS 原則) 9 

13 卸完貨後的作業(安全卸貨BBS 原則) 9 

14 任務完成作業 9 

15 未遂事故(虛驚事件)的報告 10 

16 緊急情況下處理措施 10 

17 事故的處理與報告 10 

18 保安管理 11 

19 車輛送修作業 12 

20 滅火器操作與檢查 12 

21 防護裝備的使用 12 

22 車輛每日檢查保養規範 13 

23 化學污染的處置 14 

24 槽桶動火維修之安全措施 14 

25 取樣管理 14 

26 裝卸貨異常反應 14 

27 車輛齒輪式泵浦卸料程序(作業期間車輛引擎保持發動) 14 

28 現場馬達泵浦卸料程序 15 

29 板車裝卸貨程序 16 

   

 

Lanter
1



圓豐/圓昇/佑鑫/聯行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編號 WI-P-02-01 

文件名稱 駕駛手冊 
版 別 14 
頁 次  2/17 

 
 

(本文件不得擅自塗改或影印)                                          FM-M-02-02A 

安全衛生環保品質及保安政策 

            

本公司深信品質獲得保證、工作零災害、健康及衛生受到保障、環境獲得保護、保安

管理收到實效，才能使本公司、客戶、承攬商、股東及社會獲得最大利益。 

因此營造一個安全衛生環保的工作環境、持續提昇品質及保安管理，以全力防止任何

安全衛生環保品質及保安異常事故的發生，是本公司經營管理者無可旁貸的責任，也是全

體同仁及駕駛人員一致努力的目標。所以我們承諾： 

* 塑造安全與健康衛生的工作環境，防範傷害及疾病的發生。 

* 強化設備與操作能力以保護環境。 

* 落實物流的績效管理，以滿足供應鏈的品質／顧客要求。 

* 鑑別與管理保安漏洞，防杜人員、貨品及設施遭受威脅、破壞。 

* 實施基於安全的行為準則(BBS)，落實員工的安全觀念與行為。  

* 嚴格禁止藥物、毒品和酒精的使用、建立健康安全的環境。 

* 規劃與實施訓練專案，提升員工作認知與能力。 

* 落實不符合項目的報告與管理，防止事件的再發。 

   * 遵守法令法規及其他要求事項。 

   * 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管理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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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產品與防護具使用對照表      

2. 駕駛隨車安全裝備及資料明細 

    3. 駕駛績效考核辦法 

    4. 長春集團廠規罰則-(承攬商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暨環保規定扣款標準) 

    5. 客戶作業要求規範 

      ＊以上5份附件請各別放置於車上資料夾之中 

 

註：1.本司機手冊的內容是否適切應予以每年至少審查一次，當有部分內容增修時，會再將

部分增修內容列印給駕駛，如增修內容過多，將重新發行新版。 

2.本司機手冊應發行給每位駕駛人員(含次承攬商)，發放時應要求駕駛員簽名確認，如

有舊版應予以回收。 

3.應對駕駛員(含次承攬商)實施司機手冊的內容訓練。 

 

◎公司車隊加油卡相關規定： 

1.公司車隊加油卡僅限中油直營站加油 

2.以下 9 間主要加油站： 

(1)仁武站(鳳仁路上) 

(2)仁德服務區南下站 

(3)仁德服務區北上站 

(4)清水服務區站(國 3) 

(5)南投服務區站(國 3) 

(6)大寮站(鳳林三路 616 號) 

(7)漁港站 

(8)台糖仁新站(水管路上) 

(9)北海加油站(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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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路局特約大型起重機廠商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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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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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服務守則：                                                          
  (1)任何時間均不得吸毒嗑藥。                                      

  (2)遵守公司及客戶的作業規範(在客戶處須遵守客戶廠區的進出規定)。  

  (3)以和顏悅色及誠懇態度對待同事及客戶。                          

  (4)服從運務部人員的調派，如有異議，完成任務後再申訴。              

  (5)對所承運之貨品負保管之責。                                    

  (6)運送過程中的停車須作妥安全及警戒措施。                        

  (7)對運輸車輛應予適當檢查、維護保養。                        

  (8)要有充份的休息時間(須間隔8小時以上才可以再出車)。                                                 

 

２、行車守則(安全駕駛BBS原則)：                                        
(1)開車必須繫上安全帶且禁止手持撥接行動電話，車用無線電於行駛期間只能聽，不得通

話。 

(2)出車前24小時內及開車時禁止吃會引發喈睡感冒藥或是喝含有酒精成份的湯或飲料 

(3)每天出車前，必須進行自主性血壓量測及酒精量測，而酒測值須為0方可出車 

(4)依道路通行證所核定、公司規定、客戶規定的駛路行駛，如因路況不良而有更改行駛路

線的需求時，應先向公司報請核准。 

(5)非經公司允許不得搭載與運送無關的人員。 

(6)遵守客戶的門禁管制、廠區內依所規定的路線及速限行駛。 

(7)遵守客戶各項安全、衛生、品質、環保的規定。 

(8)運送過程中的停車須作妥安全及警戒措施。 

(9)下坡時，應進低檔，尤其下長坡時更應以引擎來輔助剎車。過度使用剎車或使用不當，

均會導致過熱或總邦氣壓減低，造成剎車失靈。 

(10)變換車道時，應注意前後來車，同時小心前車緊急剎車。 

(11)轉彎時，絕對不可搶路，應讓後面所有來車先行，完全通過後才可轉入彎道，眼睛餘 

光應注意後視鏡，直至完全通過。 

(12)疲勞、身體不適時，應即找尋停車場休息，不可硬撐，並立即向公司回報。 

(13)天雨路滑時，應開警示燈慢行，放大安全距離，採用重複踩剎車的方式，以免偏滑，

同時注意氣壓錶壓力是否夠使用。 

(14)霧區行駛，應開警示燈慢行，放大安全距離，保持高度警覺。 

(15)行駛中遇天候不良而有影響行車安全之虞時，應儘速就近停放於安全處所，並立即通

知公司。 

(16)颱風天，為維護人、車、貨品的安全，應暫緩出車。 

(17)裝卸貨的安全作業規範請參閱本司機手冊的各對應章節。 
(18)每日出車依規定安裝行車紀錄紙，嚴禁更動行車記錄器或 GPS 管理系統影響其正常功

能。 

(19)載運危險物品時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4條相關規定。 

(20)運送途中如遇到可能危及公司運輸安全的破壞行為，如慶典、抗爭、聚眾喧囂、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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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友善行為舉止等狀況時，應回報公司確認是否需要變更運送路線。 

 

３、安全作業守則： 
(1)如須在二公尺以上作業，如果沒有作業平台，應配戴降落傘式安全帶，並附掛於安全母

索上。 

(2)如須進入侷限空間，必須向現場管理人申請，待獲得核准後依其要求作妥各項安全防護

措施，才可進入。 

(3)裝卸貨期間及化學品緊急事件處理時，須依附件規定配戴合適防護裝備(PPE)。 

 

４、出車前作業： 
(1)確認派工單內容，瞭解當天的運送任務。 

(2)出車前務必檢查車輛(車頭及半拖車)外觀是否有異常凹痕、損傷以及外觀是否清潔。該

關的閥門是否皆已關閉。此外，槽罐車上方埋入式灌料口常因灌料造成化學品溢出堆積

及不必要的垃圾，皆務必清理乾淨，如有發現任何異常，務必即時向公司回報。 

(3)將出車前車輛檢查結果記錄在「運送日報表」之車輛點檢之中。 

(4)攜帶司機手冊、行照、駕照、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許可證、保險卡、安全資料表、危險物

品臨時通行證、油卡。 

(5)確認槽車兩側及後方標示牌、裝載物及指送客戶是否相同。危物為白底紅字、非危物為

白底藍字，聯合國號碼、緊急聯絡電話，如有破損立刻聯絡公司更換。 

(6)如載危險物品，曳引車前端兩側及槽車後端兩側須掛三角紅旗(不可破損及每邊不得少於

30 cm)。 

(7)穿著公司制服(長褲)，保持儀容整齊。 

(8)隨車攜帶個人安全防護配備。如：安全帽、防護面罩、防毒面具及濾毒罐、抗化手套、

安全鞋、防護衣等…) 

(9)曳引車上須備有2瓶滅火器，並注意滅火器狀況是否異常，插銷如有脫落，請務必插上

並以封條束住，以防鋼瓶中壓力外洩，使得滅火器失去作用。 

 

５、到達裝貨地點的作業： 
(1)遵守客戶的門禁管制。 

(2)依裝貨地點所規定路線及速限行駛。 

(3)依客戶之規定辦妥各項行政作業 
(4)依規定空車過磅。若有異常立刻通知公司請示如何處理。 

(5)遵守客戶各項安全、衛生、品質、環保的規定。 

 

６、裝貨前作業及檢查(安全裝貨BBS原則)： 
(1)依客戶現場人員指揮停車，車輛停妥拉手煞車、引擎熄火關閉一切電源。  

(2)放輪檔、接上接地線並將車輛鑰匙交給客端現場專職人員。 

(3)向現場人員確認槽車裝載品名、數量、儲槽並確認客戶液位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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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現場人員確認同意，打開裝料金屬軟管帽蓋，並連接到槽車之軟管接頭，並啟動防駛

離裝置。 

(5)打開槽車回氣閥。 

(6)依客戶規定或附件「產品與防護具使用對照表」，配戴個人安全防護裝備。 

 

７、裝貨作業(安全裝貨BBS原則)： 

(1)打開金屬軟管前手動閥，通知灌裝人員灌裝。 

(2)客戶現場人員將電源開關切入，確認運轉狀況正常，再確認輸速過程中，設備及管線元

件無異響、無洩漏，確認槽車液位有上升。 

(3)灌裝時司機應立於上風處，隨時注意貨品灌裝作業情形，如遇不正常狀況應立即通知灌

裝人員，依其指示執行相關後續作業。 

(4)灌、裝貨時須確認提貨單備註內容注意事項及裝備與承載須檢附如棧板、品檢等等…若

有註明而上貨未附須告知裝貨人員。 

 

８、裝完貨後的作業(安全裝貨BBS原則)： 

(1)完成後將灌料金屬軟管抬高，餘料打空，待灌裝之貨品已平穩後始驅前關妥裝料閥，客

戶現場人員再將電源關閉，拆除金屬軟管、蓋上帽蓋，金屬軟管歸位，入口閥、排氣閥

皆關閉，並關閉防駛離裝置。 

(2)移開接地線，移除輪擋。 

(3)巡視車體一周： 

A.確認各管線均已拆除。 

B.檢查車輛和貨物是否有明顯缺陷、滲漏、裂紋(如果有應通報裝貨人員及公司運務部人 

員作處理)。埋入式灌料口周邊如有餘料溢出需予以清理。 

C.確認所使用的工具設備等都已收拾妥當。 

D.確認車輛標示牌無誤 

E.確認無誤後向客戶管理人員取回車鑰匙。 

(4)確認車輛上的危險品標籤及標識正確無誤。 

(5)到指定地點過磅，驗證車輛有無超過法定承載重量，如發現超載須立即通知客戶現場人

員並聯絡公司運務部人員協調至無超載。 

(6)確認過磅人員已在交運單上簽名。 

 

９、重車運送規範(安全駕駛BBS原則)： 

(1)運送過程中，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必要因素，否則不得任意打開各閥門或人孔蓋。 

(2)暫時停車時須選擇合適之安全地點，並打開車輛之前後警示燈。 

(3)重車如須停車過夜時，須選擇休息站、空曠處所、停車場等合適之安全處所。過夜後須 

對車輛及槽車作檢查，並登錄到運送日報表。 

(4)運送如會來不及時，須通知公司。 

(5)如有貨品洩漏或遭受危害時，須依安全資料表的說明作防護措施，並通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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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到達卸貨地點的作業： 

(1)遵守客戶的門禁管制。 

(2)依卸貨地點所規定路線及速限行駛。 

(3)依客戶之規定辦妥各項行政作業。 

(4)到指定地點重車過磅，並注意磅差是否相差60公斤以上，若有則立即通知公司或到第三 

公正地磅過磅。 

(5)磅數無誤後至指定卸貨區卸貨，若接收客戶對磅差有意見時，應立即通知公司。 

(6)遵守客戶各項安全、衛生、品質、環保的規定。 

 

１１、卸貨前作業及檢查(安全卸貨BBS原則)： 

(1)客戶現場人員引導至卸料停車位置，拉手剎車，引擎熄火關閉一切電源，鎖上車門，置 

輪擋及接上接地線，再將車鑰匙交給客端現場人員。 

(2)向現場人員確認卸貨品名、數量及儲槽，確認客戶液位是否正常。 

(3)現場人員確認同意後，打開裝料金屬軟管帽蓋，並連接到槽車之金屬軟管接頭。 

(4)打開車輛回氣閥及卸料閥。 

(5)再次檢查確認貨品移轉(卸貨)設備已正確連接，啟動防駛離裝置。 

(6)依客戶規定或附件「產品與防護具使用對照表」，配戴個人安全防護裝備。 

 

１２、卸貨作業(安全卸貨BBS原則)： 

(1)通知客戶現場管理人員將電源開關切入，進行卸貨作業，確認運轉正常。 

(2)確認輸送過程中，設備及管線元件無異響，無洩漏；確認儲槽液位有上升。 

(3)卸貨時司機應立於上風處，並隨時注意卸貨狀況，如遇不正常狀況應立即通知卸貨人員， 

並依其指示執行相關後續作業。 

 

１３、卸完貨後的作業(安全卸貨BBS原則)： 

(1)完成後將灌料金屬軟管抬高，餘料打空，關妥閥門及人孔蓋，以及再次確認槽桶頂部遭 

  是否整潔，如有垃圾務必記得予以清除，並注意埋入式灌料口有無餘料溢出，如有亦得 

清理。 
(2)現場人員將電源關閉，拆除金屬軟管，蓋上帽蓋，卸除金屬軟管歸位，卸料閥及回氣閥 

皆關閉，關閉防駛離裝置。 

(3)移除接地、輪擋，巡視車體一周，確認各管線均已拆除，再向客戶管理人員取回車鑰匙。 

(4)確認所使用的工具設備已收妥。 

  (5)到客戶指定地點空車過磅。 

  (6)確認過磅人員已在交運單上簽名。                                  

  (7)客戶如對貨品的數量、品質有爭議或抱怨，須通知公司。 

                                                                    

１４、任務完成作業：                                                    

  (1)車輛返程後的車輛檢查，將結果登錄到運送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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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磅單／收貨單據、運送日報表、行車紀錄紙交給運務部。            

  (3)客戶如有特別指示事項或運送過程有特殊狀況，應及時回報運務部人員。 

  (4)瞭解隔天的任務。 

 

１５、未遂事故(虛驚事件)的報告：                                              

(1)虛驚事故：運送過程、裝卸貨期間、在公司或客戶處，個人受到驚嚇、或覺得安全衛生 

環保受到威脅，但未造成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或環境污染之事件。 

(2)當發生虛驚事故時：                                        

A.當事人一周內可自行填寫「事故事件調查報告」或告知環安人員由其代為填寫。       

B.填寫完畢交由運務部人員，再由其呈報管理主管。 

C.管理主管作事件調查，分析原因，必要時採行矯正措施。 

D.如須採取矯正措施，於季會議作說明。 

 

１６、緊急情況下的處理措施：                                              

(1)運輸過程： 

如果發現貨品洩漏、車輛或輪胎異常或故障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A.儘可能靠路邊停妥車輛、關掉引擎、切斷電源，依安全資料表之說明作救援處理，並 

做好警告標示。 

B.攜帶所承運貨品之安全資料表。 

C.通知公司運務部。如涉及產品的危害或事故發生在客戶或第三者的財產土地上時，應 

通報產品所屬的客戶。 

D.如果發生液體洩漏，應立即使用車上吸液棉進行吸附作業。 

E.做好週邊警戒措施，並疏散人員、車輛，遠離意外現場。 
F.留守現場，嚴禁煙火。 

G.救援單位抵達時，提供安全資料卡給救援單位，並協助處理救援事務。 

H.緊急通報電話參閱本手冊首頁之緊急通報系統電話表。 

(2)裝卸貨期間： 

如果發現貨品洩漏、溢流、管路或閥門異常、或流量異常時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A.通知客戶現場人員。                                                 

B.依其指示執行相關後續作業。                                       

C.將狀況通報公司運務部人員。 

D.如果須從事高差二公尺以上之登高作業以作緊急處理(槽車頂部)時，應使用背負式安全 

帶(如果沒有工作平台)並確實戴妥安全帽。 

 

１７、事故的處理與報告：                                              

(1)事故發生時的處理：                                        

A.儘可能靠路邊停妥車輛、關掉引擎、切斷電源，依安全資料表之說明作救援處理，並 

作好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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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攜帶所承運貨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C.通知公司運務部。如涉及產品的危害或事故發生在客戶或第三者的財產土地上時，應 

通報產品所屬的客戶。 

    D.如果發生液體洩漏，應以車上吸液棉立即進行吸付作業。 

E.作好週圍警戒措施，並疏散人員車輛遠離意外現場。              

    F.留守現場，嚴禁煙火。                                        

G.救援單位抵達時，提供安全資料表給救援單位，並協助處理救援事務。 

H.緊急通報電話參閱本手冊首頁之緊急通報系統電話表。 

(2)向公司報告之內容：須包括下列訊息：                            

  A.駕駛員姓名                                                 

  B.貨品名稱（空／重車）                                       

  C.欲前往地點                                                 

    D.事故性質（車禍、翻覆、洩漏、火災、其它）                   

    E.發生時間                                                   

    F.事故地點                                                   

    G.如果洩漏，大約漏多少量？                                   

H.有無人員受傷？多少人？程度如何？                           

I.道路狀況，是否封閉？                                       

    J.現場情況如何？是否已控制住？                                

    K.有無警察、消防隊、救護車到場？                              

 

１８、保安管理： 

(1)保安規定：裝貨端客戶及卸貨端客戶資料及所承載貨品的資料，必須保密。 

(2)車輛須安裝 GPS，一出車即由運務部人員監控，司機必需確保與管制中心的訊息溝通順 

暢。 

(3)除非有必須作暫時停車的特殊狀況，否則運輸過程不得任意停車。如須離開車子，應鎖 

車門並隨身攜帶車鑰匙。 

(4)運輸過程中的休息，只能在指定的休息站，並留在車內，如須離開車子，應鎖車門並隨 

身攜帶車輛鑰匙。 

(5)車輛必須在指定的加油站加油，加油期間必須在現場監視，如須離開車子，應鎖車門並 

隨身攜帶車輛鑰匙。 

(6)車輛外觀的清洗必須在指定的加油站為之，如須離開車子，應鎖車門並隨身攜帶車鑰匙。 

(7)行車須隨身攜帶駕照。 

(8)完成任務後，車輛應停放於公司停車場。 

(9)異常保安事項的處理： 

A.不管是運輸途中或是場區遭受威脅、搶劫時，應以保護自身及同仁及無辜群眾的安全 

為首要任務。 

B.儘量保持冷靜，並收集相關特徵、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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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尋找適當時機報警(運輸途中應再通知公司)。 

 

１９、車輛送修作業：                                                    

    A.向運務部人員報備。                                              

    B.確認可修復的時程並知會運務部人員。                  

    C.修復後作驗收且在單據上簽名。                                  

    D.通知運務部人員。                                                

 

２０、滅火器操作與檢查：                                                

(1)操作                                                          

A.拉下安全梢。 

B.左手提起機筒手把，右手提起噴嘴。 

C.從上風位置趨近火場。 

D.左手壓下活門開關。 

E.噴嘴對準火焰基部，左右擺動。 

F.壓下活門開關，乾粉即噴出，放開把手，乾粉即停噴。 
(2)檢查                                                          

A.檢查時機 

每日出車前、收班前。                                                

    B.檢查項目                                                    

a.壓力（指針不得低於綠色範圍）。                          

      b.安全插銷（不得脫落）。                                  

      c.握把（不得鬆脫）。                                      

      d.橡皮管及噴嘴（不得破損、噴嘴不得阻塞）。                

      e.時效性（不得超過使用有效期限）。                        

C.檢查紀錄                                                    

      登錄在「運送日報表」內。                            

    D.不合格的處理                                                

      立即更換合格品。                                            

                                                                      

２１、防護裝備的使用：                                                

(1)基本防護裝備為安全帽、安全鞋、防護面罩、手處手套，其餘依駕駛隨車與防護具使用 

對照表規定配戴。            

(2)在客戶廠區內依其規定配戴所需之防護裝備。                      

(3)如果防護裝備不足或喪失功能，應向公司申請補發或更換。。                

(4)在客戶廠區內如果防護裝備不符合客戶需求時，應向客戶借用，事後向公司反應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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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車輛每日檢查保養規範：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方  法   判    斷    基    準 
機油油量正常否 抽出機油尺 油量應在上下刻度間 
剎車油油量正常否 檢視油壺 油量應在上下刻度間 
冷卻水量正常否 檢視冷卻水壺 水量應在上下刻度間 
電瓶水量正常否 目視 水量應在極板上 10mm ↑ 
各個儀錶正常否 目視 有反應動作 
各部位燈光正常否 以手檢查及目視 不可鬆動且會亮 
喇叭是否正常 試按 以經驗判斷 
雨刷(噴水器)功能 實際測試 應能正常運作 
啟動後壓力狀況 啟動後目視儀錶 壓力已啟動 
輪檔狀況 目試 要齊全(二個)無損壞 
車輛接地點狀況 目試 要有接地點、無覆蓋或繡蝕 
第五輪及腳架功能 實地升降、試開 動 可正常升降、無雜音、可一 體拉動 

 
輪 
 
胎 

 曳引車、槽車胎壓 以榔頭測試 以經驗判斷 

 曳引車、槽車胎面 目視 
無破裂、胎紋溝深至少 1.6mm(車頭、槽
須大於 3㎜ 

 車軸有無漏油 目視 不應有漏油痕跡 

 輪胎螺母固定狀況 
目視輪胎螺母周圍是
否有銹漬 

無鐵漬(有則表示螺母鬆動或螺絲斷裂) 

剎車狀況(含防止駛離裝
置) 

實地開動與剎車 合自己習慣、氣管無損 

彈簧鋼片及中心螺絲 目視並以手檢查 無斷痕、不可鬆動 
槽桶標示／標誌 目視與核對調派單據 符合法規要求 

車輛滲漏狀況 目視 
檢視車輛下方確認地面有無水、機油、
柴油、產品等滲漏 

所有裝、卸料閥是否確實
關閉 

目視 
確認所有的裝料閥、卸料閥是否確實關
閉 

槽桶外觀、閥門和軟管檢
查 

目視 
槽桶外觀清潔、軟管蓋打開及閥門蓋打

開確認無雜質污染 
閥門襯墊和密合情況 目視、以手檢查 螺絲齊全、墊片無脆化、懸蓋旋緊 
人孔蓋襯墊和密合情況 目視、以手檢查 螺絲齊全、墊片無脆化、懸蓋旋緊 
車輛、桶身狀況檢查 繞車體一週、目視 無破損或滲漏或明顯裂紋 

滅 
火 
器 
狀 
況 

 壓力 目視 指針不得低於藍色範圍 
 安全插銷 目視 不得脫落 
 握把 目視、以手檢查 不得鬆脫 
 橡皮管及噴嘴 目視 不破損、噴嘴不阻塞 
 時效性 目視 不得超過使用有效期限 

防捲入裝置的狀況 目視及手動 要有裝設，不能鬆動 
PPE(個人防護裝備)狀況 目試 所發給的 PPE 應齊全、無破損 

洗眼瓶狀況 目視 
一瓶 500ml 生理食鹽水，如拆開使用，
請當天使用完，不可存放，並再向公司
領取新品一瓶 

防墜落安全帶 目試 要有、掛勾正常、無斷裂 
貨櫃內部清潔 目試 無油污、紙屑、釘子、木屑等其它垃圾 
緊急遮斷閥 測試 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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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化學污染的處置：                                             

運送化學品發生環境污染的處理原則：                              

(1)保全現場。                                                    

(2)穿戴必要之防護裝備及攜帶安全資料表。                      

(3)通報公司請求協助。                                            

  (3)通知警察單位協助處理。                                        

  (4)車輛前後30公尺、100公尺設置警告標示。                                

  (5)在安全許可範圍內，儘量阻止或減少污染的擴大。                  

  (6)防止閒雜人員進入污染區。                                      

  (7)救援單位抵達後提示安全資料表。                            

(8)協助善後清理。                                                

                                                                      

２４、槽桶動火維修之安全措施： 

本公司槽車進行動火作業前，由執行工作的作業人員申請動火工作許可證，經安全衛生管 

理員複查無誤後由管理代表許可方可進行。 

 

２５、取樣管理： 

(1)取樣的方式、取樣點的選擇、取樣瓶取得及標識方式等，依客戶的規定辦理。 

(2)取樣以底部取樣為限，如司機被要求從事頂部取樣工作現場無墜落防止設施時，司機應 

予以拒絕，並將此項訊息告知回報公司，公司應向發貨單位反應，並追蹤後續發展。 

(3)卸貨必須卸入貯槽，如果客戶要求卸入桶內，司機應予以拒絕，並將此項訊息告知運務 

部人員，運務部人員應向發貨單位反應，並追蹤後續發展。 

 

２６、裝卸貨異常反映： 

灌裝或卸料時如發現工作場所、作業環境有不安全因素可能造成洩漏或其它意外時應將此 

項訊息告知現場人員、回報公司，公司應向客戶反映並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２７、車輛齒輪式泵浦卸料(作業期間車輛引擎保持發動)： 

(1)連接軟管快速接頭順序: 

A.3 吋管出料口 

B.3 吋管泵浦端入口 

    C.2 吋管泵浦端出口 

    D.2 吋管收料處入口 

(2)2 吋軟管接頭兩端應有支撐架或可保持軟管與接頭水平且穩固之物 

(3)卸料時閥門開啟順序: 

A.槽頂通氣閥 

    B.槽底三通管之 3 吋閥(通往泵浦端) 

    C.出口 3 吋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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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泵浦進口 3 吋閥 

    E.泵浦出口 2 吋閥 

F.收料處入口 2 吋閥 

(4)貨料完全進入軟管後啟動齒輪泵浦: 

A.泵浦轉速調至 SLOW 

    B.踩下離合器泵浦開關撥至 ON 

    C.於收料儲槽處確認貨料順利進入 

(5)確認管路及各接頭無滲漏後將轉速調至 650RPM 

(6)確認泵浦啟動時間(計時滿載卸料時間二十五分鐘) 

(7)卸料期間適時確認儲槽液位，不得任意離開現場或返回駕駛室 

(8)A.全車卸空程序: 

a.待泵浦轉速聲降低時將轉速調至 SLOW 

b.實施壓縮空氣吹管作業(接上出口 3 吋閥前端吹氣軟管) 

c.緩慢打開吹氣 4/8 吋閥(出口 3 吋閥前方) 

d.關閉出口 3 吋閥 

e.由 3 吋管出口處開始往泵浦入口處逐步舉管進行排空(3 吋軟管排空) 

f.由 2 吋管泵浦出口處開始往收料入口處逐步舉管進行排空(2 吋軟管排空) 

g.踩下離合器泵浦開關撥至 OFF 

h.關閉送氣 4/8 吋閥 

i.關閉收料處入口 2 吋閥 

j.開啟出口 3 吋閥 1/2 洩壓後關閉 

B.半車卸料程序: 

a.卸料至預定數量時將泵浦轉速調至 SLOW，踩下離合器泵浦開關撥至 OFF 

b.關閉 3 吋出口閥，實施壓縮空氣吹管作業(接上出口 3 吋閥前端吹氣軟管) 

c.緩慢打開吹氣 4/8 吋閥(出口 3 吋閥前方) 

d.由 3 吋管出口處開始往泵浦入口處逐步舉管進行排空(3 吋軟管排空) 

e.由 2 吋管泵浦出口處開始往收料入口處逐步舉管進行排空(2 吋軟管排空) 

f.關閉送氣 4/8 吋閥，吹氣軟管拆離 

g.關閉收料處入口 2 吋閥 

h.打開 4/8 吋送氣閥實施洩壓，待無空氣排出聲後關閉 

註:如客戶要求先關閉收料處入口 2 吋閥再關閉送氣 4/8 吋閥則從其規定 

(9)關閉泵浦出口 2 吋閥，拆管由相對位置較高之接頭先拆(避免管內餘料溢流) 

(10)關閉泵浦入口 3 吋閥，拆管由 3 吋管出口接頭先拆(避免管內餘料溢流) 

(11)拆管後立即以盲塞封閉接頭 

 

２８、現場馬達泵浦卸料程序: 

(1)連接軟管快速接頭順序: 

A.槽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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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收料處馬達入口 

(2)軟管接頭兩端應有支撐架或可保持軟管與接頭水平且穩固之物 

(3)卸料時閥門開啟順序:1.槽頂通氣閥 

    A.出口 3 吋總閥 

    B.槽車出口之 2 吋閥 

    C.收料處入口閥 

(4)貨料完全進入軟管後啟動馬達 

(5)卸料期間適時確認儲槽液位，不得任意離開現場或返回駕駛室 

(6)待馬達轉速聲降低時 

A.由出口處開始往收料處入口處逐步舉管進行排空 

    B.關閉收料處入口閥 (避免管內餘料回流槽內) 

    C.馬達電源關至 OFF 

    D.關閉槽車出口 2 吋閥 

註:如客戶處有回流循環設計者依其作業方式排空 

(7)卸料後閥門關閉順序: 

A.出口 3 吋總閥 

    B.槽頂通氣閥(鹽酸車) 

拆管由相對位置較高之接頭先拆(避免管內餘料溢流) 

(8)拆管後立即以盲塞封閉接頭 

 

２９、板車裝卸貨標準作業程序： 

(1)板車裝貨作業標準程序： 

A.確認派工單內容與拉指定之板車並確認板車上帆布、繩索、壓板是否足夠 

B.到客戶廠區後過磅入廠. 

C.依客戶廠務及現場人員指示至裝貨區位置停車、拉手煞車；引擎熄火且關閉一切電 

源，取出引擎鑰匙,並將車門鎖上，自行保管好鑰匙。 

D.前後車輪設置輪擋。 

E.向現場人員確認板車裝載品名、數量及外包裝是否有異常。 

F.貨物裝載完成確實將繩索、帆布固定好貨物，如有載運不同產品時，須使用壓板將其 

隔離。車身周邊如有側板，務必注意是否確實扣上。 

G.移除輪擋  依客戶指定路線開出過磅 

H.過磅完成後拿取客戶交運單核對交運單上的品名、指送客戶、重量、車號..等,確實無誤 

在簽單上的承運人簽名後依客戶指示拿取交運單.即完成作業. 

(2)板車卸貨作業標準程序： 

A.確認派工單內容與拉指定之板車與貨物並確認板車上帆布，繩索，壓板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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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到客戶廠區後過磅入廠. 

C.依客戶廠務及現場人員指示至卸貨區位置停車、拉手煞車；引擎熄火且關閉一切電 

源，取出引擎鑰匙,並將車門鎖上，自行保管好鑰匙。 

D.前後車輪設置輪擋。 

E.與現場人員確認板車裝載品名、數量及外包裝是否異常。 

F.貨物卸完成確實將繩索、帆布、壓板收拾固定好於板台上，車身周邊如有側板，務 

必注意是否確實扣上。 

G.請卸貨人員交運單簽名。 

H.移除輪擋→依客戶指定路線開出過磅。 

I.過磅完成後拿取客戶交運單核對交運單上的品名、重量、車號…等，確實無誤在簽 

J.單上的承運人簽名後依客戶指示拿取交運單，即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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