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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一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

•二、聯單申報注意事項

•三、毒管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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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建國四路氨氣槽車洩漏事故高雄市建國四路氨氣槽車洩漏事故
時間：96年12月1日12時28分
地點 高雄市建國四路地點：高雄市建國四路

化學品：氨氣

概述概述：

槽車由台南運往高市七賢三路途中，行
經高市河西路涵洞 因車身過高導致槽 架設水霧防護經高市河西路涵洞，因車身過高導致槽
體上方蒸氣平衡閥遭受碰撞，造成氨氣
外洩，外洩量約4噸，司機一名受傷，

架設水霧防護

外洩 外洩量約4噸 司機一名受傷
另有9名民眾遭受波及。

運輸槽車事故 件 月
應變人員以AB塑鋼土及環氧

運輸槽車事故(3~4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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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人員以AB塑鋼土及環氧
樹脂進行止漏工作

公告列管毒化物類別公告列管毒化物類別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管理架構

毒化
物類
別

第一類
（難分解物質）

第二類
（慢毒性物質）

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物）

別

在環境中不易
分解或因生物
蓄積 生物濃

有致腫瘤、生
育能力受損、
畸胎 遺傳因

化學物質經暴
露，將立即危
害人體健康或

非前三類而有
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

特性

蓄積、生物濃
縮、生物轉化
等作用，致污

畸胎、遺傳因
子突變或其他
慢性疾病等作

害人體健康或
生物生命者

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染環境或危害
人體健康者

用者

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
管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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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毒化物類別範例列管毒化物類別範例
毒化物 分類 毒化物 分類

五 (八)溴二苯醚
多氯聯苯

五 (八)溴二苯醚
甲基汞

1 環氧乙烷
四氯乙烯

1、2

石綿 鎘石綿
氯乙烯
六價鉻化物

2
鎘
丙烯醯胺
甲醛

2、3

氯氣氯氣
氰化物

3
DDT
光氣

1、3

十溴二苯醚 三氧化二砷十溴二苯醚
二氯甲烷
甲基異丁酮

4
三氧化二砷
二溴氯丙烷
氯甲基甲基醚

1、2、3

詳細列管259種毒化物詳細列管259種毒化物：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附表一 公告毒性化學物質一覽表附表一 公告毒性化學物質一覽表
http://flora2.epa.gov.tw/Toxicweb/ ->下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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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3、9、12條修正1 第3、9、12條修正1.第3、9、12條修正
2.其他法條說明
1.第3、9、12條修正
2.其他法條說明2.其他法條說明2.其他法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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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運送管理辦法之法源依據 (1st)：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第三項條規定訂定之。

立法目的：為確實掌握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運送立法目的：為確實掌握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運送
流向及數量，主動監控毒化物運送，俾有效管理毒
化物於運送過程中之安全，並預防毒化物運輸災害化物於運送過程中之安全 並預防毒化物運輸災害
事故的發生。

規範內容：明訂毒化物運送時之運送聯單申報與保規範內容 明訂毒化物運送時之運送聯單申報與保
存、即時追蹤系統裝設、運送時之標示、攜帶文件、
安全裝備、事故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定，本
辦法由本署會同交通部共同會銜發布辦法由本署會同交通部共同會銜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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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申報運送聯單之運送數量及物質狀態(2nd)：
下列運送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下列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聯單，並將核章後之運

送聯單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送聯單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海陸運送淨重超過下列數量：
（一）氣體：五十公斤。（一）氣體 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二 航空許可之運送二、航空許可之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質。

所稱氣體、液體或固體，指置於常溫、常壓狀態下為氣體、
液體或固體者。液體或固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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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運送聯單申報方式規定(3rd修正) ：
(1)採部分強制”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管理(1)採部分強制 電信網路傳輸 方式管理

運送聯單之申報，除輸出入毒化物且依輸出入貨品電子簽證
管理辦法申請輸出入簽審文件者(通關簽審單證比對)，及依依管理辦法申請輸出入簽審文件者(通關簽審單證比對) 及依依
規定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規定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應以中央主管機關規應以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定之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外，其他應申報者，得採書面或
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以書面申報者得採傳真為之，俾利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以書面申報者得採傳真為之，俾利
業者遵行辦理。

非槽罐車運送氣體50公斤以上或液體100公
斤以上之運送聯單申報自 起實施網路

(2)運送聯單申報增加檢具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斤以上之運送聯單申報自99.1.1起實施網路
申報

(2)運送聯單申報增加檢具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為落實運送危害預防管理，運送前運送聯單申報，增訂檢具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規定。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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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運送聯單各聯分送或收存規定(4nd)-採”電信網路運送聯單各聯分送或收存規定(4nd) 採 電信網路
傳輸”申報，其第1聯、第5聯免再送交或傳真起運
地、訖運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地 訖運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運送聯單格式(5th)。
散裝申報(6th) 得採網路申報散裝申報(6th)-得採網路申報。

通行證或運送許可申請(7th)。
運輸工具之標示(8th)。
運送人員訓練證明(10th)-交通部。運送人員訓練證明( ) 交通部

公路運送實施臨時查核(1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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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運送過程應攜帶文件增加運送危害預防應變
資料 修正資料(9th修正)

- 為利運送即時應變，增訂運送時應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之文件。

- 檢具/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檢具 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緊急聯絡電話、事故通報電話、事故發生後派遣專業應變人
員姓名及聯絡方式、組設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攜帶安全
裝備清單 預定行駛路線等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裝備清單、預定行駛路線等。(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新增檢具/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之施行日期 由中央主- 新增檢具/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之(暫訂100年7月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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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12th修正)

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車輛，應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GPS）並維持正常操作。

前項車輛共分4批次，以逐批方式納入管制。

各批次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各批次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1批次：運送毒化物「罐槽車」，自97年8月1日起施

行 (97 4 29發布)行。(97.4.29發布)
第2批次：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
車」，定99年1月1日施行。 (98.9.29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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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2種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格之適用對象明定2種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格之適用對象

•於98年9月28日修正前，於98年9月28日修正前
列管車輛已裝設即時追蹤
系統適用附件一規格外，
其餘各批車輛應依附件二
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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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設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既設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為利提昇即時追蹤系統達到裝設的管理效益，強制
規範既設車輛裝設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復及查獲
違反毒管販賣或轉讓規定者，該車輛應改以附件二
規格重新裝設GPS 。

- 現行納管車輛已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護須
重新裝設者，或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運作人違反「毒性重新裝設者 或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運作人違反 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者，該運送車輛應以
附件二規定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不得將該毒性化學物質販賣或轉讓予未經依
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取得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核可者。但事先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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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設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
既設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

•於98年9月28日前「既設」即時追蹤系統的運送業者
如因個別特殊情況 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如因個別特殊情況，得以個案方式申請審定。

- 毒化物運送之運作人於環保署發布施行裝設即時追
蹤系統前已建構完成自主管理追蹤系統者，其自行
或共同聯合組設之聯防組織已報請環保署備查，且
其原有或新購置之即時追蹤系統功能符合本辦法規
定者，得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
，依環保署審定之方法行之。

-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之方法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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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分批管制對象、範圍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分批管制對象、範圍

分批管制 運送車輛 運送數量 備註

1 罐槽車 1 氣體超過50公斤。 車體:槽體式(含貨櫃式)、罐式、罐槽體式、1 罐槽車 1.氣體超過50公斤。

2.液體超過100公斤。

3.固體超過200公斤。

車體:槽體式(含貨櫃式)、罐式、罐槽體式、
高壓罐槽體式、常壓罐槽體式

2 非罐槽車
之車輛

1.氣體超過50公斤。

2 液體超過100公斤

車型:貨櫃車、大型貨車、小型貨車等
之車輛 2.液體超過100公斤。

3 非罐槽車 固體超過200公斤。
容器:例如鋼瓶 (氯、環氧乙烷、磷化
氫) ，鐵桶或不銹鋼桶(TDI、三氧化鉻
電鍍液、苯胺、丙烯腈) ，玻璃瓶，塑

3 非罐槽車
之車輛

固體超過200公斤

4 非罐槽車 1 氣體未達50公斤 膠桶等。4 非罐槽車
之車輛

1.氣體未達50公斤。

2.液體未達100公斤。

3.固體未達2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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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該由誰設置GPS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該由誰設置GPS

•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該由誰設置：

由實際從事運送毒化物行為的運作人為之。–由實際從事運送毒化物行為的運作人為之。

•如自行運送者（自運）由毒化物所有人裝設GPS。

如由毒化物所有人委託運送業者運送者（委運）•如由毒化物所有人委託運送業者運送者（委運），
則由該運送業者（法人）裝設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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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應注意相關事項運送應注意相關事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4條

以公路運輸者 所有人需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 以公路運輸者，所有人需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
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並由運
作人隨車攜帶 運作人應依規定之運輸路線行作人隨車攜帶。運作人應依規定之運輸路線行
駛。

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誌– 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誌。
車輛左右兩側及後方應懸掛危險物品標誌及標
示牌示牌。

– 駕駛人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
證明書。

– 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 隨車攜帶適當之個人防
護裝備。 19

19

運送車輛之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運送車輛之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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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申報畫面聯單申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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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申報畫面聯單申報畫面

散裝運送定義說明：毒化物容器或包裝不交付受散裝運送定義說明：毒化物容器或包裝不交付受
貨人之運送方式；泛指直接以槽罐車、槽櫃船等

裝載之液體或氣體的運送稱為散裝。裝載之液體或氣體的運送稱為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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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申報畫面聯單申報畫面

管編需填寫
可向環保局申請管編可向環保局申請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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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申報畫面聯單申報畫面

填寫已裝置
GPS車輛之車號

填寫運送專責人員

填寫正確的批次填寫正確的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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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複製功能
查詢資料選擇完或填寫
後，按下「查詢」鈕

11

在所要複製的欄位上任 個文字或數上
2
在所要複製的欄位上任一個文字或數上，

滑鼠左鍵點一下，稍等片刻

26



聯單複製功能

4

完成後，按下
「確定複製」鈕

4

使用者可依所需之狀況所選擇所要複製區域
(系統設定為全選)3

27

聯單複製功能

系統再複製中會進行網頁跳動，
5

系統再複製中會進行網頁跳動
需等待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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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複製功能

6

完成後，按下「確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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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
須知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
須知須知須知

三 變更申報三、變更申報：

(一)
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有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

(二)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於所報運送聯單之運送日期、運送數量須
異動或取消運送時，得以運送副聯申報變更。又以電信網路傳
輸申報者，其起運時間、司機姓名及運送車號等3欄資料，得
於運送前上網異動運送聯單。

(三)(三)
前述(二)以外之變更，須以原使用申報單次運送聯單或多次運
送聯單（以下簡稱正聯）格式申報變更。

(四)
申報變更須檢附前報正聯影本1紙、該正聯附有運送副聯者，
併檢附運送副聯影本，並於其上變更項目周圍以較粗線條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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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
須知(續)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
須知(續)須知(續)須知(續)

四、多次運送聯單使用限制及填報方式：

(一) 申報之各起運日期所跨期間最長以3個月為限。：

(二) 下列情形不得使用多次運送聯單格式申報（仍應按次使用單次運送聯單申報運送）：(二) 下列情形不得使用多次運送聯單格式申報（仍應按次使用單次運送聯單申報運送）：

1 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質行為。

2 一運送聯單申報變更3次以上者。但因天災非可歸屬於運作人的重大事故，不在此
限。

(三) 無上述不得使用多次運送聯單格式申報情形，且申報之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運送之
運作人及受貨人欄資料均相同，3個月內預定運送3次以上者，得使用多次運送聯單格
式申報。

(四) 運送日期、起運時間及運送數量欄，應依時間先後順序填報。

(五) 起運日期及運送數量欄 依時間順序 由上而下 由左列而右列書寫(五) 起運日期及運送數量欄，依時間順序，由上而下，由左列而右列書寫。

(六)
續頁須附於正頁，不可單獨使用。續頁之序號請依序填列號碼（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31

運送聯單申報重要注意事項運送聯單申報重要注意事項
• 運送前

– 可以變更申報修改聯單上所載內容資料
• 商品分號列及進口日期（輸出入運送）

• 起運時間、司機姓名及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姓名與證號• 專責人員姓名與證號

– 應於98.07.01完成設置丙級專責人員

– 如為所有人自行運送者，由該所有人完成設置；如為
所有人委託運送者，由該運送（即承運）之公司法人
完成設置

– 另並未規定專責人員應隨車

– 可以副聯修改起運日期、運送數量或取消運送

• 運送後
– 若是散裝運送者，可以在起運日3日內修改運送數
量（非散裝運送者起運日後不可修改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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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變更申報畫面聯單變更申報畫面

33

變更申報變更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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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運送聯單變更多次運送聯單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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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畫面：副聯系統畫面：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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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目的：
行政院環保署為降低毒性化學物質運送過程災害發生與預防環境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行政院環保署為降低毒性化學物質運送過程災害發生與預防環境
危害，並確保毒化物運送良善及提昇其管理品質

遵循法源：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18條第二項規定「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
學物質之運送業者應依規定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從事毒性化
學物質之污染防制、危害預防及應變」。

丙級專責人員設置原則

如為所有人自行運送者，由該所有人完成設置；
如為所有人委託運送者，由該運送（即承運）之公司法人完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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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丙級資格(增訂4th之1)

高中、職以上學歷畢業，經訓練及格

國中或初中以上學歷，具二年以上運送化學品實務經
驗，經訓練及格

毒化物運送人推薦之從業人員，具三年以上運送化學
品實務經驗，經訓練及格

領有交通部許可之危險物品運送專業訓練合格證明書，
經訓練及格

具甲、乙級毒化物製造、使用、貯存專責人員資格者

39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毒化物運送專責人員設置等級 人數(9 h)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毒化物運送專責人員設置等級、人數(9th)

單一物質單次運送（輸送管道除外）（ ）

氣體數量在五十公斤以上

液體數量在一百公斤以上液體數量在一百公斤以上

固體數量在二百公斤以上

應運送之運作人設置丙級專責人員一人((無須隨車無須隨車))

於申報該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上填具該專責人員姓名及於申報該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上填具該專責人員姓名及

所屬運作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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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毒管專責人員設置代理(13th)-甲乙丙級人員可互代

毒性化學物質製造、使用、貯存場所或運送之運作人，應檢
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勞、健保資料
同意書，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異動十五日內應提補 換發申請異動十五日內應提補、換發申請

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指定合格毒化物專責人員代理，代理期
間不得超過六個月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41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應執行業務運送專責人員(丙級)應執行業務

協助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協助預防事故發生；於事故發生時，協助採取緊急防
治、必要之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施

運送車輛依規定裝設有即時追蹤系統者，協助維持系
統正常操作；運送過程發生突發事故時，協助事故通統正常操作；運送過程發生突發事故時 協助事故通
報、採取必要之防護、應變及善後處理等事宜；協助
運作人遵行主管機關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四運作人遵行主管機關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並於事故發生後協助提報調查
處理報告。處理報告

其他有關毒性化學物質協助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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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專責人員相關規定(20-21th)

公私場所、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毒性化學物質製造、
使用、貯存場所或運送之運作人，依本辦法設置之專責人
員，應為全職工作。(20th)

公私場所 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造公私場所、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造、
使用、貯存場所或運送之運作人不得聘僱非在其處所執行
其專責業務，或合格證書已撤銷、廢止之專責人員。其專責業務，或合格證書已撤銷、廢止之專責人員。
(2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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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改善完成之過渡期間( )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改善完成之過渡期間(26th)

本辦法修正前已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而依本
辦法第九條規定應設置丙級專責人員者 應於中華民國辦法第九條規定應設置丙級專責人員者，應於中華民國98
年7月31日前完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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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運送專責人員(丙級)設置( )

丙級專責人員訓練

報名參訓者請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網站
(http://www.epa.gov.tw/training -->環保專業證照訓練--
>申請表與報名簡章)下載毒化物訓練簡章 並可向委辦之訓>申請表與報名簡章)下載毒化物訓練簡章，並可向委辦之訓
練機構洽詢，或逕於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網站
查詢最新之開班訊息。查詢最新之開班訊息

各委辦訓練機構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台北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 電話 (02)23255223轉113 孟慶齡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電話：(02)23255223轉113 孟慶齡
中壢：南亞技術學院，電話：(03)4361070轉4142 劉湘綺
新竹：元培科技大學，電話：(03)6102299 林盈君
台中：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電話：(04)23593660 許慧燕
台南：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電話：(06)2757575轉65831 張家綺
高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話：(07)6011000轉2351，2352 楊惠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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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說明會說明會

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車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車--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車」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車」

((第第22批次批次))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

日期：98年10月

大綱大綱

一.背景與法規介紹
二.運輸業者裝設GPS流程
三 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五.違反規定情形
六 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第12條附件2規格六.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第12條附件2規格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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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

結合毒化物運送車輛透過GPS科技的管理方式，採取
事前預防措施 協助毒化物所有人即時監看毒化物事前預防措施，協助毒化物所有人即時監看毒化物
運送過程是否符合規定，一旦有災害發生，則可藉
由即時資訊顯示功能，提供災害救援必要的資訊，由即時資訊顯示功能，提供災害救援必要的資訊，
以減少災情擴大進而保障社會大眾生命財產與安全。
第1批次納管運送車輛「罐槽車」，已於97年8月1日第1批次納管運送車輛 罐槽車」 已於97年8月1日
起上路施行。截至98年9月30日止，完成980台車輛
裝設GPS，納管運送業者共有125家。
第2批次運送氣體或液體毒化物的「非槽罐車」裝設
GPS ，定於99年1月1日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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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毒化物運送整體流程毒化物運送整體流程

環保署：毒化
物資訊管制

1.車機先期審驗：確認符
合法規規範規格

2 審驗流程 裝設申請

即時傳輸

系統自動與六聯
單進行勾稽作業

2.審驗流程：裝設申請、
重新申請與停止運送

3.車機訊號傳輸管理：日
常維持正常操作

毒化物所有人 受貨人運輸業者

常維持正常操作

向環保局申請
運送六聯單

申報運作紀錄

運送六聯單

4
環保單位



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對象與範圍對象與範圍
分批管制 運送車輛 運送數量 備註

1 罐槽車 1 氣體超過50公斤 車體:槽體式(含貨櫃式) 罐式 罐槽體式 高壓1 罐槽車 1.氣體超過50公斤。
2.液體超過100公斤。
3.固體超過200公斤。

車體:槽體式(含貨櫃式)、罐式、罐槽體式、高壓
罐槽體式、常壓罐槽體式、

2 非罐槽車
之車輛

1.氣體超過50公斤。
2 液體超過100公斤

車型:貨櫃車、大型貨車、小型貨車等
之車輛 2.液體超過100公斤。

3 非罐槽車 固體超過200公斤。
容器:例如鋼瓶 (氯、環氧乙烷、磷化氫) ，
鐵桶或不銹鋼桶(TDI、三氧化鉻電鍍液、
苯胺、丙烯腈) ，玻璃瓶，塑膠桶等。

3 非罐槽車
之車輛

固體超過200公斤

4 非罐槽車
之車輛

1.氣體未達50公斤。
2.液體未達100公斤。
3.固體未達200公斤。

5

固體未達 公斤

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22種規格之適用對象種規格之適用對象
於98年9月28日修正前列管車輛已裝設即時
追蹤系統適用附件一規格外，其餘各批車追蹤系統適用附件 規格外 其餘各批車
輛應依附件二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舉例說明：舉例說明：
◦ 98年9月28日以前已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第1批

次、第2批次車輛已經本署審驗合格取得操作證
明文件 )，適用附件一(於97年1月25日發布規
格)規定裝設。

年 月 日以後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第 批◦ 98年9月28日以後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第1批
次及第2批次車輛新裝設未通過審驗)，應以附
件二規格裝設。件二規格裝設。
◦ 98年9月28日以前已購置即時追蹤系統但未

通過審驗者，仍應以附件二規格裝設。通過審驗者，仍應以附件二規格裝設

6



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系統架構說明系統架構說明
環保署GPS系統

2
1

3

①①GPSGPS車機每車機每3030秒記錄當時的座標並透過秒記錄當時的座標並透過GRPSGRPS模組回傳模組回傳
②②車輛軌跡傳送到環保署主機後，由轉檔程式寫入資料庫車輛軌跡傳送到環保署主機後，由轉檔程式寫入資料庫
③③管理人員管理人員((環保單位、業者車隊管理人員環保單位、業者車隊管理人員))於於GPSGPS監控系統察看車輛監控系統察看車輛

7

③③管理人員管理人員((環保單位、業者車隊管理人員環保單位、業者車隊管理人員))於於GPSGPS監控系統察看車輛監控系統察看車輛
軌跡，進行相關審驗、營運、監控與勾稽等管理作業軌跡，進行相關審驗、營運、監控與勾稽等管理作業

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介紹一、背景與法規介紹介紹--軌跡直接回傳環保署軌跡直接回傳環保署背景與法規介紹介紹背景與法規介紹介紹 軌跡直接回傳環保署軌跡直接回傳環保署

①①表示運送車輛透過表示運送車輛透過GPRSGPRS回傳軌跡至署內接收主機回傳軌跡至署內接收主機①①表示運送車輛透過表示運送車輛透過GPRSGPRS回傳軌跡至署內接收主機回傳軌跡至署內接收主機
②②表示軌跡從署內接收主機轉送到運送業者車隊管理中表示軌跡從署內接收主機轉送到運送業者車隊管理中
心心

8

心心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
1

裝
1.裝機

裝
設
G

(挑選車機)

G
P
S

2.
逐車審驗

的
3
個

驗

2
個
階
段

3.維持
正常運作

段

環保署已委託振興發科技
公司為審驗機構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續一續一))

3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續續 ))

10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 ––辦理時程辦理時程

第2批次車機商車機商
-開始功能審驗

送先期測試

第2批次
正式施行

車機商
先期測試終止日

-送先期測試

99/1/198/11/30
第2批次發布施

行日

98/9/29

98/12/21

若 99/1/1 (五)要運送毒化98/9/29

運送業者逐車審驗
-審驗作業約10天(不

/ / ( )
物，最晚 98/12/21(一)審
驗案件必須送達審驗單位

11

審驗作業約10天(不
含補件)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裝機掌握三要領裝機掌握三要領
1

二 運輸業者裝設二 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 裝機掌握三要領裝機掌握三要領

裝
設

1.裝機
(挑選車機)設

G
P

(挑選車機)

S
的
3

2.
逐車審驗

3
個
階 3 維持

1.選擇符合附件2規格車機
2 參考妥善率階

段
3.維持

正常運作
2.參考妥善率
3.符合NCC規範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裝機掌握要領一裝機掌握要領一
選擇符合附件選擇符合附件22規格車機規格車機選擇符合附件選擇符合附件22規格車機規格車機

哪些GPS車機已經符合法規規範:

GPS專區
◦ 網址：http://toxicgps.epa.gov.tw/gpszonep gp p g gp
◦ 首頁右方圖示：「車機商參考資料」

98年9月28日以後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者(第1批、第2批車輛新裝設未通過審

驗) 應以附件二規格裝設驗)，應以附件二規格裝設。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裝機掌握要領二裝機掌握要領二
參考妥善率參考妥善率參考妥善率參考妥善率

選擇車機業者可參考「妥善率」，妥善率高低取決於：

◦ 車機本身軟、硬體的品質良好。

◦ 車機廠商提供維修速度、服務，及是否主動關切販售車機之回傳品質。

◦ 車機使用者(司機)是否正常操作，有異常狀態時是否即時聯絡車機廠商

維修。

◦ 妥善率報表每月統計1次，建立車機妥善率發布機制 。◦ 妥善率報表每月統計1次，建立車機妥善率發布機制 。

◦ 建議選購妥善率A級(>=90%) 以上車機型號

A+：該車機妥善率≧95%妥
善
率
計

細項 計算公式

回傳品質
(75%)

回傳率>80%車輛

A+：該車機妥善率≧95%

A ：該車機90%≦妥善率<95% 

B+：該車機85%≦妥善率<90% 
計
算
方
式

(75%)

維修效能
(25%)

車輛總數-未出車車輛數

故障車輛數
1-

B ：該車機80%≦妥善率<85%

C ：該車機60%≦妥善率<80% 

D ：該車機妥善率<60%
式 (25%) 1-

車輛總數-未出車車輛數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裝機掌握要領二裝機掌握要領二
參考妥善率參考妥善率((續續))參考妥善率參考妥善率((續續))

GPS專區首頁下方：
◦ 功能圖示：即時追蹤系統妥善率

15

二、運輸業者裝設二、運輸業者裝設GPSGPS流程：流程：裝機掌握要領三裝機掌握要領三
符合符合NCCNCC規範規範符合符合NCCNCC規範規範

國家傳播委員會(NCC)說明：「內含GSM/DCS/GPRS等
具射頻功能介面之即時追蹤系統(GPS)係屬電信法規具射頻功能介面之即時追蹤系統(GPS)係屬電信法規
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GPS 車機必須符合GPS 車機必須符合
◦ NCC審定通過，車機本體需貼有審驗合格標籤，需有NCC認證

之審定號碼，並加註警語「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之審定號碼 並加註警語 減少電磁波影響 請妥適使用」

裝設的GPS車機應該具有下列標籤與警語

16通過GPS審驗標籤 NCC 審定貼紙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裝
設

1.裝機
(挑選車機)設

G
P

(挑選車機)

S
的
3

2.
逐車審驗

3
個
階 3 維持

2

階
段

3.維持
正常運作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資料審驗資料審驗三 審驗系統說明三 審驗系統說明 資料審驗資料審驗

通過審驗資料審驗 操作審驗

車身前側照 後側照

審驗作業透過
GPS監控系統線

上申請

18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資料審驗資料審驗((續續))

網址：http://toxicgps.epa.gov.twp gp p g

帳號帳號：
即為管編帳號或統一編號。
如無管編帳號請洽各地環保局申請。

密碼：密碼：
檢具基本資料及公司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可函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後向審驗單位提出申請。申請表單於 GPS專區首頁->「帳號申請」
圖示連結

19

圖示連結
審驗單位建立帳號後即可登入。
預設密碼同管編帳號，第一次登入後可修改密碼。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公司基本資料維護公司基本資料維護

由於系統會發出重要審驗、法規等等重要訊息
請正確填寫並隨時更新公司通聯資料，請正確填寫並隨時更新公司通聯資料

選取「審驗資訊系統」選取 審驗資訊系統」
點選「基本資料管理」

20



車牌

車牌



公司證明文件公司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可函或營利事主管機關核可函或營利事
業登記證業登記證業登記證業登記證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選取審驗資訊系統選取審驗資訊系統

選取「審驗資訊系統」選取 審驗資訊系統」
點選「審驗車輛列表」

24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審驗車輛列表審驗車輛列表三 審驗系統說明三 審驗系統說明 審驗車輛列表審驗車輛列表
依
審 開關車輛列表審
驗
類

正在審驗，尚未核
可之車輛狀態。

開關車輛列表

類
別
區 已正式核可，故障

報備中車輛狀態區
分 已正式核可，

基本資料異動
之車輛狀態。

報備中車輛狀態。

之車輛狀態

正常運作中
之車輛狀態。

解除列管之
車輛狀態。

25

之車輛狀態 車輛狀態。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選取尾車資訊維護選取尾車資訊維護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選取尾車資訊維護選取尾車資訊維護

選取「審驗資訊系統選取 審驗資訊系統」
點選「尾車資訊維護」

一台拖車使用證編碼(8
碼)配一台尾車車號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新增車輛新增車輛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新增車輛新增車輛

新增車輛 按鈕[新增車輛」按鈕
點一下

27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新增車輛新增車輛

1.

2.

1.同公司名稱

6.

3.

4.

4.6.
8.7.

5. 5.
7.

8.

2.

3.

28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新增車輛成功新增車輛成功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新增車輛成功新增車輛成功

29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審驗階段車輛列表功能審驗階段車輛列表功能
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可直接請求資料審驗或可直接請求資料審驗或
者重新編輯車籍資料。

30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編輯車籍資料編輯車籍資料

31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申請資料審驗申請資料審驗

32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新增照片新增照片

3.選取項片後點選 4.上傳完成
請更新照片「上傳照片」 請更新照片

2.從檔案中選
取照片(檔案大
小須小於200K)

5.照片確認
上傳無誤後

1

小須小於200K) 上傳無誤後
點選

1.

33

6.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紙本文件選項紙本文件選項

可選擇要 紙本文件 或是可選擇要 紙本文件 或是
於系統自行列印

34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送出審驗資料後確送出審驗資料後確
認訊息認訊息

列印審驗申請書並用印連
同書面資料寄出

列印完成後按確定

35

收件後系統Email通知，提醒
審驗後續相關重要事項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列印審驗申請書列印審驗申請書

請分別蓋上公
司大、小章

業者自行確認
資料是否齊全

審驗作業10天(不含補件日)

36

審驗作業10天(不含補件日)
以申請書「收件日」為準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送件車輛顯示送件車輛顯示『『待審待審』』三 審驗系統說明三 審驗系統說明 送件車輛顯示送件車輛顯示 待審待審』』

37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送出審驗資料後確認訊息送出審驗資料後確認訊息
逾期未補件
將被退件

審驗進度狀態(目
前為須補件前為須補件) 上傳缺漏電

子檔資料

業者如果沒收到Email 且未
待審中 請主動聯絡審驗單位

38

待審中 請主動聯絡審驗單位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需補件資料需補件資料

需補件項目

資料審驗
審核結果

上傳缺漏照上傳缺漏照
片資料

常補件項目

39

常補件項目
-照片
-行照過期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操作審驗操作審驗

通過審驗資料審驗 操作審驗

裝機後以申請登記車輛行駛 累積軌跡裝機後以申請登記車輛行駛，累積軌跡
回傳時數10日內達1小時10公里

40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操作審驗通過操作審驗通過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操作審驗通過操作審驗通過

41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審驗結果交由環保審驗結果交由環保
署核發操作證明文件署核發操作證明文件

操作證明文件範例操作證明文件範例

保密

保密

42

保密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審驗完成進入發文審驗完成進入發文
階段階段

43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通過審驗通過審驗三 審驗系統說明三 審驗系統說明 通過審驗通過審驗
通過審驗資料審驗 操作審驗 通過審驗資料審驗 操作審驗

毒蹤字第X1234567 _ XX-999 _       號

樣本
44

樣本建議 GPS合格標章—張貼於

儀錶板上左側明顯處



三、審驗系統說明三、審驗系統說明-- GPSGPS專區新增功能專區新增功能

正式核可車輛查詢：提供運送業者、所有
人目前審驗完成，裝設即時追蹤系統的車人目前審驗完成 裝設即時追蹤系統的車
輛
操作證明文件查詢

45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3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系統每日提醒
車機疑似異常

46

車機疑似異常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收到標章時，請依規定放置合格標章
車機發生異常狀況 無法正常回傳 需要送修時 請提報故車機發生異常狀況，無法正常回傳，需要送修時，請提報故
障報備流程
非軌跡全數回傳者：當運送聯單時，請確認軌跡有正常回傳非軌跡全數回傳者：當運送聯單時 請確認軌跡有正常回傳
當車機與車籍資料異動時，請根據審驗狀態提出申請：

於「審驗系統」-
「正式運作車輛>「正式運作車輛」

區，下拉功能選
項 進行審驗流程項 進行審驗流程
申請

47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各種審驗異動申請
◦ 基本資料異動

過戶、管制編號異動、換車牌等車輛基本資料過戶 管制編號異動 換車牌等車輛基本資料
變動時申請

故障報備◦ 故障報備
車機回傳不正常、車機故障時提出申請

◦ 車機移機
車機從A車移至B車車機從A車移至B車

◦ 停止運作(解除列管)

不再載運毒性化學物質時提出申請
48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車機基本資車機基本資
料異動料異動料異動料異動

基本資料異動寄
送申請書外 尚送申請書外，尚
需檢附原核發的
操作證明文件和
標章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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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車機基本資車機基本資
料異動料異動

50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故障報備故障報備

車機故障需注意事項
發現異常狀況[運送辦法附件二之四( ) (二)]發現異常狀況[運送辦法附件二之四(一) 、(二)]
後，於線上進行異常報備。

四（一）運送車輛為啟動狀態且位於通訊狀況正常環境下，
時追蹤系統無法上傳車行資料 本
（ ）

即時追蹤系統無法上傳車行資料至本署。
四（二）即時追蹤系統最近一週車行資料回傳率低於百分
之八十。

自 障 備 運氣 液自「故障報備」起15日內，凡載運氣體或液體毒
化物的「非槽罐車」 ，於運送後2日內至「運送
後路線報備」中報備路線明細。逾15日仍未通過
審驗者，須繼續營運者，應重新申請審驗，其操
作審驗行車時日數累積5日內達25小時(附件二之
一、(三).1)。(三).1)
修復完成後進行修復報備，進行1天5小時資料回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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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故障報備故障報備((操作操作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點選車機
故障報備故障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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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故障報備故障報備四 維持 常操作注意事項四 維持 常操作注意事項 故障報備故障報備
((申請表申請表))

1.確認異常原因
2 點選時間2.點選時間
3.詳細說明
4.送出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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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故障報備故障報備((核准核准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1.請先報備車機修復後測試5小時
的路線。
2 確定跑完5小時測試後按修復報

54

2.確定跑完5小時測試後按修復報
備，等待審驗人員收件即可。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車機移機車機移機((需注需注
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意事項))

車機移機：
同一運送業者(車隊)才可以移機。
請運送業者自行與車機商接洽移機。請運送業者自行與車機商接洽移機
原裝置之車輛經解除即時追蹤系統列管，
原發操作證明文件停止適用。原發操作證明文件停止適用。
新裝置車輛需重新申請審驗。
新裝置車輛需完成審驗動作後始可開始運
送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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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車車
機移機機移機((操作流程說明操作流程說明))

點選車
機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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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車車
機移機機移機((申請表申請表))

1.
2.

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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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四、維持正常操作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注意事項--停止運作停止運作((解除解除
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58



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停止運作停止運作((解除解除
列管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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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 ––停止運作停止運作
((解除列管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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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四、維持正常操作注意事項--運送業者端運送業者端
疑似車機異常提醒疑似車機異常提醒疑似車機異常提醒疑似車機異常提醒

目的：協助運送業者建立以即時追蹤系統的自主管理制度：目的：協助運送業者建立以即時追蹤系統的自主管理制度：
◦ 登入時出現提醒
◦ 系統每日勾稽不合理的狀況，以提醒運送業者。勾稽樣態包括：

A.有聯單而無軌跡A.有聯單而無軌跡
Z.應裝置GPS而未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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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勾稽前一日的聯單、軌跡狀況

五、違反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第五、違反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第1212條規定條規定

違法事實 認定依據 罰款額度
裁量基準

應裝設即時追 -未依規定裝設即時追蹤系
蹤系統而未裝
設

統

裁罰額度由新
臺幣 10萬元至

有運送聯單但
車機並無回傳
軌跡

-即時追蹤系統
未維持正常操作 臺幣 10萬元至

新臺幣 50萬元軌跡

任意拆裝 中 即時追蹤系統任意拆裝、中
斷即時追蹤系
統通訊及電源

-即時追蹤系統
未維持正常操作

統通訊及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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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送辦法第六、運送辦法第1212條附件條附件22規格重點說明規格重點說明((適用適用98/9/2898/9/28
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項目 目的

車機須以每30秒傳回一筆軌跡訊 即時獲得運送車輛所在位置車機須以每30秒傳回 筆軌跡訊
號，且直接回傳環保署

即時獲得運送車輛所在位置

回傳率標準80% 維持車機良好運作回傳率標準80% 維持車機良好運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規範 車機需符合電信法之相關規定

車機回傳標準封包與標準通訊協定 統一回傳格式，降低轉換成本，簡化轉檔複
雜度

車機具備刷取條碼功能 運送聯單起迄點刷取，紀錄實際運送情形，
掌握真實運送狀況掌握真實運送狀況

車機商通過功能審驗 確保車機的良好品質

車機商確保5年以上相關零件與耗
材正常供貨

保障運送業者有後續保固及維修權益
材正常供貨

車機內建備用電池(電源) 為加強即時追蹤系統保全防盜功能，增加備
用電池與電源拔除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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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車輛被竊，即使被拔除電源，5小時內仍
可查詢車輛所在位置。

六、運送辦法第六、運送辦法第1212條附件條附件22規格重點說明規格重點說明((適用適用98/9/2898/9/28
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第二批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為與國家標準接軌，增列即時追蹤系為與國家標準接軌，增列即時追蹤系

統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的規範。(一、(二).3)

硬體標準(十一)
◦ 至少可儲存90小時之車行軌跡資料容量。

◦ 正常回傳與補回傳：30秒回傳一筆軌跡，◦ 正常回傳與補回傳：30秒回傳 筆軌跡，

回傳率基準維持80%

◦ 異常處理—通訊不良：當通訊狀況不良

時，先儲存於車機內，當恢復正常情況時，先儲存於車機內，當恢復正常情況

後，自動將軌跡回傳。

◦ 異常處理—無法定位：GPS接收訊號不

良致接收衛星數少於3顆時 其資料仍良致接收衛星數少於3顆時，其資料仍

應每30秒回傳1筆，其時間並應仍持續

增加，而其座標值則應傳回上1筆衛星

訊號良好時之座標值，直至GPS衛星接 NCC 審定編號訊號良好時之座標值，直至GPS衛星接

收正常時即回歸正常GPS資料訊號之傳

送。
64

NCC 審定編號



六、運送辦法第六、運送辦法第1212條附件條附件22規格重點說明規格重點說明((適用適用98/9/2898/9/28以後以後
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電源拔除偵測與紀錄：
◦ 車機具備備用電池與電源拔除通報機制：電源被拔除時，車機具備備用電池與電源拔除通報機制：電源被拔除時，
即時回傳電源拔除訊號，軌跡回傳至少5小時；電源恢復
時，即時回傳電源接上訊號，以上事件記錄於系統中。
(十 )(十一)

◦ 目的：車輛保全需求

零件供應：零件供應：
◦ 系統供應商應確保貨品於賣出後維持5年以上相關零件與
耗材正常供貨無虞。(十一)

◦ 目的：保障運送業者維修權益

條碼刷取機制：
具備條碼刷取的功能與正常回傳機制與補回傳機制◦ 具備條碼刷取的功能與正常回傳機制與補回傳機制[十二
(五)]

◦ 目的：未來將配合運送聯單，刷取運送聯單條碼，以紀
錄運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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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送辦法第六、運送辦法第1212條附件條附件22規格重點說明規格重點說明
((適用適用98/9/2898/9/28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車機傳輸事件：

轉檔程式可設定每日軌跡數量異常臨界值

((適用適用98/9/2898/9/28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以後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 轉檔程式可設定每日軌跡數量異常臨界值，
計算每日回傳軌跡與條碼超過上限值的車機，
以上事件記錄於系統中。[十二(七)]以上事件記錄於系統中。[十二(七)]
◦ 目的：提早發現車機是否發生傳輸異常

標準封包與標準傳輸指令。[十三(四)]
◦ 制訂車機與轉檔程式標準的封包格式與傳輸

方式
◦ 目的：降低車機採購的轉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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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送辦法第六、運送辦法第1212條附件條附件22規格重點說明規格重點說明((適用適用98/9/2898/9/28以後以後
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者))

裝機與審驗流程(十四)

◦ 第1批審驗制度：分為運送業者資料審驗與操作審驗(2◦ 第1批審驗制度：分為運送業者資料審驗與操作審驗(2
階段審驗制度)

◦ 第2批審驗制度：將採3階段審驗制度
目的：
◦ 由車機廠商先品質測試，以確保銷售時的車機品質

第1批審驗
運送業者
資料審驗

運送業者
操作審驗

車機商 運送業者 運送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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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批審驗 車機商
功能審驗

運送業者
資料審驗

運送業者
操作審驗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專區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專區

發布施行草案、相關會議資料、法令宣導資料 、車機
商先期測試、運送業者逐車審驗等，請至商先期測試 運送業者逐車審驗等 請至
http://toxicgps.epa.gov.tw/gpszone/ 下載
通過核可之車機商相關資訊
公布各月妥善率公布各月妥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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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簡報完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 02-23393250 分機302 , 601
傳真： 02-23392646傳真： 02 23392646
聯絡人員：王怡茹、李永桐
聯絡資訊：

http://toxicgps epa gov tw/GPSZone/02f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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