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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件摘要 

111 年 1 月 15 日台糖第 808 次車由第 124 號機車自 12 號轉運台駛回虎尾

糖廠牽引 16 輛蔗箱車重車，行經 10 號轉運台時，於列車後方再加掛 34 輛蔗

箱車重車。約 16:48 行經馬公厝線 K0+850 處（北平路平交道與復興路平交道

間），第 20~25 輛車發生出軌事故，其中第 21~24 輛車傾覆，其餘車輛及機車

頭則未出軌。 

1.2 調查依據 

經查本案路線非屬依鐵路法第 44 條交通部核准經營客貨運路線，係屬台

糖公司自行運送該公司甘蔗回送廠區，每年 11 月底至隔年 3 月，沒有營運時

段之問題（無費率、運價）等，因本事故非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0 條之重大

行車事故，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1 條之一般行車事故。 

本事故雖非屬鐵路法第 56-5 條第 2 項交通部應啟動調查之重大事故，然

已損及道路民車，佔用平交道，影響公共安全，爰依交通部鐵路行車事故事件

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 1、3、5 點啟動專案調查。 

1.3 調查組織 

本事故由本部鐵道局成員進行專案調查，調查結果經鐵道局提報本部鐵路

行車事故調查小組審查確認。 

1.4 調查過程 

111 年 1 月 15 日 事故發生 

111 年 1 月 16 日 先遣小組徐組長率相關同仁赴現場了解 

111 年 1 月 22 日 本部啟動專案調查 

111 年 2 月 10、15 日 台糖提供本事故專案調查相關資料 

111 年 2 月 11 日 召開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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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2 月 16 日 召開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 

111 年 2 月 24 日 調查小組曾主任工程司率相關同仁赴現場調查 

111 年 3 月 3 日 召開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9 日 召開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 

111 年 3 月 29 日 
召開本部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42 次會議，說

明並確認本事故專案調查結果 

111 年 4 月 18 日 交通部核定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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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故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說明 

111 年 1 月 15 日台糖第 808 次車由第 124 號機車牽引 16 輛蔗箱車重車自

12 號轉運台駛回虎尾糖廠，行經 10 號轉運台時，於列車後方再加掛 34 輛蔗

箱車重車。約 16:48 行經 K0+850 處，第 20~25 輛車發生出軌事故，其中第

21~24 輛車傾覆，其餘車輛及機車頭則未出軌。事故照片如圖 2.1-1~5、事故地

點位置如圖 2.1-6、事故現場示意如圖 2.1-7。 

 
圖 2.1-1 事故現場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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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事故現場照 2 

 
圖 2.1-3 事故現場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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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事故現場照 4 

 
圖 2.1-5 第 20 車留有第 21 車連結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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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事故地點位置圖 

 
圖 2.1-7 事故現場示意圖 

2.2 處置過程（由台糖公司提供） 

日期 時間 處置情形 

1/15 17:40 配車所接獲訊息立即向虎尾派出所報案，至事故現場

處理。 

 17:45 車長配合警員維持交通秩序，並請司機將甘蔗車推離

平交道，同時搶修人員雇用大型吊車協助搶修。 

 18:40 經警察現場測量並繪圖後，前段未脫軌之已裝載甘蔗

台車 18 台，於 18 時 40 分先行拉回至虎尾廠區。 

 22:30 將脫軌車輛 6 台扶正後，先拉回至虎尾廠區。 

 23:40 虎尾糖廠鐵道股內燃機車司機廖振宏及配車員蔡錫

昉，經現場警員詢問後，一同至派出所製作筆錄。 

1/16 10:30 現場搶修更換鋼軌 2 支、清除落蔗及工程雜物後進行

路線試運轉，將停留於現場 26 台已裝載甘蔗之台車拉

回至虎尾廠區後，恢復正常運轉。 

車輛行駛方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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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故影響 

一、 人員傷亡：無。 

二、 設備受損： 

(一) 軌道部分：鋼軌（15 公斤*10 公尺）2 支。 

(二) 車輛部分：第 21 輛（11563 號）、第 22 輛（11705 號）、第 23 輛（11139

號）、第 24 輛（11670 號）翻覆凹陷變形。 

(三) 電力、電訊及號誌部分：無。行車控制閉塞制度採用隔時法，故無

號誌電路設備。 

三、 運轉延誤：1 月 16 日第 801、803 班次延遲，俟路線搶修及試運轉完畢後

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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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環境 

 台糖公司馬公厝線基本資料 

馬公厝線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專用鐵路，負責載運虎尾總廠製糖

所需甘蔗的主要路線，同時也是臺灣唯一使用中的原料線，目前台糖公司虎

尾糖廠鐵道尚在營運（載運甘蔗）之線路：馬公厝線起點為虎尾糖廠，迄點

為 13 號轉運台，總長約 16.1 公里，係由三條線路所組成，分別是北港線（1.944

公里）、馬公厝線（11.88 公里）以及蚊港線（2.276 公里），行經虎尾、土庫

及褒忠等三個鄉鎮，年載運量約 133,791.3 公噸之甘蔗，共計有五處轉運台

（#9 至#13）。馬公厝線路線配置如圖 3.1-1~2。 

每年大約 11 月底到隔年 3 月是甘蔗盛產期，也是製糖季，故馬公厝線僅

在製糖季時行駛，於製糖期間每日開行約 3 班次(視天氣情況及甘蔗採收狀

況，最多可達 6 班次)，營運里程視甘蔗裝載而定，其餘時間均處於閒置狀態。 

 
圖 3.1-1 馬公厝線路線圖-1(台糖提供) 

事故地點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3%96%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95%E4%BE%BF%E9%90%B5%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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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馬公厝線路線圖-2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虎尾測站（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64 號中正國民小

學內）觀測資料，1 月 15 日 17 時之氣溫為 19.6℃，降水量為 0 公厘。 

 周邊環境 

事故地點位於台糖公司馬公厝線 K0+850 處(虎尾鎮德新街 79 巷 28 號

旁)，往糖廠方向，北平路平交道與復興路平交道之間，如圖 3.1-3。 

 
圖 3.1-3 事故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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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備 

3.2.1 軌道 

 基本資料 

馬公厝線軌距 762mm，鋼軌為 15kg/m 等級，軌枕為洋灰軌枕(兩塊式)

型式，事故發生地點馬公厝線 K0+850 處路線縱坡由北平路平交道往糖廠

方向為下坡路段，平均坡度為-2.7‰。事故現場軌道如圖 3.2.1-1；事故路段

坡度資訊如圖 3.2.1-2。 

 
圖 3.2.1-1 事故現場軌道 

（畫面來源：ian 的鐵路頻道 https://youtu.be/rt6ftu3mpAI） 

馬公厝線 

https://youtu.be/rt6ftu3m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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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事故路線坡度資訊圖(台糖公司提供) 

 近期養護情形 

路線養護係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及「台灣糖業公司鐵道修建養護要

點」規定，客運鐵路每年度檢查 2 次，6 月底及 12 月底前各檢查 1 次，貨

運鐵路每年度檢查 1 次，依前述規章檢查標準臚列如下表： 

表 3.2.1-1  軌道幾何不整容許標準表(單位：公厘) 

標準值類別 合格範圍 曲線軌道加寬度 S=2100/R-5，允許公差範

圍  -4mm~+7mm。 

 

 

軌距(762m) 

758mm~769mm 

774mm~782mm 半徑=100m 

超高：6V2/R(曲線軌道

行車最高 10 公里/小

時)，內軌不得高於外

軌。 

766mm~777mm 半徑=160m 

764mm~775mm 半徑=200m 

762mm~771mm 半徑=300m 

762mm~769mm 半徑=400m 

水平 0~6mm  

高低 0~8mm  

方向 0~6mm  

鋼軌接縫寬 1.2mm~10mm  

車輛行駛方向 

事故地點平均坡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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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馬公厝線(貨運鐵路)近期辦理軌道年度檢查養護情形如下： 

(一) 馬公厝線鐵道 109 年及 110 年各辦理 1 次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

如表 3.2.1-2，分別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及 110 年 12 月 9 日辦理，

已依台糖規章每年辦理一次貨運路線定期檢查。109 年及 110 年檢

查紀錄表所示，檢查地點記載為全線，無記載檢查里程樁號，亦無

填列相關檢查數據，僅於檢查數據欄填列為打「ˇ」，檢查處理情形

欄無填列正常或異常，平交道亦無相關檢查紀錄。 

(二) 依訪談台糖公司人員表示，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紀錄表填列係

依該表備註欄所示；惟經檢視發現台糖公司人員於填寫鐵道路基及

軌道定期檢查紀錄表，未將不同檢查地點位置分開詳實填列里程及

檢測數據，致無法確認平時路線養護狀況及不良需改善之詳細地

點。 

(三) 年度辦理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時，未將平交道之標誌與行車速

限嗚笛標識牌納入檢查結果及保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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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 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台糖公司提供) 

 



 

14 
 

 調查說明 

(一) 台糖公司人員表示 111 年 1 月 15 日，台糖蔗箱車出軌及翻覆後(詳出軌

現場示意圖，圖 3.2.1-3)，考量部分蔗箱車暫停置平交道而影響當地交

通動線，故未待相關出軌事故完成蒐證作業，即進行搶救作業。 

(二) 首先將德馬機車頭末端連結未出軌蔗箱車拖回糖廠，接續將出軌蔗箱

車調整移回軌道及翻覆蔗箱空車進行切割並調整移回軌道後再由德馬

機車拖回糖廠，接續進行軌道初步整修後，使後面滯留軌道上之蔗箱車

再拖回糖廠，故本局先遣小組於 111 年 1 月 16 日赴現場調查時，現場

軌道已初步整修。 

(三) 因事故現場軌道原始狀況已破壞且無法重現，爰僅就 111 年 1 月 16 日

及 2 月 24 日調查小組至現場之發現，說明如下： 

1. 台糖公司於 111 年 2 月 21 日進行事故部分路段軌道改善，調查人

員於 2 月 24 日經量測修復改善路段軌距符合標準，惟扣件鬆脫及

道碴未砸道。 

2. 整修以外之軌道兩側路肩道碴填築不足，軌枕及扣件均已被泥土覆

蓋，部分扣件脫落(如圖 3.2.1-4~6)。另經量測軌距大於標準值 7mm

以上，鋼軌軌縫寬度大於 10mm，不符鐵路修建養護規則及台糖公

司所定鐵道修建養護要點 (如圖 3.2.1-7~8)，且鋼軌磨蝕嚴重 (如圖

3.2.1-9)。 

3. 事故現場軌道路線鳴笛速限標及警告標誌已嚴重鏽蝕或不清楚(如

圖 3.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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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出軌現場示意圖 

 

 
圖 3.2.1-4 路肩道碴填築不足 

 

路肩道碴填築不足 

車輛行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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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5 軌枕及扣件均已被土覆蓋 

 
圖 3.2.1-6 扣件脫落 

軌枕及扣件均已被土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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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7 軌距過大 

 
圖 3.2.1-8 鋼軌軌縫寬度過大 

 

 

軌距大於標準軌距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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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鋼軌磨蝕嚴重 

圖 3.2.1-10 鳴笛速限標誌已嚴重鏽蝕 

鋼軌鏽蝕 

鳴笛速限標誌已嚴重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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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1 警告標誌已嚴重鏽蝕 

3.2.2 號誌 

馬公厝線採隔時法運轉，無號誌系統。 

  

警告標誌已嚴重鏽蝕或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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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車輛 

 第 808 次列車：  

（一）列車編組：德馬 B#124 內燃機車+蔗箱車 50 輛(如表 3.2.3-1)。 

表 3.2.3-1  第 808 車次蔗箱車編組表 

順序 車號 順序 車號 順序 車號 順序 車號 順序 車號 

第 1 輛 11497 第 11 輛 11635 第 21 輛 11563 第 31 輛 11158 第 41 輛 11669 

第 2 輛 11756 第 12 輛 11429 第 22 輛 11705 第 32 輛 11601 第 42 輛 11230 

第 3 輛 11239 第 13 輛 11430 第 23 輛 11139 第 33 輛 11521 第 43 輛 11709 

第 4 輛 11651 第 14 輛 11426 第 24 輛 11670 第 34 輛 11024 第 44 輛 11617 

第 5 輛 11650 第 15 輛 11508 第 25 輛 11410 第 35 輛 11121 第 45 輛 11712 

第 6 輛 11193 第 16 輛 11533 第 26 輛 11436 第 36 輛 11528 第 46 輛 11341 

第 7 輛 11192 第 17 輛 11431 第 27 輛 11435 第 37 輛 11739 第 47 輛 11185 

第 8 輛 11509 第 18 輛 11764 第 28 輛 11434 第 38 輛 11233 第 48 輛 11109 

第 9 輛 11016 第 19 輛 11071 第 29 輛 11384 第 39 輛 11232 第 49 輛 11761 

第 10 輛 11718 第 20 輛 11732 第 30 輛 11463 第 40 輛 11679 第 50 輛 11652 

註：第 20~25 輛共 6 輛蔗箱車出軌；其中第 21~24 輛翻覆 

（二）運行計畫： 

去程：虎尾糖廠區聯掛 30 輛蔗箱空車，再駛至 9 號轉運台聯掛 19

輛蔗箱車，共 49 輛，前往 12 號轉運台（單程運距 14 公里）。 

回程：12 號轉運台聯掛 16 輛蔗箱重車，再駛至 10 號轉運台聯掛 34

輛蔗箱重車共 50 輛蔗箱重車返虎尾糖廠。 

 事故車輛 

（一）機車基本資料 

1. 機車廠牌及型號：德國德馬 TYPE B.（編號：124 內燃機車頭）。 

2. 製造日期：1976 年製造。 

3. 車輛噸數（空車）：16.5 公噸。 

4. 軌距：762 公厘。 

5. 車輛尺寸：長 5,540 公厘 × 寬：2,230 公厘 × 高：2,950 公厘。 

6. 輸出功率：247 馬力。 



 

21 
 

7. 最高營運車速：19 公里。 

（二）車輛基本資料 

1. 車廂尺寸（含前後連結器）：4,400 公厘×2,380 公厘×2,440 公厘。 

2. 車廂重量：空車約 2.2 噸，荷重約 5.4 噸。 

3. 車廂轉向架：無轉向架。 

（三）近期檢修紀錄-機車部分 

  德馬 B 內燃機車（編號：124），係台糖公司虎尾糖廠所屬機車，

由虎尾糖廠辦理一級、二級、三級及四級檢修。 

  機車車輛檢修係依交通部訂定之「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台糖

公司訂定報部備查之「各型機車檢修週期表」、「台糖公司鐵路機車各

級檢修項目表」，及台糖公司訂定之「鐵路車輛內燃機車檢查要點」規

定辦理，本次事故車輛至事故發生前最近一次列車整備檢查表及各級

檢修情形如下： 

1. 一級檢查（週期 1 日）：111 年 1 月 15 日辦理，其行走系統之車輪檢

查結果正常（如圖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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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 內燃機車一級檢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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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級檢查（週期 2000 公里或 1 個月）：110 年 12 月 20 日辦理(經台糖

公司表示)，其中軔機系統及行走系統之車輪檢查結果皆正常（如圖

3.2.3-2）。 

 

圖 3.2.3-2 內燃機車二級檢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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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級檢查（週期 3 萬公里或 1 年）：110 年 8 月 19 日至 110 年 8 月 26

日辦理試運轉測試，試運轉結果正常（如圖 3.2.3-3~4）。 

 

圖 3.2.3-3 內燃機車三級檢查紀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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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4 內燃機車三級檢查紀錄表-2 

 

4. 四級檢查（週期 20 萬公里或 12 年）：107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

辦理檢修或檢查及確認等方式辦理，檢查結果正常，且依內燃機檢查

要點全盤檢查（四級檢查）規定，於 107 年 11 月 2 日辦理試運轉測

試，試運轉結果正常（如圖 3.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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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5 內燃機車四級檢查紀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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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6 內燃機車四級檢查紀錄表-2 

（四）近期檢修紀錄-車輛部分 

  蔗箱車為台糖公司虎尾糖廠所屬車輛，由虎尾糖廠辦理一級、二

級、三級檢修。 

1. 一級檢查（週期 1 日）：111 年 1 月 15 日辦理，其中連結器主要

檢查項目為：連結器頭及座有無破損、連結器固定螺栓有無鬆動、

連結器銷是否定位或遺失、連結器環有無破損，檢查結果正常（蔗

箱車 50 輛，如圖 3.2.3-7）。 

 
圖 3.2.3-7 一級檢查(列車整備檢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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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級檢查（週期 60 日）：110 年 12 月 27~30 日辦理，其行車架及

走行裝置與連結器主要檢查項目為：連結器頭、座、銷、鍊、環、

彈簧有無變形、裂痕、毀損、磨耗及聯結器中心線至軌面高度，有

無超過規定，檢查結果正常（如圖 3.2.3-8）。 

 

 

圖 3.2.3-8 二級檢查(二個月檢查)紀錄表 

3. 三級檢查（週期 1 年）：110 年 6 月 15~20 日辦理，其行車架及走

行裝置與連結器檢查連結器主要檢查項目為：連結器頭、座、銷、

鍊、環、彈簧有無變形、裂痕、毀損、磨耗及聯結器中心線至軌面

高度，有無超過規定，檢查結果正常及試車結果正常（如圖 3.2.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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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3-9 三級檢查(年度檢查)紀錄表 

4. 四級檢查：係指更新檢查，於車輛損耗情形嚴重，須重新翻造時，

施行之檢查，其檢查項目同三級檢查，無翻修紀錄。 

（五）事故蔗箱車輪緣比較情形 

本事故後請台糖公司提供量測事故 6 輛蔗箱車車輪資料，其中第

21 輛（11563 號）右前車輪之輪緣厚度低下，雖未超限（輪緣厚度 16 

mm~30 mm）使用，但左右數值差距約 10mm（如表 3.2.3-2）恐無法

確保穩定度。另，每輛車輛均有 4 個車輪，惟查 110 年度車輛三級檢

查報告表（如圖 3.2.3-9）均僅有 1 個數值，顯見台糖公司三級維修檢

查並未確實，台糖公司應再檢視相關表單之妥適性、落實檢查及建立

考核機制，並訂定獎懲辦法。 

表 3.2.3-2 出軌翻覆蔗箱車車架及行走部數值資料 

車號：11732(第 20 輛)                                             單位_mm 

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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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7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5 右前：28 左後：26 右後：27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6 右前：25 左後：26 右後：26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1 右前：30 左後：31 右後：31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1 後：0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3 後：484 

 

車號：11563(第 21 輛)                                             單位_mm 

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3 

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8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8 右前：18 左後：27.5 右後：25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7 右前：26 左後：27 右後：27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1 右前：30 左後：31 右後：31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1 後：1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0 後：482 

 

車號：11705(第 22 輛)                                             單位_mm 

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5 

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8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6 右前：23 左後：26 右後：28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5 右前：26 左後：25 右後：25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2 右前：33 左後：32 右後：32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1 後：1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2 後：483 

 

車號：11139(第 23 輛)                                             單位_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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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4 

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8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6 右前：26 左後：27 右後：23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5 右前：25 左後：26 右後：26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1 右前：31 左後：31 右後：32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1 後：0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1 後：483 

 

車號：11670(第 24 輛)                                             單位_mm 

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3 

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8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9 右前：29 左後：30 右後：30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4 右前：24 左後：24 右後：24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4 右前：34 左後：34 右後：34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0 後：1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3 後：482 

 

車號：11410(第 25 輛)                                             單位_mm 

軸箱導板厚度 16(11) 14 

撐板與軸箱間隙 5.5(5-15) 8 

輪緣厚度 30(16) 左前：29 右前：28 左後：28 右後：27 

輪緣高度 23(28) 左前：25 右前：25 左後：25 右後：26 

輪箍厚度 35(15) 左前：32 右前：32 左後：32 右後：31 

一對車輪背面距離 698(695-700) 前：698 後：698 

同軸車輪直徑差 0(3) 前：1 後：0 

聯結器中心至軌面高度 485(465) 前：481 後：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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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相關設備損壞情形 

經台糖公司發生事故時之初步檢查及 111 年 1 月 15 日辦理一級

檢查（列車整備檢查），檢查結果編號 124機車無受損；另蔗箱車 11563-

前端連結器損壞、11705-後端連結器座（含連結器）損壞、11139-箱體

損壞、11670-後端連結器損壞、11670-後端板損壞、11410-前端連結器

座損壞（如圖 3.2.3-10~17）。 

事故連結器斷裂面之孔隙過大，第一、二級保養僅為目視檢查，

第三、四級定期檢修時，亦無針對連結器或主要設備做探傷檢查。 

 

 
圖 3.2.3-10 11563 號(第 21 輛)蔗箱車前端連結器頭損壞 

11563前端連結器頭 

11563前端連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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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1 11705 號(第 22 輛)蔗箱車後端連結器頭(含座)損壞脫落 

 
圖 3.2.3-12 11705 號(第 22 輛)蔗箱車後端連結器頭(含座)照片 

11705後端 

連結器(含座)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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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3 11705 號(第 22 輛)連結器頭斷面孔隙 

 

 
圖 3.2.3-14 11139 號(第 23 輛)蔗箱車箱體損壞 

11705連結器頭 

斷面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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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5 11670 號(第 24 輛)蔗箱車後端版損壞 

 
圖 3.2.3-16 第 24 輛(11670 號)蔗箱車後端連結器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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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7 第 25 輛(11410 號)前端連結器座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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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員 

人員查核依據包括：「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規定之每年實施

體格檢查，及至少每三年實施一次之技能檢定情形、「鐵路行車規則」規定之

勤前檢測，以及「陸運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規定之尿液檢驗。 

  經檢視本案第 808 次駕駛員之「台糖公司雲嘉區處/虎尾糖廠鐵路人員健

康檢查紀錄表」及 111 年 1 月 15 日「行車人員酒精濃度及血壓測試紀錄」等，

均符合法令規定，其各項檢查結果如下： 

姓名 廖○宏 職稱 駕駛員 

單位 虎尾原料課鐵道股 年齡 40 

進入台糖公司日期 109 年 12 月 1 日 

進入目前部門日期 109 年 12 月 1 日 

工作證照 
取得日期 110 年 9 月 28 日 

許可操作車輛 內燃機車 

新進人員 

技能檢定 

學科 110 年 9 月 14 日合格 

術科 110 年 9 月 14 日合格 

勤前檢測 
酒精 無異常 

血壓 無異常 

體格檢查 110 年 11 月 30 日檢查合格 

尿液檢驗 
110 年 11 月 30 日嗎啡、安非他命檢驗陰

性 

 

3.4 運轉 

 出軌過程 

經參考國外鐵路列車出軌事故類似案例，檢視事發地點民宅監視器

畫面（如圖 3.4-1~7）與事故現場鋼軌照片（如圖 3.2.1-1），第 808 車次

（機車編號#124）牽引 50 輛蔗箱車（後端未掛守車）約 16 時 48 分返

廠行經馬公厝線 K0+850（北平路平交道與復興路平交道間）處，疑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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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方向右側鋼軌因枕木腐朽與扣件鬆脫無法抵抗車輛運動之橫向作用

力，適第 21 輛（11563 號）蔗箱車行經時向右晃動之作用力使軌距向右

擴大，導致該車左側車輪踏面於行進中掉出左側鋼軌而出軌、車輛向左

傾斜，續拉扯前方第 20 輛（11732 號）後部亦向左傾斜出軌。 

列車因進入虎尾市區路段減速，出軌之第 21 輛車前部擠壓第 20 輛

車出軌的後部形成扭轉產生剪力作用，使得第 21 輛前端連結器斷裂；

同時第 22 輛車以後編組也擠壓前方已出軌車輛，總共造成蔗箱車第 20

至 25 輛共 6 輛車出軌（其中 21~24 輛傾覆）；同時已鬆脫之右側鋼軌亦

因列車翻覆出軌破壞致線形嚴重扭曲。惟民宅監視器畫面受圍牆遮擋，

無法確認鋼軌形變過程。 

司機員發現列車出軌後立即停車並通報虎尾糖廠配車所協助報警

及派員趕往現場處理。因機車恰巧停止於復興路平交道上，由車長將機

車與車廂間連結器解開，讓機車駛離復興路平交道後再停車，本事故無

人員傷亡/路線及車輛有受損。 

 
圖 3.4-1 第 21 輛行進間突然左傾(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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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第 21 輛行進間左傾(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圖 3.4-3 第 21 車回正，第 20 車後部受影響左甩偏移 

(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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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第 21 車左倒傾覆(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圖 3.4-5 第 22 車右倒傾覆(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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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第 23、24 車左倒傾覆(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圖 3.4-7 第 25 車偏離軌道，列車完全停止(畫面來源：民宅監視器) 

 車輛載重 

  第 808 車次由德馬 B 型機車第 124 號自各轉運台牽引 50 輛蔗箱車

返廠，甘蔗裝運有兩種方式，蔗田離轉運台較近時由收割機直接傾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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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箱車內，蔗田離轉運台較遠時則是由收割機傾倒於卡車內，再由卡車

於轉運台傾倒於蔗箱車內。收割機每次可裝載一輛蔗箱車，卡車每次可

裝載 11 公噸，約可裝滿兩輛蔗箱車，於車斗內設有柵欄區隔用以分兩

次卸下甘蔗，如圖 3.4-8~11。 

 
圖 3.4-8 收割機傾倒甘蔗-1 

（畫面來源：Yusen 鐵支路 https://youtu.be/v2WtjGurY38） 

 
圖 3.4-9 收割機傾倒甘蔗-1 

（畫面來源：ian 的鐵路頻道 https://youtu.be/0w2oSw5Kzdw） 

https://youtu.be/v2WtjGurY38
https://youtu.be/0w2oSw5Kz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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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卡車傾倒甘蔗-1 

（畫面來源：ian 的鐵路頻道 https://youtu.be/wtFGpQMbTpk） 

 
圖 3.4-11 卡車傾倒甘蔗-2 

（畫面來源：野頑咖 https://youtu.be/NBU5ISF3iME） 

  每次裝載，各輛蔗箱車載重不一，於採收甘蔗、轉運甘蔗之時並無

秤重設備，需將蔗箱車牽引回糖廠地磅過磅，經檢視前一趟第 806 車次

之裝載情形，各輛車滿載重量差異頗大，分別自 3 公噸至 6 公噸多不等，

台糖公司說明部分車輛不會裝載到滿，係因各農民契作甘蔗需分開秤重

不得混於同車輛裝載緣故。 

  檢視事故列車第 21 輛蔗箱車裝載情形相較其他車輛雖略滿，有高

於立板之情形，惟非全列車內裝載最多之車輛，行經事故地點前北平路

https://youtu.be/wtFGpQMbTpk
https://youtu.be/NBU5ISF3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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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道時無異常（如圖 3.4-12），但因途中翻覆尚未回到糖廠過磅，故無

法確認事故當下載重重量。 

 
圖 3.4-12 第 21 車行經事故地點前北平路平交道正常行駛 

（畫面來源：火焰白色彗星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為瞭解第 21 輛蔗箱車左傾是否與載重不平均有關，經比對蔗箱車

經過平交道時之傾斜角度，以第 19 輛傾斜 2.5 度為最高（如圖 3.4-13、

圖 3.4-15），但其值不大，且隨後傾覆為第 21 輛(1.9 度)，因此判斷傾斜

並非傾覆主因。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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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 第 19 車向左傾斜 2.5 度 

（畫面來源：火焰白色彗星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圖 3.4-14 第 21 車向左傾斜 1.9 度 

（畫面來源：火焰白色彗星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https://youtu.be/QTua8aPV7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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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限及車速 

  依據「台糖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105 年）」第 51 條規定，（1）

貨運列車最高速度每小時 19 公里。（2）運轉於下坡道路線、曲線上、站

區、通過平交道之列車最高速度每小時 10 公里。 

808 次機車路碼器（紙盤式行車記錄器）主要功用為：第一、紀錄

行駛速度、距離及轉速；第二、做為車輛事故鑑定的參考數據輔助資料。 

事故機車之行車紀錄器台糖公司於 111 年 1 月 12 日辦理行車紀錄

器定期檢測功能正常，事故之行車紀錄資料如圖 3.4-15；另台糖公司委託

紀錄紙判讀廠商所作之行車紀錄紙分析報告書，相關解讀分析資料經彙

整後如圖 3.4-16~16 所示，顯示該車 16:48:21 行經北平路平交道時車速約

為 9 公里/小時，16:48:21~16:49:25，研判為第 21 輛車前端連結器斷裂

後出軌翻覆時間，16:49:25~16:50:18，研判為機車解聯駛離平交道之行

駛距離。 

 
圖 3.4-15 事故列車紙盤式行車記錄紙 



 

47 
 

 
圖 3.4-16 事故車速表分析範圍 

 
圖 3.4-17 行車記錄紙分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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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808 班次司機員訪談，列車回糖廠方向於通過北平路平交道後即

是進入市區路段，故行至嘉南大圳濁幹線橋時即會收回油門滑行，進入

市區就可減速到 10 公里以下。 

台糖公司為進一步瞭解 808 班次事發當時的車速，於 2 月 17 日委

請樺崎公司辦理完成行車紀錄紙分析報告，依該分析報告顯示，事發當

時列車為通過平交道，車速為 9km/h（如圖 3.4-17 紅框），未超過該路段

速限（10km/h）。 

另經檢視 808 次機車路碼器（圖 3.4-18 全程之速限），發現平面路

段有一段之速度疑似速度為 20km/h，有超過最高速限 19 km/h 之情形。 

 
圖 3.4-18 事故列車紙盤式行車記錄紙 

  

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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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調查期間改進事項 

事故發生後，台糖公司隨即於 111 年 1 月 21 日檢討事故發生原因及

防範對策，相關檢討改進事項如下： 

 製糖期間鐵道甘蔗運輸業務量多，為維護鐵道線路安全順暢，務必確

實執行「台糖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設備、線路等相關規定，以維

行車安全，並宣導不得在鐵道路線、橋樑、隧道及站區內任意通行、

停放車輛，並於開工前，在鐵道鄰近道路及重要路段豎立大型旗幟、

告示牌及以宣傳車深入附近之鄉鎮宣導行車安全，提醒用路人及來往

車輛小心，以期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開車前司機依規定實施酒測，並對鐵道行車人員加強宣導列車進入市

區、廠區、平交道時應依規定鳴笛示警並減速慢行，避免事故發生。 

 鐵道線路依「台糖公司鐵路修建養護要點」確實執行年度鐵道路基及

軌道檢查，必要時增加部分重點路段（如市區）年度鐵道路基及軌道

檢查次數，以維鐵道運輸安全，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鐵道車輛確實依「台糖公司鐵路車輛檢查要點」妥善執行各級檢查，

並宣導加強聯結器之檢查，降低行車時聯結器斷裂之可能性。 

 請鐵道股長每週一至每週期間有上班出勤時，排定每日最晚一班原料

列車隨車往返原料運輸工作，以行車安全、工安零事件為最高工作目

標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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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本章係根據第參章事實資料，彙整分析相關違反規定、未落實及疏失相關

之事項，由於本事故現場因搶修已遭破壞無法取得詳細事證，僅從路線、車輛、

人員及運轉等項調查事實，推估導致出軌事故發生之原因如下： 

4.1 直接原因 

本事故疑因路線不平整（軌距過寬）、道碴不足沉陷，第 21 輛蔗箱車前軸

輪緣厚度左右差異等複合因素，造成該輛蔗箱車行駛中發生傾斜後出軌，致使

連結器斷裂、列車分離而發生翻覆。 

4.2 間接原因 

一、 本事故路線各級檢查不詳實（無里程及異常檢查數據）未能檢查出問題

所在，且未能落實養護作業。 

二、 「車輛三級檢查報告表」欠周全，每輛車應有 4 個車輪，惟相關量測均

僅有一個欄位，且相關紀錄亦僅填列 1 個數值，顯見未能落實檢查作

業。另事故車輛左右輪緣厚度雖均在限度內，惟差異過大可能造成車輛

穩定度問題。 

4.3 違失事項 

調查小組就所調查之事故，檢視事故所涉之鐵路機構與相關行車人員有無

違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內部規定，提出違失事項，鐵路機構應立即改善

與依內部規定進行必要的處理。 

4.3.1 監理法規違失事項 

 未適時養護路線、填補道碴與修復路基 

（一）違反規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70 條：「路基及道碴截面應依鐵路

機構標準圖之規定，對於鬆軟或排水不暢之處，應設法改善。路基

下沉致道碴保持困難時，應填補路肩及邊坡，使其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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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規事實：事故地點道碴不足及路基損壞，台糖公司未適時養護路

線、填補道碴與修復路基。 

4.3.2 鐵路機構內部規定違失事項 

 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紀錄表填寫方式不完整 

未依台糖公司年度鐵道路基及軌道檢修表單要求，就檢查地點、里

程及量測數據分別詳實填寫定期檢查紀錄表，致未能依檢查結果安排維

修計畫。 

 守車 

違反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第 26 條規定，列車後端未掛

守車，以協助列車監視及列車脫節時之緊急緊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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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事故預防措施與建議 

    調查小組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提出 3 項預防事故再發生應

採取措施及 7 項建議事項，作為本部後續監督鐵路機構檢討改進之參處，

其中： 

 預防事故再發生應採取措施：指與事故原因有直接關聯之檢討改進事

項。 

 建議事項：指與事故原因無直接關聯，但有助於提升行車安全之檢討

改進事項。 

5.1 預防事故再發生應採取措施 

 請加強路線保修人員教育訓練，確實依規範標準全面檢視馬公厝線路

線平整性，並修訂定期檢查表及詳實填寫定期檢查紀錄表。 

 請將平交道標誌與行車速限鳴笛標識牌納入年度辦理鐵道路基及軌道

之定期檢查，並依檢查結果保養維修。 

 「車輛三級檢查報告表」車輪相關之量測均僅有一個欄位，應依車輪

數量、位置予以修訂，其餘設備、表單亦請一併檢視修正；並請加強

車輛保養人員教育訓練，俾利落實檢查作業。 

5.2 建議事項 

 建議通盤檢討機車車輛檢修項目、方法及標準值，如：第四級定期檢

修增加連結器或主要設備之探傷檢查，並依檢查結果更換設備；檢討

輪緣厚度使用限度或左右輪緣厚度差異標準值。 

 建議建立檢修作業之考核機制及訂定檢修人員獎懲作業辦法，以促使

檢修人員落實相關作業並詳實填寫各級維修保養紀錄。 

 建議落實駕駛訓練及考核機制，俾司機員依限速規定行駛。 

 為避免蔗箱車左右載重不均，建議注意蔗箱車裝載平整性，可於車廂

繫上吊錘以辨識車廂傾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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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台糖依其營運特性，檢討客車及貨車加掛守車之必要性或其他

替代保安措施，俾協助列車監視並於事故發生時協助列車緊急緊軔。 

 鑑於專用鐵路車輛老舊且路線養護週期與標準未如客、貨運營業路線

高，請台糖公司依實際路況與車況適時調降各路段之速限，以策安全。 

 台糖公司目前路線養護由各糖廠自行處理，考量糖鐵仍有擴大營運計畫

（蒜頭糖廠延伸嘉義高鐵站），建議台糖公司研議整合維護作業機制及資

源處理制度。  



 

54 
 

附件 1-相關人員訪談摘要 

訪談

對象 
訪談題目 台糖公司答覆摘要 

部門

主管 

鐵道

股 

股長 

1.1/15當日808班次未於列車後部加掛

守車，是否符合規章？[監理組] 

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2條  十七、 守車：指裝有手軔機

等有控制列車作用之客車或貨車。 

第26條 列車應於後端掛(推進時為前

端)守車，並派員值乘，但救

援列車、單行動力車、或經

主管指定之列車、均得不掛

守車。 

貨物列車行駛中並未聯掛守

車，僅在列車最後一節蔗箱車

後端掛紅布，俾利沿線旗站及

看柵人員辦理監視作業，確認

無車廂脫鉤遺留於途中。 

2.1/15當日808班次裝載貨物情形，各

車是否有超過其標明之載重量？或

裝載重量分配不均勻情形？平常是

如何落實行車實施要點第22條有關

規定？由誰執行及確認？裝載重紀

錄(含前兩班車次)?[監理組]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20條 

車輛裝載貨物，不得超過其標明之載

重量；裝載重量應由鐵路機構當值人

員作成紀錄，備供交通部隨時查核。 

貨物裝載應力求重量分配均勻，並注

意使貨物不致因運轉之動搖而有崩塌

或墜落之虞。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21條 

無蓬貨車裝載貨物，不得伸出貨車之

側板及端板內層立面或車身外方；標

明裝載高度者，不得超過其標明之裝

載高度。但輸送闊大貨物，經確認其

裝載狀態無影響運轉安全之虞者，不

在此限。 

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22條 車輛裝載貨物，不得超過其

標明之載重量。 

1. 蔗箱車空車約2.2噸重，荷

重約5.4噸。 

2. 蔗箱車在各番採收點裝載

完成後並未辦理過磅，也沒

有檢查各節重量是否均勻。

等載運回廠區後才在秤量

所辦理逐車箱過磅並記錄。

但最後係以一整個工作天

所運送之總量回報上級。 

3. 有關808班次前一班列車載

重紀錄有分配不均之情形，

原因可能是每列車均運送

多位契作農民之農地所採

收的甘蔗，為區隔每位農民

繳交之甘蔗以秤重計價，不

同農民繳交之甘蔗不混合

於同一車廂裝載，當遇有採

收零頭時則單獨裝載一節，

故有數筆載重低於4公噸，

亦有數筆高於6公噸，致最

重與最輕幾乎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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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裝載應力求重量分配均

勻，並注意使貨物不致因運

轉之動搖而有崩塌或墜落之

虞。 

 

3.1/15當日808班次德馬B#124內燃機

車，臺糖公司是否訂有最大聯掛車

數及牽引力規定與列車運轉長度？

本班次是否符合行車實施要點第23

條及24條規定？由誰執行及確認？

[監理組、機電組] 

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23條 列車之最大聯掛車數，應按

照動力車之牽引力、路線區

間之設施狀況、車架及連節

點之強度規定之。 

第24條 列車長度，應依路線有效長

度，予以限制。 

本廠區機車並未測試最大牽引

力，印象中規章也沒有訂定

最大聯掛車數。 

4.查馬光厝線0.9Km出軌處(復興路平

交道及北平路平交道間)，線形條件

為千分之3.8下坡道，依第51條規

定，1/15當日808班次行經該路段時

運轉速度應為多少？是否有超速情

形？[監理組] 

 

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 

第51條 列車行駛速度不得超過下列

限制規定： 

       二、 貨運列車最高速度每小

時19公里。 

       三、 運轉於下坡道路線、曲

線上、站區、通過平交道之列車最高

速度每小時10公里 

1. 依公司規定：(1)貨運列車最

高速度每小時19公里。(2)運

轉於下坡道路線 、曲線上、

站區、通過平交道之列車最

高速度每小時10公里。 

2. 808班次司機員表示回糖廠

方向於通過北平路平交道

後即是進入市區路段，故行

至嘉南大圳濁幹線橋時即

會收回油門滑行，進入市區

就可減速到10公里以下。 

3. 為瞭解808班次事發當時的

車速，台糖公司已委請樺崎

公司辦理完成行車紀錄紙

分析報告，依該分析報告顯

示，事發當時列車為通過平

交道，車速為9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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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

檢查 

 

1.當時列車整備檢查共22車，其檢查

標準及檢查情形？是否有於發車前

發現車輛異常狀況？有否確認出車

前載重是否超過其標明之載重量？

貨物裝載重量是否分配均勻？[監

理組、機電組] 

車輛整備均由調配室處理，出

車時由調配室目視通過的列車

檢視行走是否有異狀，如果檢

查有異狀的車輛就會抓下來不

會出車。 

 

司機

員 

 

2.當日駕駛列車行駛至出軌路段之情

形描述？對於該路段限速(平交道及

下坡度)之速度認知為何？有否確認

出車前載重是否超過其標明之載重

量？貨物裝載重量是否分配均勻？

[監理組] 

1. 事發前幾天生活起居都很

正，睡眠品質都不錯，事發

當日並無感覺身體有不適，

機車也正常。 

2. 事發當時列車剛好經過平

交道段，速度降為9km/h， 

出軌瞬間馬上軔機停車，但

因機車牽引之前半部蔗箱

車列車阻礙另一平交道之

交通，故再往前行駛。 

車長 

 

3.當日是否有值乘808班次？如有值

乘當時之處置情形？依規定之處置方

式為何？[監理組] 

車長為季節工，在副駕駛位置

隨乘，主要工作為扳轉轉轍器、

蔗箱車聯掛及摘掛作業等。 

整備

檢查 

連結器檢查及更換時機? 

11563 蔗箱車，同軸輪緣厚度左右差

異近 10mm，請備妥相關量測儀器至

現場量測。[機電組] 

1. 基本上因為人力的不足，檢

查的確實比較簡單，所以當

天並未發現異常，更換時機

的話我們通常都是壞掉才

更換。 

2. 今天現勘因為車輛無法抬

升，所以沒辦法量測輪軸數

據，不過在事故後我們有依

貴局要求實際測量後將數

據提供給貴局。 

整備

檢查 

有無落實機車及車輛一級、二級、三

級及四級檢修檢修保養？ 

依據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機電組] 

1. 虎尾糖廠 1、2、3 級檢修因

為人力緊縮，甘蔗採收期機

車只有 1 個人負責檢修，休

整期則有 4 人；車輛採收期

1 人，休整期 5 人，基本上

都是壞掉才會更換，都是我

們自己更換，因為我們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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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堪用品。 

2. 虎尾糖廠的維修人力都是

師徒傳承。 

鐵道

股 

股長 

1.原始軌道線形資料(豎曲線)、改善

後軌道線形資料(豎曲線)。 

1. 台糖公司表示，為緊急搶

救儘快恢復當地交通，已

先行將軌道進行初步修

復，故原始軌道線形資料，

僅能依台糖公司 1月 26日

修復前所量測資料。 

2. 至於損壞路段台糖公司亦

於 1 月 26 日整修完成，已

於 3 月 4 日提送完成修復

線形資料。 

2.事故鋼軌外觀檢查(軌頭磨耗及鏽

蝕情形) 

本公司為使行車運轉安全，已

於 1 月 26 日抽換完成。(惟經

現場檢視台糖公司事故鋼軌鏽

蝕較嚴重，另事故現場未抽換

之路段有部分軌距過寬情形，

台糖公司已要求部門進行改

善。) 

3.軌道沿線有無警告標誌及限速路段

為何？ 

路段速限標誌缺漏或有疑慮

處，將確認並修復。 

 

4.請提供當天出軌前拖運兩趟進糖廠

列車民眾同位置拍攝影像。(比對與

出軌事故車輛有何異樣) [土建組] 

因民眾住家拍攝影像磁碟容量

有限，故當天發生事故前之影

像均已覆蓋而無法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