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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糖鐵定期檢查應行改進事項彙整表 

項次 組別 單位 應行改進事項 

A1  OP 善化 
善化糖廠未採購酒測機，致駕駛人員未依鐵

路行車規則第 8條施行勤前酒測，應改善。 

A2  OP 各園區 

台糖各園區請依照鐵路法第 56 之 4 條規定，

於 111 年底前完成員工防疫教育訓練，應改

善。 

A3  OP 各園區 

110年 6月鐵路法修訂應變計畫內容新增危險

物品之排除、鐵道淨空安全與器材設備新增

定項目，應儘速納入應變計畫中。 

A4  OP 

蒜頭、烏

樹林、橋

頭 

有關旅客運送契約請蒜頭廠、烏樹林廠及橋

頭廠將售票處公告之版本日期均更新為 111

年 10月 12日最新的版本。 

A5  CV 各單位 

「年度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表」之檢查

地點填寫方式，請虎尾、蒜頭、新營、溪湖

比照烏樹林方式填寫，另橋頭更正後之填寫

方式有誤，請回復原填寫方式。 

A6  CV 
蒜頭、烏

樹林 

蒜頭糖鐵及烏樹林糖鐵-構內線及新港東線 3

處鋼軌接縫不符規範標準，應改善。 

A7  CV 烏樹林 

烏樹林糖鐵構內線之道岔編號 0，道岔及轉轍

器檢查紀錄表紀錄皆正常，惟背軌距紀錄，

762 岔心鼻端背軌距 727mm 及 753mm，與規範

規定不相符，應改善。 

A8  CV 高雄 

高雄園區坡度標數值標示錯誤，應標示變坡

點兩側坡度，惟現場坡度標兩側數值均相

同，應修正。 

A9  CV 高雄 

高雄園區興糖國小、青埔農場及花卉農園中

心出口等平交道軌距過大（＞10mm)，應改

善。 

A10  CV 溪湖 

溪湖園區編號 21 號道岔，查道岔檢查表水平

已超過標準值（＞6mm），惟表格仍填寫正

常，經現場量測水平均＞10mm，應改善。 

A11  EM 虎尾 

查虎尾糖廠 111 年 10 月 6 日及 10 月 19 日機

車車輛三級檢修紀錄表，部分車輛(#302、

#587)未記載試車結果，應改善。 

A12  EM 高雄 
高雄園區機車臨時檢查紀錄使用三級定期檢

查表單，未敘明故障檢修原因，應建立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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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單位 應行改進事項 

表單，並紀錄故障狀況。 

A13  EM 烏樹林 

依報部核定之台糖公司鐵路機車週期表及台

灣 糖 業 公 司 鐵 道 內 燃 機 車 檢 查 要 點

(111.5.24)，三級檢修週期為 30，000 公里

或 1 年(以先到者為施行期間，使用期間得扣

除停用及滯留日數)。查烏樹林編號 146內燃

機車年度檢查報告表(三級檢查)109年檢查日

期為 109.7.20，110年度為 110.12.23，已逾

1年，應改善。  

A14  EM 烏樹林 

烏樹林園區編號 101 內燃機車年度檢查報告

表(三級檢查)，109 年與 110 年度表單所載

「上次大修日期」、「上次大修引擎行駛里

程」不同，編號 146 內燃機車亦有相同情

形，應改善。  

A15  EM 烏樹林 

烏樹林園區編號 023、024 車輛軸箱加油蓋脫

落、編號 152 內燃機車油表、尾燈故障、編

號 030 車輛守車「列車整備檢查表(一級檢

修) 」，客車廂手軔機檢查紀錄正常，惟於定

期檢查現場查察時閘瓦脫落功能異常；應改

善。 

A16  EM 善化 

善化糖廠：編號 186 內燃機車年度檢查報告

表(三級檢查)，撒砂裝置欄位打”X”，未填

列後續處置方式，應改善。   

A17  EM 善化 

善化糖廠編號 178內燃機車 111.8.16「(附表

5)內燃機車試運轉報告表」111年度誤用舊表

單，應改善。  

A18  EM 

新營、烏

樹林、高

雄 

新營、烏樹林、高雄園區機車三級檢修「機

車汽缸壓力及噴油嘴噴射壓力測試報告表」，

未能於現場展示量測方式，亦未提供相關測

試設備校驗資料或委外測試之紀錄，請落實

執行，應改善。  

A19  EM 蒜頭 

蒜頭園區編號 123 內燃機車駕駛室「液力傳

動器油壓表」故障、蒜頭園區編號 540518 車

輛之車頂螺絲鏽蝕、支撐柱搖動，應改善。  

A20  EM 高雄 

高雄園區之編號 4、9、10 車輛之車廂連結器

插銷未使用專用插銷，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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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單位 應行改進事項 

A21  EM 高雄 

高雄園區之編號 105 內燃機車引擎本體漏

油、管路老化、電池接頭銅綠、燈罩破損、

行走裝置彈簧機構油潤裝置無潤滑油，應改

善後方得使用。 

A22  EM 高雄 

高雄園區列車整備檢查表(一級檢修)，110年

12 月 11 日客車車號 1~10 手軔機檢查紀錄填

寫錯誤(無該項目但都勾選正常)，應改善。 

A23  EM 高雄 

高雄園區編號 105、108、109、166 內燃機車

111 年 7 月 31 日臨時檢査報告表，輪箍厚均

超過標準値、輪緣厚度部分超過標準値，應

改善。 

A24  EM 溪湖 

溪湖園區「列車整備檢查表(一級檢修) 」，

111 年 10 月 9 日守車車號 B01 手軔機應為檢

查項目，未勾選直接劃掉，應改善。 

A25  EM 虎尾 

虎尾糖廠年度檢查報告表(三級檢查)，111年

10月 19日編號 300內燃機車，檢查項目「軸

瓦/滾珠軸承」、110年 11月 26日編號 145內

燃機車，檢查項目「空氣壓縮機能量」、111

年 10月 31日車號 145，檢查項目「踏面有無

傷痕」，以上未填寫檢查結果，應改善。 

A26  EM 虎尾 

虎尾糖廠內燃機車一個月檢查報告表（二級

檢查），檢查項目「空氣濾清器（三個月清

洗）」、「濾清器蕊子（3 個月換新）」，僅打勾

惟未註明是否清洗、換新，應改善。 

A27  EM 虎尾 

虎尾糖廠之 110 年內燃機三級檢修表單填寫

部分欄位未填列、110年內燃機車全盤檢查報

告表(四級檢查)，「上次全盤檢查日期」、「上

次全盤檢查後引擎工作時數或行駛公里」均

空白未填列，應改善。 

A28  EM 蒜頭 

蒜頭糖廠第一期延伸至嘉義高鐵站工程之起

點端，即原始路線之終端標誌未拆除，應改

善。 

A29  EM 蒜頭 

蒜頭糖廠第一期工程所施作之 4 處平交道，

於箱體旁所標示「台糖緊急聯絡電話」未加

註該平交道名稱，應改善以利民眾緊急時通

報障礙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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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糖鐵定期檢查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次 組別 單位 建議事項 

B1  OP 各園區 

依台糖公司五分車交通事故應變演練計畫，

其中虎尾糖廠(雲嘉區處)110 年度演練，其演

練簽到表缺漏演練單位及相關演練照片及演

練檢討注意事項報告；另烏樹林文化園區(台

南區處)110 年演練缺漏演練檢討及注意事

項，又溪湖糖廠（中彰區處）111 年度演練，

缺漏演練檢討及注意事項報告；請依照應變

計畫規定及參照新營鐵道文化園區(台南區

處)演練結果補充增列上述資料，以利資料完

整性備查。 

B2  OP 高雄 

橋頭廠站售票處契約公告請貼於售票窗口旁

牆面並標註版本日期，溪湖廠契約公告建議

從側面移至售票窗口旁。 

B3  OP 虎尾 

虎尾糖廠之血壓酒測紀錄表格呈現方式與酒

測與血壓同在一格，會造成填寫檢測結果時

容易填寫錯誤，且該表格亦無當值人員簽章

確認之處，建議改善其表格格式。 

B4  OP 烏樹林 

烏樹林糖廠之酒測機未有定期校正機制，且

該酒測機在現場實地察查時，亦時好時壞，

建議汰換成可校正之酒測機。 

B5  OP 各廠區 
駕駛人員若有新路線見習訓練時，建議留下

記錄，以利確認是否完成其訓練。 

B6  OP 各廠區 

台糖公司尚未依鐵路行車規定第三條規則附

件-安全管理系統之實施指引架構，就 sms 實

施架構所定，訂定相關稽核審查與評估機

制、變革管理……保機制之文件，請加速辦

理。 

B7  OP 蒜頭 
蒜頭糖廠乘坐車廂編號 3，滅火器壓力過高，

但卻在 11/7檢查合格？請釐清。 

B8  OP 蒜頭 
蒜頭及烏樹林之月台端末無禁止進入告示

牌，建議增設。 

B9  CV 新營 

1090628 新營八翁線與 1110115 虎尾馬公厝線

正線出軌事故應行改進事項，列管事項有請

台糖公司落實填寫「年度鐵道路基及軌道定

期檢查表」之檢查地點，僅烏樹林落實改

善，請虎尾、蒜頭、新營比照烏樹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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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單位 建議事項 

B10  CV 蒜頭 五分車高鐵站建議設置廁所(或流動廁所)。 

B11  CV 

虎尾 虎尾糖廠受檢文件有關橋梁年度定期檢查紀

錄表，新舊表格均有，另依據台糖公司鐵路

修建養護要點，須附有相關上下結構照片，

部份檢查表並未附上，建議改善。 

B12  CV 各廠區 

烏樹林園區、高雄糖廠-高雄花卉園區、溪湖

園區之糖鐵路線軌道下方道碴，大多似已泥

化，並已掩蓋了軌枕，且部分長有雜草，故

於下雨天巡查時，建議加強檢視是否有軌面

積水或路基噴泥現象，如有，建議予以改

善。 

B13  CV 溪湖 

有關中彰區處溪湖園區之長度 6公尺以下橋梁

(橋 1、橋 2 及橋 4)，建議後續仍依據「台灣

糖業公司鐵路修建養護要點」，納入年度橋梁

定期檢查並製作紀錄表，如要併入路基及軌

道定期檢查紀錄，亦建議檢視其紀錄表所列

檢查項目是否適合，或增列適當檢查項目以

符合 6公尺以下橋梁所需。 

B14  CV 烏樹林 

烏樹林園區月台旁之舊式木造車站，仍開放

入園之遊客參觀，爰建議參照蒜頭糖廠五分

車站(縣定古蹟)及溪湖糖廠五分車站(歷史建

築)，定期保養維護以維安全，並製作紀錄以

供查察。 

B15  CV 烏樹林 
烏樹林糖鐵-新港東線通往蘭花生技園區道

岔，倘該路線不再使用，建議改曲軌連結。 

B16  CV 
蒜頭、烏

樹林 

蒜頭糖鐵及烏樹林糖鐵營運路段道碴已泥

化，建請改善。 

B17  CV 烏樹林 

烏樹林糖鐵-新港東線每月平交道檢查表，

111.9.27 記錄改善事項，請依處理情形紀錄

表單規定填列相關改善過程並附照。 

B18  CV 蒜頭 
蒜頭糖鐵進出嘉義高鐵站間原路段(靠近樂活

農園站)之軌道不平整，建議改善。 

B19  CV 高雄 
高雄園區花卉農園中心出口平交道使用短鋼

軌（＜1m），建議更換。 

B20  CV 溪湖 溪湖園區部分碴覆蓋軌枕，建議改善。 

B21  CV 溪湖 
溪湖園區王功複線約 1k 以南雜草覆蓋軌道，

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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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組別 單位 建議事項 

B22  
CV 

各廠區 

有關修建養護要點目前對於軌道幾何不整值

僅訂定標準值，建議增訂維護值及搶修值，

作為養護排程依據。 

B23  CV 溪湖 
溪湖園區部份路段路基泥化，建議觀察排水

狀況，適時改善。 

B24  EM 各廠區 

新營、蒜頭、烏樹林、虎尾及善化機車檢修

履歷表格式內容不盡相同，建議統一，高雄

園區無建立機車履歷資料，建議改善。  

B25  
EM 

高雄 

高雄園區編號 105、166 內燃機車、溪湖園區

編號 346蒸汽機車，砂箱未使用專用砂，建議

改善。  

B26  

EM 

溪湖 

溪湖園區機車零件備料清單，雖已臚列部分

備品項目，惟檢查發現另有其他備品料件未

登載備料清單上，建議相關備品料件均需納

入零件備料清單一併管控以利使用。  

B27  EM 溪湖 
溪湖園區內燃機車維修廠房，長期停放私人

汽車，建議台糖公司改善。  

B28  EM 各廠區 

於「台糖公司五分車專用鐵路標準作業程

序」中，平交道設備針對「遮斷機檢修」與

「警報機檢修」有相關作業程序，惟未制訂

設備定期檢查紀錄表單及無相關紀錄供備

查，建議於標準作業程序增列「遮斷機」與

「警報機」的定期檢查標準及配合的紀錄表

單，並錄案相關紀錄供備查。 

B29  EM 蒜頭 

南靖線「台糖公司五分車專用鐵路平交道交

通量調查表」於內容剪貼修正部分，建議加

蓋人員修正章。  

B30  EM 烏樹林 

新港東線既有「172 線」平交道警報機設備立

柱上之配線箱未加鎖，建議加掛鎖頭，其餘

既有平交道請併同檢視。  

B31  EM 烏樹林 

新港東線「園區大門」與「172 線」平交道每

月平交道檢查表中，8、9、10 月份之檢查情

形標示「標線消失」及「網狀線消失」，台糖

公司人員表示已在處理中，但未將處理情形

填報至表單上，建議每月於「異常處理情

形」欄位加註目前辦理情形至缺失改善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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