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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來賓及廠商人員出入證、車輛通行證申請及使用要點 

 

民國 91 年 6 月 7 日訂定 

民國 105 年 06 月 30 日第四次修訂 

第一條  為便利來賓及廠商之人車進出及兼顧公司門禁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人員出入證及車輛通行證分為一般性及臨時性兩種。一般性證件之申請、使用及繳

銷規定如下： 

一、申請規定： 

（一） 凡於本公司施工、作業，或因業務需要經常出入本公司之來賓及廠商，

均得申請人員出入證。 

（二） 有無業務需要，本公司業務主管單位應負責從嚴審核簽證，其簽證期限

以配合廠商與本公司簽訂之合約期限為原則，但為兼顧門禁安全與證件之

管理，每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三） 申請人員出入證時，廠商應依據本要點第五條規定設置之人事安全兼辦

人，上網登入本公司入口網站點選「廠商出入證申請系統」，依畫面需求

將資料輸入新增送審完成後，應列印輸出申請名冊（附件一），將申請人

員之相片裁剪實貼牢固後，將紙本文件（含名冊、身份證及行駕照影本、

勞健保投保資料、僱主意外責任險保單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送所點

選之簽核單位人員進行線上審核作業，待該單位一級主管或其授權人核准

後，轉送總務組進行覆審與核卡作業。廠商人事安全兼辦人可隨時上線查

詢作業進度，如查詢顯示為「C23 已核定」，即可備妥舊卡與保證金至總

務組辦理領退卡手續。 

（四） 本公司業務主管單位承辦人審核簽證時應負責審查其勞健保及依本公司

規定金額之僱主意外責任險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及廠商員工身分證

影本，並核對與線上申請資料確認無誤後方可線上擬准往上陳核。總務組

依業務主管單位核定之名額及有效日期核發證件，申請資料不符合者不予

發證。 

（五） 未滿十六歲之童工不得申請人員出入證；十六歲以上未滿廿歲之限制行

為能力人申請證件，須附身分證影本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六） 申請人員出入證時，每人應準備最近三個月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白

底光面相片一張，相片應清晰不得模糊、釘孔、用印（含蓋鋼印）、污損、

或自行印表機列印，並依證件申請名冊內相片欄格之大小修剪黏貼牢固整

齊，以利掃描製作磁卡證件。 

（七） 申請車輛通行證以領有人員出入證及合格汽車駕駛執照，且車輛領有行

車執照及定期檢驗合格者為限。可與人員出入證同時提出申請或單獨申請

其效期與人員出入證相同，一車僅能申領一證，不得重複申請。 

（八） 申請名冊各欄位應登錄正確，住址須詳實，里、鄰不得漏列，違者不予

受理。 

（九） 各種申請表格，請逕向總務組索取。 

二、使用規定： 

（一） 人員出入證供來賓及廠商人員依規定進出本公司。但於假日或夜間(22 時

至翌日 6 時)入廠工作者，須另填假日（夜間）進廠工作申報表（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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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進出本公司。未持有車輛通行證者，不得憑人員出入證駕車進入本公

司。持證人員並限於簽證單位所簽證之工作區域範圍內施工、作業。 

（二） 使用人員出入證時，持有（使用）人應與證件內所記載之資料相符合，

不得冒用他人證件。 

（三） 進入本公司時，人員出入證應佩掛於左胸前明顯處；車輛通行證應懸掛

於前擋風玻璃內右上角明顯處，以利識別與檢查。在廠內施工、作業時，

應隨時接受警衛之檢查。車輛限停放於指定區域。 

三、證件之繳回及註銷： 

（一） 廠商工程完畢或證件使用期限屆滿或人員中途離職時，證件應即繳回註

銷，簽證（契約執行）單位應負催繳證件之責。 

（二） 死亡或經死亡宣告者，如證件無法收回時，得由廠商負責人檢具死亡證

明書，送交總務組辦理註銷。 

四、證件(包括人員出入證及車輛通行證)申請費用及遺失、換新規定： 

（一） 證件之申請，每枚證件須繳保證金新台幣（下同）三百元。如因個人因

素，於辦理人員出入證退證後，三個月內再次申請新證者，除依規定收取

保證金外，另加收製證工本費二百元。 

（二） 廠商於第二條第三款（一）應繳回證件原因發生日起卅日內繳回證件者，

本公司憑保證金繳款單據無息退還保證金，逾期未繳回者，沒收保證金。 

（三） 證件遺失者，應即登報聲明作廢，由持有（使用）人攜帶國民身分證及

登報報紙，親至總務組辦理報失，但患有重大疾病或不能行動者，得檢具

醫師及里鄰長之證明書，委託他人辦理。申請補發者，須另繳交製證工本

費二百元。惟報失前已為他人拾獲冒用或從事不法者，申請該證件之廠商

及持有（使用）人，應對本公司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 證件模糊不清而難以辨認或感應卡毀損失效時，應持原證件至總務組辦

理換新，並繳交製證工本費二百元。未換新者，拒絕其進入本公司。 

第三條  除一般證件外，為管理臨時入廠及一般來賓進出，特設臨時性證件，其使用及申請

規定如下： 

一、申請規定： 

（一） 臨時工作證： 

1.緊急搶修或臨時性工作之協力廠商，憑本公司契約執行單位一級主管或

其授權人簽證之名冊及身分證明辦理換發，其程序如下： 

（1）由廠商逐項詳實填寫臨時工作證申請名冊（附件三），並由其負責

人或其施工負責人簽章。 

（2）協力廠商檢附申請人員之勞保卡及依本公司規定金額之工程意外

險，將申請名冊送本公司契約執行單位一級主管或其授權人簽

證。本公司契約執行單位簽證時，應審查勞保加保資料及相關作

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凡未領有勞保卡或勞保卡逾期失效

之人員，本公司契約執行單位不得予以簽證。凡未接受相關作業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人員，本公司契約執行單位不得予以簽

證，但經契約執行單位一級主管於簽證欄載明，於人員入廠後督

導該廠商立即辦理相關作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不在此限，

惟在督導完成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應嚴格禁止該人員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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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工作。 

（3）協力廠商持業經簽證之申請名冊連同身分證明，於警衛換證室辦

理臨時工作證。 

2.送貨者憑送貨單及駕駛執照或身分證；提貨者，憑裝車連絡單或提貨單

及身分證或駕駛執照於警衛換證室辦理。 

（二） 來賓證：依業務需要憑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於大門警衛換證室辦理。 

（三） 臨時車輛通行證：開車之來賓得以行車執照或駕駛執照於大門警衛換證

室辦理。 

二、使用規定： 

（一） 臨時性證件種類： 

1.臨時工作證：限送貨、提貨、緊急搶修、臨時性工作者使用。 

2.來賓證：限洽公之賓客使用。持用本證人員若進入廠區時，須有本公司

相關單位人員陪同，且不得從事現場施工或作業。 

3.臨時車輛通行證：限洽公之賓客使用，車輛應停放於指定區域。 

（二） 臨時性證件使用人，於當日工作結束出廠時，應即繳回臨時證，取回身

分證明，未依規定繳回臨時證者，暫停該廠商爾後一切辦證事宜。 

（三） 有關配掛、接受檢查及冒用、遺失等情事，比照一般證件之處理規定辦

理。 

第四條  罰則 

一、違反第二條第二款（二）規定者，除查究有無不法情事外，每人次罰廠商負責

人一萬元。一（曆）年內，第一次違規，停止冒用及被冒用人員進入本公司工

作一個月；第二次違規者，吊銷本公司核發該違規人之證件，一年內不得再申

請。罰款如有拖欠或拒繳，本公司得暫停該廠商證件之核發，並通知簽證單位

於工程款項中扣扺。前述被冒用人如於本公司查獲前，已向總務組報備遺失或

檢具登報遺失證明者，得免予處分。偽造或變造證件者，除依上述規定處罰外，

並移送法辦。 

二、違反第二條第二款（三）規定者沒收證件及保證金，並追究其有無不法情事。 

三、使用逾期證件者，除證件保證金沒收外，每人次並罰廠商負責人一千元。 

第五條  各廠商應指派駐本公司工地之主管或副主管擔任人事安全兼辦人，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人事安全兼辦人應與本公司總務組保持密切連繫，因故未能保持聯繫或更調時，

應先行報備。 

二、人事安全兼辦人對申請出入人員，應嚴加審核，確為施工、作業所必須者，始

得申請，並於有關申請文件上簽章負責。 

三、人事安全兼辦人應確實掌握所屬施工、作業人員，於工程完畢或證件使用期限

屆滿或人員中途離職時，應配合本公司主管簽證單位負責收回證件，並繳回總

務組。 

第六條  本要點經總經理核准後發布施行，修正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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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廠商 

人員出入證 

申請名冊 
申請單號: 

車輛出入證 

契約執行單位： 廠商名稱： 

契約執

行單位

簽證欄 

核定主管 ：   工程名稱： 

   統一編號： 1、 本次申請人員出入證  張。車輛通行證  張。 

   人事安全兼辦人：      2、 本名冊所列人員，均為本公司作業所需，並已

依法辦理勞、健保加保及依規定完成相關作業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料如附件)，經本人確認

無訛，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冒用證件除查

究有無不法情事外, 每人次罰廠商負責人壹萬

元整並沒收證件保證金。使用逾期證件者除證

件保證金沒收外，每人次罰廠商負責人壹仟元

整。 

   電子郵件：    

   電話：   

擬同意核准 手機：   

車輛通行證        

張 
  

  

人員出入證        

張 
  

廠商負責人簽章：（大小章）   

承辦人：     (或施工負責人)           

                              

＊500 萬僱主意外責任險與勞、健保加保、相關作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未滿廿歲人員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等資料， 

 請契約執行簽證單位確實審核後，收存備查。                    

＊ 證件核發有效期間以合約期限為原則(得跨次年度)，但為兼顧門禁安全與證件管理，每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   

                        



 ５ 

編號 

黏貼一寸半身正面

脫帽彩色相片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牌照號碼    

出生日期   個人連絡電話   廠牌    

1 

出入證編號   勞保加保日期   出廠年月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顏色    

申請原因   血型   排氣量    

戶籍地址    

編號 

黏貼一寸半身正面

脫帽彩色相片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牌照號碼    

出生日期   個人連絡電話   廠牌    

2 

出入證編號   勞保加保日期   出廠年月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顏色    

申請原因   血型   排氣量    

戶籍地址    

編號 

黏貼一寸半身正面

脫帽彩色相片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牌照號碼    

出生日期   個人連絡電話   廠牌    

3 

出入證編號   勞保加保日期   出廠年月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顏色    

申請原因   血型   排氣量    

戶籍地址    

編號 

黏貼一寸半身正面

脫帽彩色相片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牌照號碼    

出生日期   個人連絡電話   廠牌    

4 

出入證編號   勞保加保日期   出廠年月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顏色    

申請原因   血型   排氣量    

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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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假日（夜間）進廠工作申報表 

 

姓名 出入證編號 廠商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日期 預定起迄時間 

      

      

      

      

      

      

      

      

      

 

主管：                                            承辦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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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鋼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臨 時 工 作 證 申 請 名 冊 

契約執 廠商名稱 合約或 預定工 廠  商  負  責  人   人。 

行單位  工作內容 作日期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住址 電話  

          
衛生訓練資料均由本人確認完成，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廠商負責人簽章： 

(施工負責人) 

年 月 日 

姓 名 姓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編號 戶籍住址 勞保加保日期 安全衛生訓練紀錄 車輛號碼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年  月  日 □已依規定完成訓練。 
□尚未訓練。 

 

契約執行單位一級主管
或其授權人簽證 

 契約執行單位 
業務承辦人簽證 

（承辦人員應確實審查申請臨時證人員之勞保加保資料及相關作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料） 

附註：臨時性證件使用人，於當日工作結束出廠時，應即繳回臨時證，取回身分證明；未依規定繳回臨時證者，暫停該廠商爾後一切辦證事宜。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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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假日（夜間）進廠工作申報表 

 

姓名 出入證編號 廠商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日期 預定起迄時間 

      

      

      

      

      

      

      

      

      

 

主管：                                            承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