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廠商違反出入廠管理規定扣款標準 
 

項 次 違 規 項 目 扣 款 標 準 

人 
 
 
 
 
 
 
 
 
 
 
 
 
 
 
 
 
 

員 

01 入出廠門未依規定刷卡者(含刷卡異常未確認重新刷卡者)。 200元/人次 

02 
冒用他人之人員入廠證、車輛入廠證、無入廠證而矇混入廠，
或代他人刷卡入廠者。 

50,000元/人次，永久禁
止入廠，同一承攬商同
年度如發生 3 次者，停
止詢價一年。 

03 將人員(或車輛)入廠證轉借予他人使用者。 

50,000元/人次，永久禁
止入廠，同一承攬商同
年度如發生 3 次者，停
止詢價一年。 

04 遺失人員(或車輛)入廠證未辦理註銷而被冒用者。 
10,000 元/人次，並管制
禁止入廠三年。 

05 
翻爬圍牆(圍籬)入出廠區(或製程管制區)者(經查無竊盜嫌
疑)。 

50,000 元/人次，永久禁
止入廠，有竊盜嫌疑送法
辦，同一公司同年度如發
生 3次者，停止詢價一年。 

06 於廠內非吸菸指定地點吸菸者。 

5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
度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
價一年。 

07 在「廠外禁菸區」吸菸者。 3,000元/人次 

08 
攜帶違法(禁)物品進入廠區，或於廠區內有賭博、鬥毆等不當
行為者。 

10,000 元/人次，攜帶違
禁品、賭博、鬥毆者禁止
入廠一年，致傷亡送法辦。  

09 攜帶屬法院公告列管之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品或毒品入廠者 

150,000元/人次，永久禁
止入廠並送法辦，同一公
司同年度如發生 3次者，
停止詢價一年。 

10 未依規定地點休息或任意躺睡者。 2,000元/每次 

11 於廠區或工地內隨地便溺者。 5,000元/每次 

12 於廠區或工地內垂釣及捕魚者。 5,000元/人次 

13 冒簽業主經辦部門及警衛等人員姓名者。 

10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及送法辦，同一
公司同年度如發生 3 次
者，停止詢價一年。 

14 人員(或車輛)入廠證遺失，或逾期未繳銷者。 1,000元/每張 

15 
未經業主工程主辦部門一級主管(正主管)核准，挾帶具有照相
或攝錄影功能器材或筆記型電腦進入廠區者(無拍攝或儲存資料
事實)。 

10,000 元/每台，資料儲
存裝置消磁，禁止入廠三
個月。 

16 
未經業主工程主辦部門一級主管(正主管)核准，挾帶具有照相
或攝錄影功能器材或筆記型電腦進入廠區者(有拍攝或儲存資料
事實)。 

10,000 元/每台，資料儲
存裝置消磁，永久禁止入
廠，如有竊取機密者除前
述處分外並移送法辦，同
一公司同年度如發生 3次
者，停止詢價一年。 

出入廠管理規則 A-13 年 月 日 第 次修訂 



 

廠商違反出入廠管理規定扣款標準 
 

項 次 違 規 項 目 扣 款 標 準 

人                                      
員 

17 
如將廠內拍攝照片(含影音文件)於社群平台或其他媒介外流
者。 

永久禁止入廠，人員所屬
廠商罰款 150,000元並停
權一年。 

18 攜帶酒類(含酒精飲料)入廠或在廠內喝酒或酗酒滋事者。 
5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 

19 在廠區內打赤腳，或服裝不整(打赤膊)經勸導無效者。 

5,000元/人次，並永久禁
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度
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價
一年。 

20 在廠區內私自設攤販售物品者。 
50,000 元/每次，並禁止
入廠一年。 

21 製造、販售偽造之入廠證者或使用偽造之入廠證入廠者。 

5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
度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
價一年。 

22 人員(或車輛)入廠證損壞無法使用而製發新證者。 100元/每張 

23 
人員或車輛未主動配合將隨身攜帶之物件取出接受檢查或換穿
(用)本公司所提供之工作服(工具)者。 

1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
度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
價一年。 

24 人員或車輛有從事非合約內容之工作者。 
50,000 元/每張，並停止
往來。 

25 廠商負責人申請入廠證有夾帶他人(或他車)者。 
100,000元/每張，承攬商
停止往來。 

26 
攜帶火種(如火柴、打火機、打火石、點菸器、電子菸、行動電
源及藍光雷射筆等)進入廠區者。 

5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處分。 

27 載送未辦入廠手續人員(含夾帶人員)。 
10,000 元/人次，並管制
禁止入廠 3個月。 

28 
與業主執勤人員發生鬥毆者，(因此造成人員受傷或物品毀損
時，另按受傷或損失金額之 10倍計扣)。 

100,000元/人次，違規人
員永久禁止入廠並送法
辦，承攬商停止詢價一
年，復權後如再犯則永久
停止往來。 

29 不服警衛取締、不聽指揮。 

1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
度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
價一年。 

30 不服業主執勤人員取締、指揮而出言(或持械)恐嚇或辱罵者。 

50,000 元/人次，違規人
員永久禁止入廠並送法
辦，承攬商停止詢價一
年，復權後如再犯則永久 
停止往來。 

 



 

廠商違反出入廠管理規定扣款標準 

項 次 違 規 項 目 扣 款 標 準 

人 
 
 
 
 
 
 
 
                                      
員 

31 強行入(出)廠。 

10,000 元/人次，並永久
禁止入廠，同一公司同年
度如發生 3次者，停止詢
價一年。 

32 包商員工廠內互毆或毆打其他包商人員。 
10,000 元/人次，並禁止
入廠一年。 

33 入廠證未繳回、未註銷，經催辦仍不理會者 承攬商停止往來。 

34 違反公司相關規定(含擅自進入管制區)。 
依規定罰扣外並由主辦
部門視情節輕重提報禁
止入廠。 

35 經警衛實施酒測有酒精濃度者(非主動要求酒測)。 
除罰扣 20,000元外，並禁
止入廠 3年。 

36 廠內違規酒駕(酒測有酒精濃度)者。 
除罰扣 50,000元外，並永
久禁止入廠。 

37 若有不願配合警衛實施酒測且強行進廠者。 
除罰扣 50,000元外，並永
久禁止入廠。 

38 未經逾時申請之人員於下班後仍留於廠區內者。 1,000元/人次 

39 
承攬商人員出入廠區違規搭乘各類車輛(站立、蹲坐於車頂、車
斗護欄及貨物上)。 

1,000元/人次 

40 
於合約期間將所屬人員之勞保退保，或未檢附「入廠證變更原 
保險證明文件通知書」經警衛部門同意而擅自變更保險種類及 
意外險投保金額者。 

初次違規者罰處 10,000
元/每人；再次違規者罰
處 20,000元/每人，並施
予停權二年處分。 

41 以非施工類事由申請入廠，而實際從事施工作業者。 
初次 10,000元/人次，並
禁止入廠 30天(累犯者則
永久禁止入廠)。 

42 攜帶檳榔進入廠區或於廠區內有嚼檳榔者。 10,000元/人次 

43 
人員(或車輛)入廠證逾期經催辦未配合辦理繳銷手續，事後申
請解除入廠管制者。 

2,000元/每張 

44 
已核發之廠商入廠證，人員已離職而未於離職生效日當日起算
7個工作日內(依當地政府公告行事曆為主)完成入廠證繳銷
者。 

100,000元/每張，承攬商
停止往來。 

車 
 
 
 

01 
車輛過磅總重超過該廠區地磅之管制上限者(超重未滿 1 噸 
者以 1噸計)。 

500元/每噸 

02 無牌照車輛進入廠區或於廠區內無照駕駛車輛者。 5,000元/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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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03 車輛於行駛中，駕駛人及前座乘客未繫妥安全帶者。 1,500元/每次 



 

廠商違反出入廠管理規定扣款標準 
 

項 次 違 規 項 目 扣 款 標 準 

車     
 
輛 

04 
於廠區內超出限速行駛，或行駛中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者。 

初次違規者/3,000元；三
年內再次違規者/5,000
元，另人員「禁止入廠一
年」處分(三年內違規累
計達 3 次者永久禁止入
廠)。廠商近 6 個月違規
累 計 達 3 次 以 上 者
/10,000元並停權一年。 

05 發生車禍者。 
罰扣 10,000 元並停權六
個月及人員「禁止入廠一
年」處分。 

06 發生車禍致人員受傷送醫者。 
罰扣 30,000 元並停權一
年及人員「禁止入廠二
年」處分。 

07 發生車禍有人員死亡者。 
罰扣 50,000 元並停權三
年及人員「永久禁止入
廠」處分。 

08 若發生上述行車異常三項者 依各項罰則分別處分 

09 履帶車輛直接於廠區內道路行駛者。 
10,000 元/每次，並負修
復責任。 

10 未經逾時申請之車輛於下班後仍停放於廠區內者。 3,000元/每次 

11 車輛於廠區內行駛撞毀廠區內設施者。 5,000元/每次 

12 未遵守廠區道路交通號誌、標誌、標線等規定者。 3,000元/每次 

13 
車輛若經發現私自改(加)裝夾層、水箱或以其他任何方法致
過磅重量資料發生錯誤者。 

該車禁止入廠處分並沒
收該廠商所有合約之保
證金外，並得以解除該廠
商之所有合約並禁止往
來。 

物          

料 
01 

承攬商之工具、物品、材料，未依規定辦理出廠手續而逕行 
攜出廠外者。 

10,000元/每次 

02 
承攬商依規定已辦理其工具、物品、材料出廠手續，但經查
有超帶、規格不符或非承攬商所有之工具、物品、材料，經
業主工程主辦部門一級主管證明確屬疏忽者。 

初次違規者，罰扣該料品
價值之 2 倍金額(總額未
滿 1,000元者以 1,000元
計)。 
一年內再次違規者，罰扣
該料品價值之 4 倍金額
(總額未滿 2,000 元者以
2,00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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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違反出入廠管理規定扣款標準 

項 次 違 規 項 目 扣 款 標 準 

物          
料 03 

承攬商將工具、物品、材料(經查非屬承攬商所有)惡意挾帶
出廠或竊取、挪用者。 

1.該料品價值之 15 倍金
額/每次(總額未滿一萬
元者以一萬元計)，人員
永久禁止入廠並送法辦，
第2次除前述處分外並停
權 6個月，第 3次除前述
處分外並停止往來。 
2.倘屬統包商之下包商
者，除罰扣該料品價值之
15 倍金額 (總額未滿
10,000 元以 10,000 元
計)，人員永久禁止入廠
並送法辦，第 2次除前述
處分外，統包商須配合將
該下包商強制解約改包，
不得繼續在本企業任何
廠區工作。 

其 
 
他 

01 人員及車輛未經許可擅自進入管制區者。 10,000元/每次 

02 
於廠商工地發現酒類(含酒精飲料)、煙蒂、火種或檳榔渣
(汁)等。 

10,000元/每次 

03 車輛、機具、料品等未停放於指定之位置者。 5,000元/每次 

04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或損壞廠區內道路、草皮、花木者。 10,000元/每次 

05 以不實或偽造之證件、資料辦理出入廠相關手續者。 
50,000 元/人次，並禁止
入廠 3年處分。 

06 廠商自備氣體鋼瓶未依規定於預定出廠日前辦理出廠者。 

初犯者 1,000 元/次，一
年內累犯者(2 次(含)以
上)，罰扣金額 2,000元/
次。 

07 
廠商自備之危險性機械、油品、柴油引擎施工機具、無法定
牌照及無制動力車輛、電氣機(工)具未依規定於預定出廠日
前辦理出廠者。 

初犯者 1,000 元/次，一
年內累犯者(2 次(含)以
上)，罰扣金額 2,000 元/
次。 

08 
進入管制區域之車輛及內燃機具未裝設滅燄器，或裝設之滅
燄器未使用或其功能已損壞、失效。 

10,000元/每車次 

備 
 
註 

物料「02」違規項目未經業主工程主辦部門一級主管證明屬實前，暫禁止料品等出廠。 

業主設備、設施等遭毀損者，廠商、客戶須照原樣修復。 

廠商如有違反前述以外其他出入廠管理規定項目者，業主得依其異常情節輕重予以扣款並
要求改善（其工料費用由廠商自行負責，並仍應依約定處理期限內完成），廠商不得異議。 

承攬商帶料入廠申報項目、數量與實際入廠不符者，業主得依其異常情節輕重比照上述違
反項目物料「02」、「03」予以懲罰扣款。 

以上扣款均為懲罰性違約金性質。 

以上違規行為如涉及不法者，業主並得送法辦。 
廠商人員如有違反各公司二道門禁規定遭禁止進入二道門禁區域者，各廠區一道門禁
亦 
連動管制該人員禁止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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