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現代物流·物流技術與戰略  2011年02月 第49期

成功案例

高科技產業的物流服務專家

文/編輯部

高速公路上一輛嶄新金黃色的卡車，

不疾不徐的行進著，我們好奇的跟著它行

進的方向，看著它從新竹科學園區的台積

電公司倉庫駛出後，開上高速公路，又進

入桃園國際機場航空站，司機熟練著停好

車，將單據送到受理窗口，將貨物小心翼

翼的卸下，關好車門駛離現場。司機整齊

的制服下，有著一顆負責任的心。

台灣的半導體、晶圓、TFT-LCD、精密

儀器等高科技產業，在世界舉足輕重，如

驊洲運通公司從傳統的報關行，蛻變成高科技產業的物流服務商，堅

持不斷的學習與自我要求，多年來為台積電、聯電、茂德、友達、昱

晶、世界先進等世界大廠提供報關與運輸等供應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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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蓬勃的發展，除了靠自身的能力外，周

邊配套廠商也是功不可沒。高科技廠商從

建廠開始、製程設備的購置與安裝，到原

料與零部件的進場生產組裝，再到成品的

出口或國內配送都離不開“物流”。這種

物流作業，處理的貨品是晶圓機器設備、

石英管、光阻液與晶圓等，價值都在數千

萬到數百億元新台幣，貨品性質很多是一

捏就碎的嬌貴物品，需要嚴格的溫度控制

與避震設備，還要有豐富經驗的駕駛及嚴

格標準的作業流程。有經驗的駕駛能夠掌

握路況、車速、車內配載重量與剎車頻度

等，特別是一些細節：如將較重的精密機

器放在車廂前端，路況右轉次數較多時，

將機器放左邊；避開塞車路段及尖峰時

段，同時減少煞車次數，讓精密機器得到

最好的保護，這些運輸方案必須在發車前

就要妥善規畫好。

從報關行小弟變成物流專家
驊洲運通的負責人鄭日省董事長出生

於台灣桃園縣，成長在一個貧困的家庭，

中學畢業後就北上到台北市工作，與台灣

早期大多數鄉下年輕人一樣抱著“我要去

台北打拼”的雄心壯志，透過介紹到親戚

開的「報關行」當小弟(學徒)開始了人生中

的第一份工作，在報關行工作中“英文打

字”是必要的技能，在完全不會的情況下

鄭日省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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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困難的，自我要求相當高的鄭董事

長當時就自費學習英文打字，他知道唯有

學習這項基本技能才能在這個行業立足。

遇見貴人，學習與提拔
初進報關行工作，一開始什麼都不

懂，這時候遇見了第一位貴人─直屬的主

管經理，由這位經理帶著鄭董跑業務，學

習報關工作，這位經理不但教授他業務經

驗也勉勵他若不想永遠當小弟，就必須

“要再讀書，將來才有出息”。也因為這

番話讓鄭董一直牢記在心，在多年的職場

生涯中總是鞭策自己要不斷的進修學習，

才能自我成長。這也讓驊洲奠定一個優良

的傳統，鼓舞員工透過進修超越自我，成

為學習型的企業。比別人更努力的學習，

更努力的工作，將吃苦當成吃補，誠心誠

意的與客人互動交流，努力完成客人的期

待，讓鄭董這個當時的小弟，成為公司與

客戶器重的人。1978年當時台灣的經濟正

處於高速發展，台北市是企業總部與商貿

的中心，幾乎有八成以上的報關公司都設

在台北市，當時台灣企業的貨品大都由基

隆港與松山機場出口，這時候也是新竹科

學園區剛要創辦的時候。

那時台北與基隆港等長期配合的客戶

由股東負責，年輕的鄭董則被要求前往新

竹開闢疆土，尋找新的客戶，憑著一股熱

誠與衝勁，不怕吃苦的精神，來到還是黃

沙滾滾的新竹科學園區。

成立新竹科學園區是台灣政府的重大

政策，由台灣政府提供優惠政策與資金，

積極的延攬留學海外多年的科學家、高科

技人才回到台灣創業，也邀請許多國際高

科技企業來台投資，又選拔了許多優秀的

工程師，到美國學習與引進半導體技術。

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是新竹科學園區企業

的搖籃，高科技技術的研發與轉移都是從

這裡開始。鄭董選擇從這裡開始做業務的

發展，當時工研院從國外進口的精密機器

與原物料就是委託鄭董報關與運輸，工研

院陸陸續續輔導轉移了許多優秀的人才，

成立了聯電與台積電等公司，園區管理局

局長告訴鄭董說：「新竹科學園區的未來

發展將會引領台灣的未來....」，這段話，

深深的烙印在鄭董腦裡。

驊洲運通的成立與台積電的提拔
隨著原合夥公司的高速成長，股東

彼此間對經營有了不同的想法，決定了大

家拆夥各奔前程。鄭董決定留在新竹發

展，成立了驊洲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與新

竹科學園區共同成長。鄭董帶領驊洲從報

關行起家，從替工研院辦進出口業務開始

做起，專業及熱忱服務使得許多工研院出

來創業的團隊都成為長期客戶，例如：驊

洲和台積電的合作關係，奠定在新竹科

學園區的基礎。台積電公司是驊洲非常重

要的客戶，台積電的六吋與八吋晶圓廠的

搬家，考驗著驊洲的能力，晶圓機器有的

超高有的超寬，從竹科要運到桃園國際機

場，必須經過重重關卡，台積電對協力廠

商要求本來就高，而昂貴的晶圓製程設備

更是必須小心翼翼，不容許出任何差錯，

在運輸過程中上下坡、轉彎、剎車、高速

公路塞車或車禍等狀況的危機應變，該如

何應對，驊洲都必須事先沙盤演練規畫好

才能符合台積電世界級國際大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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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與台積電多年的要求與配合，驊洲早已

練就十八般武藝，其運籌能力已得到世界級

廠商的認可，台積電也是協助驊洲成長的貴

人。鄭董感性的說：「其實新竹科學園區的

所有廠商都是驊洲的貴人」。高科技產業的

貨品都有著高價值、高精密的特性，因此對

物流服務有著嚴苛的要求，要百般呵護，做

到安全無虞，出口時效的掌控更是分秒必

爭，是極大的挑戰與壓力，例如：要求驊洲

必須經常的回應客戶，做營運專案規劃，包

括：在龍潭渴望園區做備援系統、電腦主

機房的網管人員進出系統、24小時的監視系

統、貨物追蹤系統、車輛管理系統等，驊

洲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必須不斷的投資

設備、投資人力，近年投資了新台幣3,000

萬元建置了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系統。

發展軌跡
1980年驊洲成立。

1983年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第一家報關與運

輸公司。

1990年成為第一家使用電腦報關作業系統

的公司。

1991年成為第一家與海關電腦系統傳輸通

關作業之報關行。

1995年成為第一家通過ISO 9000認證的報關

行。

1998年成立驊洲南科分公司。

2002年通過ISO 9001認證。

2004年成立驊洲中科公司。

2007年建構U化服務。

2010年通過ISO 9001:2008認證。

2010年成立和泰及驊洲隆昌子公司。

互利共贏
驊洲已成為科學園區「企業運籌專業

協同夥伴」，為滿足客戶要求公司內部採取

PDAC循環管理，落實客戶交代的任務。驊

洲相當重視與客戶及合作夥伴的共存共榮與

互利共贏，為了不斷的提升品質，比客戶更

了解客戶，必須不斷的“改善”，與客戶開

月會，提出改善方案、滿足客戶需求、徹底

的落實到工作崗位，驊洲提出供應鏈上下游

整合服務，採取由作業、流程與服務的e化

程序。驊洲為了讓服務沒有斷層，貫徹一致

化的服務，採取一條龍式的服務，從協助客

戶需求規劃開始，辦進口、找倉庫、進保稅

倉、重整、貼條碼、投單與門到門的配送

DDP(Door to Door Prepare )。鄭董說：驊洲的

信念是「丟掉客戶沒關係，但不要傷客戶的

心」，要盡心盡力服務客戶，客戶對驊洲的

信用與信任是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

ISO 9000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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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肯定與殊榮
2000年榮獲UMC聯電評鑑為優良供應商。

2003年榮獲TSMC台積電評鑑為優良供應

商。

2004年榮獲PSC力晶評鑑為優良供應商。

2007年榮獲瑞晶電子評鑑為優良供應商。

台灣政府對報關企業的評鑑
2006-2010年台北關稅局評鑑驊洲運通公司

為第一類優良報關行。

2006-2007年高雄關稅局評鑑驊洲南科分公

司為第二類優良報關行。

2008-2010年高雄關稅局評鑑驊洲南科分公

司為第一類優良報關行。

2008-2010年台中關稅局評鑑驊洲中科公司

為第二類優良報關行。

決戰在教育訓練
要服務高科技產業客戶實在不容易，

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有

國外或國立大學、碩士與博士學歷，見

多識廣，經歷豐富，驊洲的員工跟他們比

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氣比人家少一

節，因此驊洲必須讓全公司的員工保持

學習的動力，以跟上高科技產業的步調與

要求。近年來，許多高科技廠商，為了

滿足國際企業的需求，順應世界趨勢，

加入世界關務組織(WCO：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優質企業(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之認證，驊洲也在第

進倉打包

待出貨

車內配備掃描器

車載終端機

出車前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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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立即派遣多名員工前往受訓，積極

申請符合AEO之認證。透過AEO優質企業

的認證，驊洲能向客戶保證其經營場所和

貨物運輸服務過程，皆符合世界關務組織

的安全標準，並公認為國際貿易市場上能

提供安全、可靠及符合海關程序的商業夥

伴，驊洲的客戶才能更優先的進入全球市

場。此外，驊洲也不斷的選派多名幹部，

在台灣各協會，學習受訓，考取國際物流

認證。要培育員工、訓練員工，讓員工有

學習成長空間，企業就能不斷的進步。此

外，驊洲晉用女性經理來管理第一線員

工，隨時打電話關心司機，關懷員工，讓

員工向心力更強，團隊自動自發，給員工

權利，要員工負責任，有了責任心與向心

力，才能讓企業源源不斷的成長。

用秘密武器“溫控車輛”來服務客戶
精密儀器通常需要在16-20℃的恆溫

下運輸，離開常溫環境只能4小時；銀膠

與光阻液必須維持在零下25℃的環境下運

輸。高科技產業所運送的貨品，很多都需

要氣墊車與做溫度控制管理。台積電的八

吋晶圓廠搬遷到上海松江廠區，貨品是晶

圓的製程設備，設備中有石英管，一碰就

碎，精密機器的治具與關鍵零組件不能震

動，怕會偏移，不能太熱怕會質變，搬遷

的貨品個個嬌貴，必須使用氣墊車輛，將

震動降到最低，將溫濕度控制在恆溫恆濕

狀態，也不能沾水，這都考驗著驊洲的能

力。

高品質的服務必須有優秀的軟硬體配

合，驊洲的服務品質是軟體這點是無毋庸

置疑。那麼硬體呢？硬體就是車輛了，驊

洲自成立以來都是採用HINO日野(TOYOTA體

系)的卡車，堅固耐用，馬力足。溫控車廂

經過嚴格的評選，則是決定與邰利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驊洲鄭董說：「我們從高科

技廠商那裏學到，如何選擇一家能夠長期

配合的供應商，供應商要有規模，有責任

林耀隆總經理

熟練的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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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肯學習、要能進步，更要有理想，要

能共同成長，要有世界最高的品質，而且

要有世界最尖端最先進的科技，這樣企業

才能保持領先，價格與品質是相對的，經

過重重的篩選，我們與客戶都一致選擇邰

利公司的溫控車廂。

有與驊洲有多年交情，邰利公司冷

凍達人陳昭良總監說：「驊洲有優良的傳

統，它要選擇的是最高科技與最優秀品質

的產品，給客戶的服務與品質是不能打折

扣的，邰利必須作出書面資料，經過驊洲

縝密的嚴格考核，甚至到工廠突擊檢查，

將車廂做到完美，將製冷機的安裝做到最

佳，當然價格也要要求到最滿意，我們從

驊洲學習到嚴格的標準與精確的作業，驊

洲是我們公司的導師與也是我們最好的客

戶。

邰利公司溫控車廂主要的特色有： 
‧ 製冷機  是Ingersofl Rand英格索蘭

公司的THERMO KING冷王機組，是世界最先

進的環保型機組，以車輛引擎來帶動獨立

機組的壓縮機，不會耗用車輛用油，使用

壽命長，降溫快速等特點。

‧保溫廂體  採用德國原裝進口，有

世界最先進技術陶氏化學的隔熱材，它是

用真空機床來加工的隔板，並不是鐵框加

隔熱板型式，因此有不吸水不滴水與輕量

化，最重要的是它更省空間，可以讓裝載

空間更大，一般隔熱材料要兩小時才能降

溫，邰利公司的隔熱材只要一小時就能降

溫了。邰利公司的車廂還不會產生所謂壁

癌問題，它不會含水，因此不會讓車輛加

重，保溫效果當然好，因此也不會耗油。

鄭董說：THERMO KING冷王機組我們已

經用了多年，不曾發生故障，製冷能力使

環保機型

車內溫控風機

車內LED照明不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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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年也與新的一樣，沒有老化現象，我

很滿意，更重要的是司機們在使用上更順

手，邰利公司的服務也讓客戶滿足最大的

需求。因為他們與我們公司的理念一致，

追求絕對的客戶滿意。此外，氣墊車也是

驊洲的標準配備，所謂氣墊車就是車輛的

避震器，一般卡車用高張力彈簧，氣墊車

則是加裝一組氣墊裝置，讓顛簸狀態呈現

平穩的起伏而不是震動。晶圓設備、晶圓

製成品、面板玻璃與化學品等精密的機器

都必須靠氣墊車輛來運輸，目前驊洲擁有

氣墊與溫控車輛約50 輛，驊洲總是不計代

價要提供最好的服務給客戶，客戶也是最

能放心的選擇與驊洲合作。

高科技產業的專屬服務商
19號金黃色是醒目的顏色，驊洲不只

考慮自己企業的識別顏色，它還考慮到道

路的公共安全，驊洲希望公司的車輛在道

路行駛當中，提醒用路人注意，也要讓驊

洲的司機知道自己代表公司，要遵守交通

安全規則，不能出現任何錯誤。驊洲的員

工相對而言非常穩定，要服務好高科技廠

商，必須有穩定的員工，驊洲可以輕易的

派出十幾位，具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司機或

報關服務人員，這也是競爭者無法追趕的

地方。

鄭董說，在現今變化快速的產業中，

唯有不斷的創新，提供客戶高優質服務，

是我們的理念，驊洲已具有一條龍、一站

式完整服務，要的是讓客戶滿意，感受驊

洲的差異化服務，進而產生信任與認同。

「要成為高科技產業的專屬物流服務

商，必須比客戶更了解客戶，晶圓產品、

冷王溫控主機

採用英格索蘭公司世界最先進的製冷機

保溫車廂與上下浮升式輸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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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玻璃、電子產品、精密製程設備等的

生產趨勢，報關與物流趨勢，必須學會觀

察世界趨勢，向客戶請教與學習，比客戶

更快的準備服務與設備，因此軟硬體設備

的持續投資是必要的，我們能夠隨時提出

因應客戶需求的服務，我們總是能夠使命

必達，客戶就會跟驊洲更加緊密的結合成

生命共同體，而我們的合作夥伴如邰利公

司等公司，因為跟我們的理念相同，總是

能夠提供最先進最好的設備給我們，因此

我們就能上下游共同結合成緊密的供應鏈

關係，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鄭董自信的

說。

每一家成功的企業都有其成功的機運

與獨到之處，經營者除了能夠在時代的浪

頭上洞燭機先搶得商機外，要讓企業永續

發展不斷的成長與創新，就必須靠經營者

對品質與服務的堅持才能永續的走下去，

這點我們在驊洲公司看到了最佳的印證！

鮮豔亮麗的車隊

19號金黃色的車廂

專業的運輸服務

驊洲的軟硬體服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