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貨況追蹤於供應鏈之運用 

Real-time Logistic Tracking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陳鐘源 & 陳振楠 
關貿網路股份有限公司 

Bell Chen & Jen-Nan Chen,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bell.chen@tradevan.com.tw / jn.chen@tradevan.com.tw 

 

摘  要 

參考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最新 e-freight

計畫內容與世界關務組織(WCO)最新單一窗口概

念，以及我國航空保安計畫之保安控管人機制，開

發航空貨運電子化作業與監控資訊系統，並透過

RFID、GPS 定位與無線通訊等技術，進行貨況之

全程監控與作業流程資訊整合。 

研究效益包括：(1)透過 RFID 與單一作業資訊

平台雛型的導入、即時的貨況監控與資訊共享，提

供國際空運物流資訊透明化，以強化我國際貿易作

業競爭力；(2)透過 RFID 在航空貨運保安、電子

化、便捷化等課題之創新應用服務與模式發展，達

到推動 RFID 之加值應用；(3)創造 RFID 軟硬體加

值應用及其服務附加價值產業，形成台灣優勢以及

配合「建構台灣優質經貿環境與網絡」，強化我國

際貿易競爭力。 

本研究成果期可提供我國經貿與航空貨運主

管機關在研擬貿易便捷化與單一窗口作業推動之

參考，亦可提供 RFID 與航空貨物供應鏈等相關業

界在研發與導入之參考。 

關鍵詞：RFID、供應鏈、航空運輸、保安 

 

一、 計畫概述 

本研究近程作業為 RFID 應用於單一窗口資

訊服務平台於各節點追蹤及貨況查詢驗證，並推動

產業，朝平台實際運轉為要；中程目標朝向與國際

接軌，與各個貿易國家進行 e 化航空貿易作業；遠

程目標為提供無紙化、流程簡化，並能在執行作業

流程控管時符合彼此國境安全的世界標準之作

業，以達到充份與國際無縫接軌之優質經貿環境。 

二、 國內外資料收集分析 

1. IATA e-freight 最新進度說明 

經過一年的努力，目前 IATA e-freight 已由 6

個先導國家擴充至 12 個先導國家(加拿大、香港、

荷蘭、新加坡、英國、瑞典、德國、南韓、澳洲、

模里西斯、紐西蘭、美國)，如下表 1，在 14 個國

際機場 40 條航線透過加入先導計畫，並配合 IATA

提 出 了 e-freight 訊 息 改 進 方 案 (Message 

Improvement Process，簡稱 MIP)，再結合政府與

企業的投入，達到 e-freight 的目標，以無紙化的觀

念進行推動，降低紙本或人工作業的成本。 

表 1  e-freight 最新推動實況統計 

 
資料來源：IATA e-Freight pilot scorecard，2008 年 11 月 

先導 12 國成員包括 14 家航空公司、15 家承

攬業者、地勤代理、政府機關及相關協會，詳如下

表 2。其中各國家的主要航空公司都加入先導計

畫，同時也都扮演主導的角色，而該國相關公協會

也都積極加入並扮演協助的角色，而最重要的是各



2. 國際 WCO UCR 貨運作業資訊應用相關計畫 

自 2003 年以來，GS1 組織積極參與 WCO 對

於海關資料傳輸模式之發展，例如 UCR 如何結合

貨主的實體貨物識別使用與驗證，並對全球 GS1

會員國進行 UCR 概念推廣，以下將進一步說明數

個跨國間貨物運送作業導入 UCR 先導測試案例。 

國的海關也都加入及扮演推動的角色。上述參與的

角色值得我國推動加入 e-freight 的借鏡。 

表 2  e-freight 最新推動績效統計 

 

 英國與澳洲 

英國與澳洲從 2006 年 3 月至 2007 年 6 月，在

兩國之間的葡萄酒及烈酒供應鏈使用 SSCC 當成

UCR 在報關、貨況追蹤、資訊整合的測試。此測

試成員包含英國海關、澳洲海關、英國貿易商

Constellation Europe 、 澳 洲 酒 商 Hardy Wine 

Company、酒商 Diageo(分處英、澳兩地)及海運運

輸代理商 Trans Ocean Distribution(TOD)。此外，

協助測試專案的機構有 WCO、酒商貿易協會(Wine 

and Spirit Trade Association UK)及 GS1。 

整個測試情境分為兩個路徑，如圖 1：(1)由澳

洲 Hardy Wine Co.出口桶裝葡萄酒(bulk wine)至英

國 Constellation Europe 公司；(2)由英國蘇格蘭

Diageo出口箱裝烈酒(Cased Spirits)至澳洲Diageo。 

資料來源：IATA e-Freight pilot scorecard，2008 年 11 月 

截至目前為止，先導計畫要導入 6 種文件的電

子化，其中商業發票及裝箱單採用影像電子檔，其

他主提單、併提單、主艙單、併艙單採用電子資料

交換格式，與去年相較增加了報單電子資料如

Import Goods Declaration, Import Cargo declaration, 

Export Goods Declaration, Export Cargo Declaration, 

Customs release import, Customs release export 等 6

種文件，合計有 12 種文件要求電子化。但原產地

證明仍維持使用紙本文件，見表 3。 

 
圖 1  英國澳洲測試路徑圖 

表 3  e-freight 先導計畫使用表單分類 Hardy 葡萄酒公司到英國 Constellation Europe

之散裝葡萄酒運送與Diageo蘇格蘭到Diageo澳洲

之箱裝烈酒運送，透過 TOD 公司安排海運運輸方

式，導入 2 個貨物實體運送流程作業、資料載體是

使用條碼，主要目的驗證 SSCC UCR 可行性，分

享計畫結果與導入後實質帶給所有相關參與者，包

括雙方國之海關與運送業者之學習經驗與益處。 
 

資料來源：IATA e-Freight pilot scorecard，2008 年 6 月 

整理 IATA 於 2008 年下半年度發佈的新聞

稿，除了美國、澳洲、紐西蘭已正式加入 e-freight

計畫外，共有 11個新地區已完成執行 e-freight pilot

計畫的準備作業，其他尚包括杜拜、盧森堡、法國、

西班牙、瑞士、冰島、丹麥及挪威。台灣如欲加入

必須更加積極與努力。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跨國先導測試計畫的第一階段已於

2007 年 2 月完成上線，作業範圍從香港貨物拼裝

中心到日本港之貨櫃運輸導入 EPC/RFID 測試，作

為貨品追蹤與安全控管。 



第二階段自 2008 年 1 月開始擴大作業範圍，

測試期間為 2008 年 1 月 21 日至 2008 年 1 月 24

日，由中國大路杭州東芝工廠包裝出貨，經上海空

運出口至日本成田再轉機至美國洛杉機的 TLS 公

司。此計畫主要目標期望達到：(1)促使供應鏈多

方交易夥伴與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使用 EPC/RFID

與 GS1 標準之交互運作；(2)提供全球更大運籌組

織使用 RFID 技術的基礎與觀念驗證；(3)準備與簽

審進出口通關之運輸資訊等目的。本研究收集其運

輸流程使用 RFID 之技術及方法，簡略說明如圖 2。 

 

資料來源：網站 www.gs1.org/sectors/transportlogistics/sscc_ucr/ 

 

圖 2  亞太地區跨國先導測試計畫流程 

 

三、 國內航空貨運進出口現況分析及建議 

針對我國航空貨運出進口現況之研究分析，其

範圍包括進出口行政作業、航空保安控管、進出口

貿易應用、及國際接軌等各項作業，並就 WCO 規

範之 UCR 唯一託運參考號碼、RFID 國際應用的

貨物包裝及運送容器標籤之實測經驗，結合單一窗

口平台服務需求進行綜合分析，歸納出 11 類需求

分析的基本要項，以表列方式記錄分析及建議之內

容，以求清晰及完整，其研究歸納結果如表 4。 

表 4  國內航空貨運進出口現況分析及建議 

 

  



四、 單一窗口平台說明 

單一窗口平台之需求，主要係根據國際及實務

現況，在法規、作業及技術三個構面下，經過現況

分析及業者深入訪談，整理歸納出平台需求功能，

共計電子文件服務、RFID 標籤管理、異常管理、

品質管制、平台加值服務、航空保安資訊服務、貨

況追蹤、平台服務資料庫、資訊安全管理、系統維

護、用戶服務系統等 11 大項。 

本研究規劃之單一窗口提供電子表單之服務

內容共計 21 類訊息，服務業者 8 類，相關訊息內

容，及收送關係請參考電子文件資料交換圖(圖 3)。 

 
圖 3  單一窗口平台電子文件資料交換需求 

單一窗口平台價值之產生，主要是動態資料的

集結及先進科技的整合應用，使能掌握每一階段電

子文件的作業資訊及貨物運送的路線地點。此外，

真正使用者之需求是否被考量，更是單一窗口平台

是否符合作業流程之關鍵，本研究於執行期間多次

與貨主、承攬業、貨棧及航空公司進行訪談及討

論，期本單一窗口平台可達到節省人力時間、事先

作業，預先申報，提高作業品質及掌握即時資料等

價值。 

 

五、 單一窗口及 RFID 航空貨運貨況監控說明 

因應貨物出口作業流程，本研究在航空貨物運

送流程中，共計四個節點(貨主區、進倉區、打盤

區、上機區)進行 RFID 設備(包含讀取器、讀取器

天線、電子標籤)效能實際測試。本實際測試的作

業規劃，以不影響各節點現行作業流程為原則，如

下分別說明之。 

第一節點於貨主端讀取其外箱及棧板上之標

籤，與出貨數量進行比對，正確後裝車出貨。 

 

圖 4  出貨裝車作業流程 

第二節點為貨棧倉門針對貼有 RFID tag 之貨

物進倉，讀取貨物進倉資料。 

 
圖 5  載運進倉作業流程 

第三節點為打盤貨物出倉，針對打盤貨物貼

RFID tag 之貨物出倉，讀取貨物，確定已打盤。 

 
圖 6  打盤出倉作業流程 



第四節點為貨物裝機，針對 ULD 所貼 RFID 

tag 之盤號，讀取打盤裝機資料。 

 
圖 7  裝機出口作業流程 

六、 效益說明 

藉由動態資料的集結及先進科技的整合應

用，期本單一窗口平台可達到節省人力時間、事先

作業，預先申報，提高作業品質及掌握即時資料等

價值。而對貨主及物流業者的實質效益說明如下： 

 貨主可利用 RFID TAG 中記載之資訊，整合

Invoice/Packing or Purchase Order 資訊流程，

即可追蹤即時貨物狀況，讓企業內、外部之運

籌流程透通。 

 利用生產履歷的觀念，採用貨品內部植入

RFID 的技術，使該貨物在日後維修時可進行

即時控管。 

 全程貨況追蹤，並於各關鍵異常點(如已出貨

未上機、國外HUB進倉逾期未處理等)的提示。 

 藉本研究取得 RFID 科技結合供應、生產、運

籌等作業流程，以全面掌控料件或成品即時物

流狀態之運用方法與經驗。 

 未來可將國外收、到貨之流程整合，以串接完

整之出貨流程。 

七、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依(1)廣泛蒐集與分析國內外航空貨

運、貿易通關與 RFID 相關文獻、作業與規範；

(2)RFID 標籤與全球貨況結合現況實務作業的應

用構想，提出結合單一窗口之需求功能之建議做

法；(3)實測作業以單一窗口服務模式結合 UCR 進

行全程貨況追蹤之驗證分析並依據實測驗證之結

果提出建議事項；(4)標籤大容量資料模型及公共

資料庫設計與應用，以下分別就結論與建議表述。 

1. 結論 

本案承接上年度之作業完成單一窗口資訊服

務平台相關建議及實測作業，並提出未來規劃建議

內容，整體平台實做驗證，相關電子文件均依據

e-freight 及 GS1 標籤規範，可與國際接軌作業，

於此提出航空貨運進出口作業之單一窗口資訊服

務平台整體作業之結論如下： 

 進出口節點模擬及實測：包括出口 RFID 四個

節點實測由出貨、進倉、打盤、到裝機並結合

GPS 運送在途查詢，進口則模擬五節點由入

境、進倉、出棧、到貨主簽回，結合運送在途

查詢，其中與行政機關之海關通關放行作業做

整合介接。 

 貨況追蹤結合 GS1 的 GSIN（運裝識別碼）及

UCR 進入單一窗口平台作業，完成出口實測

貨況追蹤。 

 依據e-freight及規範國際標準訊息於單一窗口

資訊服務平台執行實測訊息之內容包括商業

發票、裝箱單 PDF、主提單 CARGOIMP 

(FWB)、分提單 CARGOIMP (FZB)、主艙單

CARGOIMP (FFM) 、 分 艙 單 CARGOIMP 

(FHL)、並依據 e-freight VIP 作業規範，整理

高階作業流程對應國際電子訊息。 

 依進出口現況提出單一窗口資訊服務平台之

功能需求，建議納入金流與危險品作業需求。 

 依據 UCR 實測經驗，並結合進出口作業流

程，提出 UCR 編碼與其在供應鏈中變動之規

劃與設計。 

 實測作業包括二家貨主並進行散貨與板貨二

種出貨模式、一家航空貨運集散站、一個國家

籍之航空公司，結合承攬業節點相關作業文

件，進行四個節點 RFID 讀取，並提供貨況異

常警示服務，及隠蔵性危險品申報警示服務。 

 提供保安及危險物品資料庫服務，結合保安控

管作業建議。 



2. 實測分析 

本研究實際測試，共分成貨主端標籤初始化、

出貨、GPS 在途、進倉點(遠雄倉儲 RFID 專用進

倉碼頭)、打盤區(遠雄倉儲之打盤區)、上機區(遠

雄倉儲打盤區外之飛機停靠位置)等作業，分為出

貨、進倉、打盤、出倉四個 RFID 節點，依據各節

點之環境限制，以不同的架設方式，設置固定式讀

取設備。 

貨主端及進倉節點皆以門柱型之架設方式為

主，而打盤區以上方架設為之，上機區則以固定式

設備讀取之，總結各節點讀取率之 KPI 測試結果，

其散貨 KPI 分別為：出貨 100%讀取率、進倉 100%

讀取率、打盤 99.47%讀取率、上機 100%讀取率、

其中打盤區有部分因進入非 RFID 區，以手持式補

讀，其手持式讀取率為 100%共計 590 箱，佔總數

1003 箱的 58%。其板貨 KPI 分別為：出貨 99.8%

讀取率、進倉 99.2%讀取率、打盤 98.3%讀取率、

上機 100%讀取率。 

3. 建議事項 

今年在整體實測及進行整合現況建議，考量整

體產業營運作業模式及 RFID 作業環境，並進行國

際接軌之可行性分析後，提出以下建議： 

 大容量標籤之資料模型設計，考量要項包括產

業標準應用、低成本應用(非低價標籤)、將標

籤分區段由各階段使用者進行資料寫入及追

蹤應用。 

 公共資料庫之建立，建議納入之項目包括

WCO data model、文件資料庫，國際標準代

碼、危險品資料庫、RA 保安資料庫，提供單

一窗口資訊服務平台供業者自行應用之加值

服務，其中公共資料庫 data model 涉及單一窗

口運作，國內經濟部、財政部等相關部會都有

相關作業，未來的進度應與其配合。 

 基礎佈建規劃建議，針對現行數百個進倉點及

機坪上下艙出口貨物裝機 Loader 如何應用

RFID 設備的特性在現有環境的限制下，計算

閘門讀取群組最佳化的基礎佈建，突破高成本

的困境。 

 建議進口模擬作業可精進至航空公司在國外

有倉庫服務作業點進行 RFID 實測作業。 

 建議公部門應納入行政作業電子文件 UCR 欄

位，介接行政作業文件，以作為流程查核點之

邏輯檢查。 

 建議單一窗口資訊服務平台可提供作業點查

核警示服務，例如未放行不得進入打盤作業，

未提供艙提單資料，不得裝機等查核提示。 

 建議在現階段限於標籤容量無法放置 UCR，

未來應針對大容量標籤進行研究，於標籤內加

入 UCR 及主提號碼等重要的追蹤資料，以達

到貨物在任何地點都可透過標籤進行追蹤進

行，以利作業流程中結合實務運作，以提高運

作的效益。 

 建議下一階段 RFID 測試，應與國際物流供應

鏈的整合作業流程結合，進行關聯性流程測

試，除完整的正常作業流程測試，並建議增加

異常情形，如標籤數量不符、逾時警示、模擬

發生偷竊時貨物異常等的行為或人為的疏失

等狀況進行測試，測試期間亦應多提供國外相

關測試報告，以供產業應用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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