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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優質運輸服務的領頭羊
－順豐交通有限公司

文/編輯部

順豐交通有限公司大車隊

順豐交通有限公司小檔案
公司地址：高雄縣湖內鄉東方路752巷2號
成立時間：西元1993年
董 事 長：陳博學
負 責 人：黃娟娟
資 本 額：新台幣5,000萬元
員 工 數：22名（18位司機、4位內勤）
車 輛 數：16台（43T*5、25T*5、17T*2、
7.7T*2 、3.5T*2）
營業項目：全台低溫運輸配送、人力派遣 

公司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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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team team team

經營組織

順豐交通有限公司大事紀

食品業 高科技業

1993 麥當勞碁富食品 2005 奇美電子

1995 國軍副食供應站
2008 台灣積體電路【台積電】
         陽明海運集團－好好國際物流中心運輸車隊

1997 台鑫冷凍豬肉

1999 卜蜂肉品、欣伯企業
 
 2009 近鐵運通股份有限公司運輸配合車隊
          元皓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輸配送
          福懋科技、華泰電子、捷敏半導體

2000 統一豬肉、台畜肉品

2001 統一速達宅急便
         高雄市流感疫苗配送

2002 陸仕食品、OK便利超商配送

2003 麥肯龍鳳食品

2005 蘋果日報配送

2008 陽明海運集團－好好國際物流中心運輸車隊
         永燁企業、泰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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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期，在邰利公司的介紹下，我們

在台灣從事冷鏈的中小企業裡，採訪到許多

有想法、有作為的年輕企業家，每一位的背

後，都有一股令人感佩的堅持，本期的焦點

報導，我們來到了高雄縣路竹鄉，一方面見

識到了南台灣38℃熱情的艷陽，另一方面也

採訪如太陽般熱力四射的順豐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陳博學董事長。

南台灣一片天
原本學的是環境工程，畢業後卻從事化

粧品的業務，也曾進口高級水晶燈、舞台燈、

雷射燈等，陳博學董事長與物流業的接觸，最

初也只是抱著幫助朋友、投資朋友的想法，初

期由於沒有穩定的客源，負責的朋友反而決定

放棄，此時剛好有機會接到麥當勞的供應商碁

富食品的肉品配送，陳董就接手經營，之後又

接到軍方副供站豬肉、牛肉、雞肉等的肉品運

送，也服務台鑫食品和立大食品等具品牌知名

度的公司。一路走來，在南台灣冷凍冷藏的運

輸上，拓展出一片天。

陳董表示，順豐的理念即是將客戶之要

求作為服務的第一要件，一步步學習成長，

提供業界優質且完善的服務，與客戶建立起

長遠深厚的合作關係；除積極增添營運車輛

順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陳博學董事長

及生財設備外，更提供創新的服務，以滿足

客戶之需求；並加強內部經營管理，以提供

最『安全、 迅速、 效率』的整體性運輸服務

為公司的宗旨 ；以『專業、積極、 務實』的

經營管理策略廣受客戶之肯定與好評，並使

公司維持穩健成長的營運水準。

其特色為提供理貨廠區，彌補廠區空間

不足，提高回轉率。一貫性作業，採統包處

理。貨量不足，可採共配處理，節省運費支

出。單一窗口化，不需應付不同的車商與管

理。縮減行政程序的繁雜，更能有效應用人

力與降低成本。管理一致化，司機作業調配

較靈活，減少顧客抱怨。業務量需求，提供

車輛調配應用。

贏得統一速達合作
陳董談起與統一速達合作的過程，2000

年統一速達宅急便成立，初期營業範圍僅限

於桃園以北，並沒有太多的低溫貨，第二年

開始，其服務範圍遍及全台，有許多的低

溫貨需要南貨北送，許多原本的常溫配送商

都無法支援，在審慎的評估下，順豐決定一

試。陳董表示，只要答應客戶，一定全力以

赴，所以順豐為統一速達特別量身訂做全新

的營運模式，打造符合宅急便需要的車體，

改變車輛的調度，派員配合宅急便工作的時

間，特別是在品質的要求上，更是力求百分

百 ，故贏得統一速達的信賴。

順豐所秉持的『顧客至上、安全第一、服

務為本』經營理念，提供最優秀的專業車隊與設

備，並結合物流倉儲，採一貫性的作業與服務，

和宅急便『對顧客忠於所託，對貨品猶如親送』

的訴求不謀而合，都是以最佳的服務品質，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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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客戶最大的需求。將客戶定位為夥伴關係，是

公司成功的要素，也是未來繼續成長的關鍵。

嚴選最佳合作夥伴
低溫運輸車輛的好壞與效能，車體是

很重要的關鍵。和邰利的合作不只是因為邰

利已是統一的合作商，陳董表示，選擇與邰

利合作是基於材料的選擇。陳董進一步的說

明，一般冷凍冷藏車體的PU材質會吸水和易

燃，但是邰利所使用的材料不吸水，不吸水

也就不會產生冷凍冷藏車擔心的癌症問題，

所謂的冷凍冷藏車癌症，就是指PU含水量高

導致車子重量增加，車體重量增加則冷凍效

益會降低，冷凍效益降低冷凍機組的損耗和

油料成本就會增加。

順豐提供全台低溫專業運輸配送；有

專屬冷凍、冷藏之車種，全程低溫監控，確

保產品品質。目前公司有3.5T、7.7T、17T、

25T、43T專業低溫車輛，可提供客戶不同時

期的車輛需求。配送區域包括台灣西部地區

及屏東、宜蘭、羅東等，並有專業低溫車隊

互相支援。每輛車都配有衛星定位系統，增

加工作效率，並有效加強對人、車及物品的

監控，提昇配送服務品質。順豐車種齊全，

順豐採用邰利車廂，材質令人滿意。

3.5T 車輛外觀

3.5T 車輛內部 【內徑323x156x158cm】

7.7T 車輛外觀

7.7T 車輛內部 【內徑488x204x197cm】

可依客戶量身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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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 車輛外觀

17T 車輛內部介紹 【內徑738x228x233cm】

25T 車輛外觀

25T 車輛內部 【內徑843x228x238cm】

43T 車輛外觀

43T 車輛內部介紹 【內徑1190x229x225cm】

最佳合作夥伴的楷模，左為邰利公司陳嘉福課長。

頂級是最佳的投資
車頭是運輸車輛的另一個關鍵，陳董表

示，台灣目前對於車輛的規範是以四期環保

車為標準，但歐規車已達到五期環保標準，

既然環保節能是未來的主流，就該一次到

位，不用擔心一段時間環保法規又調高，到

時又要重覆投資。選用歐規車頭的另一個原

因是「雙B情結」，賓士車的品質大家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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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五期環保的賓士車

置疑的，其性能也受到市場的肯定。歐規車

頭約是新台幣400萬，比日系車頭硬是貴上新

台幣一百萬，陳董強調高油價時代，客戶更

應享有高優質的服務，同樣的運輸費用，用

高級車在配送，不只是把規格拉高，而是給

客戶更高的品質與服務，給商品更好的保存

與保障，這不只是成本的考量，也是公司品

牌形象的建立。

高端設備高端客服
陳董對於品質的要求是無止境的，想要

好還要更好。在四、五年前，陳董也意識到

產業的改變，進行轉型的計劃，順豐即引進

氣墊式車廂，加裝了防止煞車鎖死所設計的

A.B.S.系統（Anti-Lock Brake System）以及剎

車力輔助系統BAS（Brake Assist System）。

氣墊車還加裝Air避震器，其原理是藉由空氣

的騰空，比彈簧還要柔軟，一般人只是覺得

平穩，但對車輛而言，都可以減少輪胎對道

路的受力、煞車皮、冷凍機組的壓力，省下

更多的維修費用。

2005年起順豐開始服務奇美電子，除

了面板的配送外，位於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其館藏的小提琴、鋼琴等樂器北上中正紀念

堂音樂廳演出時，即是委由順豐全程恆溫的

配送。在邰利的引荐下，順豐也曾經是陽明

海運關係企業好好物流的策略聯盟運輸協力

商，台積電、近鐵等高科技產業也都是順豐

的客戶。

電子業的運輸重點與一般食品物流不

同，其特別重視SOP的執行，尤其是有些產品

是屬於危險品，易燃易爆炸，順豐都有安排

司機接受特別的考照，並加以分組調派，全

方位地訓練每個司機了解每個作業環節。在

消防設備上，順豐每台車上都配置符合化學

品及原料要求使用的-25℃會追火的海龍液態

滅火器。

目前順豐的客戶比例食品業約佔營業額

的55%，電子業佔30%，白天以服務電子業

客戶為主，晚上則為宅急便將精緻的南台灣

特色商品專車北送。

氣壓自動升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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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設備

科學的精算創造利潤
順豐的車齡全部都在五年以內，以賓士

車頭來提升廠商的價值與服務性，以氣墊式

避震車廂來降低損壞率，以全程溫度記錄器

監控提升載運品質，每輛車都保有貨物險，

長期配合廠商，不另加收假日及三節出勤加

班費用，GPS衛星定位系統監控車輛狀態。

陳董對於設備亳不手軟的投資，更勇於

嘗試最新的科技與創新的應用，另許多同業

不解。邰利公司陳嘉福課長表示，一開始也

是不太明瞭陳董的用意，但是經過一段時間

過後，事實證明，設備投資的正確。

環工的訓練在此時發揮了效用，陳總

簡單地說明其對於設備的選擇都經過精算，

比如車體的容量、油耗的節省等等。陳董表

示，以邰利的冷凍機組為例，他會去做交叉

比對，比較傳統的作法和邰利的工法，在材

料有何不同？在作法上有何不同？同樣性質

的車子出門，在油耗、溫度等各方面的差異

在那裡？而順豐所設定的品質標準又在那

裡？傳統老舊的貨運車輛在車輛維修檢驗、

冷凍機組保養等所花的費用反而更高，成本

也不易管控，採用高規格的好設備，雖然前

期的投資感覺上很高，但是反而在後面的維

修保養費用是可以控制與節省的，而且好的

冷凍機組可以縮短開機預冷的時間，一般要

二小時，若是能節省半小時，甚至一小時，

講究時效，這些都是無形利潤空間的所在，

這本帳陳董算的高明與精準，其貫徹與執行

力的堅持更是令人感佩。

近期內，陳董的另一項創舉，是引進一

款日本的塗料，這種塗料大都是用來塗在工

廠的屋頂，隔熱效果相當好，塗在車體上用

來隔熱，達到斷熱的效果，吸熱效益減少，

環保效益自然提高。 
多視窗監看模式

Client端即時監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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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利公司提供專業的車輛教育訓練

客戶服務一次到位
順豐以其最高品質的設備與服務，獲得

許多客戶的信賴與支持。證明了高規格不一

定等於高價格。陳董自豪的表示，別的運輸

公司為了節省油料，往往出車後就關掉冷凍

機組，等到快到客戶端才再打開，順豐反而

是張貼公告，明令司機不准在運送過程中關

掉冷凍機組，而且主動提供溫度記錄器的數

據給客戶備查，「我不能為了節省千元台幣

的油錢而毀了公司的品牌、形象與信譽。」

陳董堅決的表示。

順豐所使用的溫度記錄器有多種款式，

如指針式的，到達客戶端後將印出的報表撕

下給客戶備查；或是機械的電子式讀取；另

一種是GPS回饋式，可以提供給客戶透過網站

直接查詢。透明不徇私，以客戶貨品的安全

為最高指導原則。

陳董回憶入行時，除了送貨外，也會

主動幫客戶整理倉庫，若發現數量低於安全

庫存量時，會提醒客戶補貨，這樣貼心的服

務，不只得到客戶的讚賞，也讓自己增加送

貨的機會，同時也幫供貨商增加業績。所以

陳董時常地提醒司機服務的重要性，因為

司機在外執勤時，代表的是客戶的品牌與形

象，讓廠商留下好印象，也會持續叫貨，客

戶生意好，運輸的趟次會多，幫客戶想就是

幫自己創造生意，這即是三贏。

建立第三方物流服務
對於未來的計劃，陳董胸有成竹地表示，

已經找好場地，正在規劃專屬的凍庫，導入倉

庫的管理，培養專屬的業務，為客戶提供第三

方的服務，扮演客戶後勤供給的角色與調節的

功能，協助客戶專心業務的拓展。

南台灣大都是中小企業，規模都很小，

營運成本高，若能有第三方的專業協助，則

能有效地節流與分工，特別是在外銷產品的

經營有其市場的需要，如毛豆等冷凍冷藏的

肉品和蔬果外銷。

不怕難度高的挑戰，在陳董未來的計劃

藍圖裡，有心往醫療廢棄物逆物流的處理來

發展，這與其所學的專業背景有關，其門檻

高，但相對獲利也高。

明年的具體計劃為再添購43T賓士車頭及

氣墊式車廂一輛、26T賓士貨車二輛，在車廂

設備部分，目前評估製作滾輪式，但對於其溫

度監控不易及活動門簾式車廂的缺點，都在評

估檢討中。在設備與組織上，陳董也將持續完

備車種方面的健全，以及引進專業經理人與規

劃教育訓練課程，提高司機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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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送作業流程

順豐45T的氣墊車抵達統一速達位於中壢的轉
運站。

司機以轉運單清點確認所載台車的數量

車子靠近碼頭準備載貨

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陳董的理念是寧為雞首不為牛後，持

續與客戶互相成長、共生共榮，視客戶的競

爭力為公司的競爭力！客戶的成功是公司的

成功。堅持品質是公司專業服務的原則也是

公司的責任，而『顧客的滿意度』就是『品

質』；而『品質』就是公司『專業服務』的

保證。

 而同為合作夥伴的邰利公司，也感佩於

順豐 不斷追求品質的理想，進口最新的冷凍

機組來研發。雖然領頭羊的路有些孤獨，但

是一路上有著相同理念的邰利公司相伴，這

份有如生命共同體的革命情感，將是引領順

豐與邰利，開大路走大道的成功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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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好準備起程

出車前司機必須繳交酒測收據

到達後準備卸貨

冷藏GPS監測器

冷藏櫃上車

冷藏溫度的控制表，現顯示為車內溫度
28℃，將下降至0℃。

冷凍溫度的控制表，現顯示為車內溫度
25℃，將下降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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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監控設備

儀表板

無線電設備

車輛自動水平儀 

選擇運輸公司的基本條件
一、未依指定時間到達。

二、貨品的誤差狀況（減少或增加）。

三、客戶的協調性（時間、地點及聯絡人等）

四、貨品重量或件數的正確性。

五、超載、超速等違規問題。

六、溫度不符合規定。

七、同業競爭；服務不全；品質下降；效率不彰。

八、車輛與低溫設備平時的保養狀況。

九、遇各項緊急狀況，後續追蹤處理情形。

十、車輛老舊及低溫設備損壞汰換等問題。

十一、運輸公司是否有創新及投資各項設備的意願。

十二、運輸公司的專業性與員工素質。

十三、運輸公司的團隊及組織性是否健全。

十四、運輸公司信譽是否可靠。

十五、運輸公司是否有顧及客戶權益（保險責任）。

裝在車底的AIR氣墊

冷凍GPS監測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