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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前 言

針對供應商物料包裝，於原有品質、物料安全相關規範外，考量健康與安全、環境友善等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議題與自動化設備建置，特編列以下規範，要求供應商除了相關法規要求外，同時遵守本規範
以確認包裝安全、達到環境友善並順利銜接廠內自動化標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期望透過本規範的訂定，確保：

（1）供應商的外包裝除有效保護內裝產品，同時能保護整體供應鏈物流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2） 包裝材料的選用以可回收、非複合性材質優先，達到廢棄物減量（Reduce）、重複利用

（Reuse）、回收循環（Recycle）的目標
（3）統一化產品包裝與標籤標示內容，接軌自動化機具並加速人員識別效率與作業正確性

本規範以物料包裝 A.健康與安全 B.環境友善 C.包裝與標示標準化做詳細說明與解釋。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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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考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規範：Each bag should weigh less than 23KG／ 50LBS.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set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airport workers who have to lift hundreds of bags daily. If your bag weighs more than 
this, you may be asked to repack, or have it labeled as“heavy luggage”.此處為避免混淆標準，參考廠區工安規範，
將標準降為 20KG與次項一致。

2參考台灣三大超商、郵局包裹寄送收受相關規範。

A. 健康與安全

A1  所有物料應根據總重量（含包材），選擇適當之包裝方式以方便搬運或物流
人員處理（如下表一）：

A1.1   若重量超重（>=40公斤）、不適合人員徒手搬運，應以棧板承載以方便機具（如堆高機、
油壓板車等人力車輛）或工具運送。

A1.2  若重量過重 1（>=20公斤），應於外箱張貼警示標籤（如下頁圖一）或標明內容重量，避
免搬運人員受傷。

以紙箱包裝者，若同時材積過大 2（長 +寬 +高 >105公分或最長邊 >45公分），應加裝
施力裝置（如把手、提繩或孔洞等設計，如下頁圖二與圖五）以方便人員搬運，避免搬運
姿勢不良或阻擋行走視線。

A2  物料若以棧板承載，堆疊高度以 180公分為限，並避免突出棧板邊。

A3  若物料屬易碎物、或有其餘特殊需求，應於外箱上張貼對應之標籤（如下頁
圖三），警示作業或搬運人員。

A4  各類化學品需依據法規、安全資料表（SDS）張貼相關危害標示或警示語。

A5  各式容器應避免加裝球閥開關（如承裝化學容器之方形槽桶，下頁圖四），
避免因長期使用、材質脆化故障，導致內容物外洩影響經手人安全。

表一  根據物料重量參考之包裝方式

20公斤 40公斤 參考包裝方式

物料總重量
（含外箱包材）

V 以棧板承載，以利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

V V 張貼過重、重物等警示標籤

V 體積若不便搬運，加裝施力裝置（如把手、提繩或孔洞等設計）

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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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晶圓（單顆包裝） 光阻

化學品（紙箱裝） 靶材

健康與安全

圖一   重物警示標籤範例

圖二   施力裝置範例

圖三   特殊搬運需求警示標籤範例

圖四   承裝化學容器之方形槽桶應避免加裝球閥開關

圖五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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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友善

B1  包裝的鎘（Cd）、六價鉻（Cr6+）、鉛（Pb）及汞（Hg）總濃度小於 100
百萬分點濃度（ppm3），且不可使用聚氯乙烯（PVC，Polyvinyl）材質。

B2  包裝的體積及重量，在足夠維持被包裝產品之安全、衛生程度等效用，應最
小化及最適化（如下頁圖一），減少包裝及配件材料使用，包含金屬扣環、
緩衝材料、打包帶、封箱膠帶及標籤（如下頁圖二）等，並以能原物原用、
重複使用為優先考量。

B3  包裝應優先選擇可回收材質，如金屬、紙製或木製材質等。包裝材料以塑膠
材質者，應優先選擇塑膠編碼 1、2、4、5、6或 7號中特定材質（如下頁圖
三、四）；緩衝材料以塑膠材質者，應優先選擇塑膠編碼 2、4、5或 6號（如
下頁圖五）。以上皆需降低複合材質使用，如紙製材質黏貼塑膠、塑膠材質
複合其他金屬或 1種以上塑膠複合製成（如下頁圖六）。

B3.1   塑膠編碼 1：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B3.2  塑膠編碼 2：高密度聚乙烯（HDPE或 PEHD，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B3.3   塑膠編碼 4：低密度聚乙烯（LDPE或 PELD，Low-density polyethylene）。

B3.4  塑膠編碼 5：聚丙烯（PP，Polypropylene）。

B3.5  塑膠編碼 6：聚苯乙烯（PS，Polystyrene）。

B3.6   塑膠編碼 7特定材質：包含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3參參考歐盟於 1994年公告包裝材與包裝材廢棄物指令（Directive of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94／ 62／
   EC，簡稱 PPWD）

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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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維持包裝效用下，減少包裝體積 40%並將雙層包裝改為單層包裝，降低廢棄物產生

圖二   減少黏膠使用，提高回收意願

圖三   包裝袋由複合性塑膠改為選擇塑膠編碼 1、2、4、5、6或 7號中特定材質，廢棄物處理方式由
焚化轉為回收

改善後包裝

改善前包裝

120毫米

660毫米

770毫米

150毫米

改善前：
須先割開外包裝，拆掉
內包裝拿出內容物

複合材質，
無法回收！

HDPE塑膠袋，
可回收！

改善前：
複合材質，焚化處理

改善後：
高密度聚乙烯（HDPE）可回收再
利用

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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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包裝盒由聚氯乙烯改為選擇塑膠編碼 1、2、4、5、6或 7號中特定材質，減少對環境衝擊

圖五   緩衝材料由乙烯 -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聚氨酯（PU）改為塑膠 2、4、5或 6號，廢棄
物處理方式由焚化轉為回收

圖六   複合材質如紙製材質黏貼塑膠，降低廢棄物回收機會

改善前：
乙烯 -醋酸乙烯酯共聚（EVA）／
聚氨酯（PU）材質，焚化處理

改善後：
低密度聚乙烯（LDPE） 可回收再
利用

改善前：
聚氯乙烯（PVC）材質，造成環境
衝擊

改善後：
聚對苯二甲乙二酯（PET）可回收
再利用

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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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1  包裝尺寸規格總覽。

C1.1  各式物料皆有對應之外包裝尺寸要求，相關規格應依照下表一要求進行包裝。

表一   各式物料包裝尺寸規格總覽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物料類別 氣體
鋼瓶

桶裝
化學品

耗材
／
晶圓盒

研磨墊
／
鑽石碟

靶材 晶圓
運送箱

各式
零件

重量
（公斤） <1,000 <1,600 <800 <800 <800 無 無

尺寸
（公分）

長（L）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無

寬（W） <120 120 <120 <120 <120 115 無

高（H） <200
（含鋼瓶） 117 <160 <160 <160 115 無

一維條碼 V V V V V V V

二維條碼
（QR code） V V V V V V V

無線射頻
辨識條碼 V V 無 無 V V V

載具要求 無

平整性
<5毫米
變形量

<10毫米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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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氣體鋼瓶規範

C2.1   氣體鋼瓶應張貼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標籤應張貼於瓶身頸部，且距離頸部上緣約 5公分，
相關圖示可參考下圖一。

C2.2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規格應依照下圖二所要求。

C2.3   氣體鋼瓶標籤內容應包含廠商編號、料號、瓶號、批號、到期日等元素，格式應依照下頁
圖三編排。

圖一   氣體鋼瓶無線射頻辨識標籤張貼位置

圖二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規格要求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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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氣體鋼瓶標籤格式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10供應商物料包裝規範白皮書

1220 + 0毫米
 - 5毫米

1220 + 0毫米
 - 5毫米

1170 + 0毫米
 - 5毫米

1200 + 0毫米
 - 5毫米

1200 + 0毫米
 - 5毫米

高

長 寬

允許誤差範圍

長 寬

長 寬

使用以上型式棧板 - 兩方插曲單面棧板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3  桶裝化學品規範

C3.1  桶裝化學品與棧板尺寸規範如下圖一。

C3.2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形狀規範如下圖二。

C3.3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平整性規範如下頁圖三。

C3.4  桶裝化學品變形允許量規範如下頁圖四。

C3.5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荷重與變形允許量規範如下頁圖五。

C3.6  桶裝化學品桶身應張貼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標籤應張貼於桶身上蓋，且距離桶身外緣至少
5公分，相關圖示可參考下頁圖六。標籤內容格式編排如下頁圖七。

C3.7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應張貼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標籤應張貼於棧板四面相同位置處，張
貼位置規範如下圖八。標籤內容格式編排如下頁圖九。

C3.8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規格要求：

C3.8.1  通訊協定：符合國際標準組織 ISO 18000-6C（= EPC Class 1 Gen2）。
C3.8.2  讀取頻段：超高頻（Ultra High Frequency，UHF，922~928赫茲）。
C3.8.3  記憶體容量：UII（= EPC）記憶體最小需 256位元（≥352位元推薦）。
C3.8.4  具備標籤唯一辨識碼（TID，Tag unique ID，製造商出廠時寫入）。
C3.8.5  具備 Access password／ Kill password等保護機制。
C3.8.6  其餘規範可參照下頁圖十。

圖一   桶裝化學品與棧板尺寸規範

圖二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形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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棧板上方化學桶，變形或本身形狀勿超過棧板邊緣 5毫米
≤ 5毫米 ≤ 5毫米 ≤ 5毫米 ≤ 5毫米

長期以最大載重懸空放置時，棧板不可有斷裂破損之情形，
且變形量需 ≤ 10毫米

≤ 10毫米

最大載重
1600公斤

870毫米

底面平整度需 ≤ 5毫米
A、B、C、D 四對角之高度差需 ≤ 5毫米

≤ 5毫米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圖三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平整性規範

圖四   桶裝化學品變形允許量規範

圖五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荷重與變形允許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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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中的每一個化學桶都必須要有各自唯一的無線
射頻辨識標籤 (RFID)

金屬化學桶

塑膠化學桶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RFID標籤貼於桶身上蓋，且標籤需
離桶身外緣至少 5公分

圖六   桶裝化學品無線射頻辨識標籤張貼位置

圖七   桶裝化學品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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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 50毫米

X1 = 30毫米

55毫米

85毫米 85毫米
H1

X1 X1

棧板標籤貼附位置及大小需符合上述 H1、X1範圍
且需四面皆貼標籤於相同位置處

供應鏈運送層別：  
第三層：運送單位／棧板（ 符合國際標準驗證 ISO 17364 ）
第二層：包裝外箱（ 符合國際標準驗證 ISO 17365 ）
第一層：物件（ 符合國際標準驗證 ISO 17367 ）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圖八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無線射頻辨識標籤張貼位置

圖九   承載桶裝化學品之棧板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格式

圖十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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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於最外層
（正中間）

標籤版面說明：一般耗材（L4*／ L5*／ L6*／ L7*）物料標籤說明

每箱貼
（右上角）

每包／盒貼（右上角）

101.6mm
19mm

32mm

76.2mm

19mm
101.6mm

32mm

76.2mm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4  各式耗材／晶圓盒規範

C4.1  每單位物料都應於包裝外側黏貼標籤以便識別，視外包裝方式黏貼於適當位置，如下圖一。

C4.2  各式耗材／晶圓盒之標籤版面與尺寸可參考下圖二與圖三。

圖一   各式耗材／晶圓盒標籤黏貼位置

圖二   各式耗材／晶圓盒標籤格式與尺寸

圖三   各式耗材／晶圓盒標籤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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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靶材規範

C5.1  每箱物料都應於行進方向之側邊、接鄰無線射頻辨識讀取門型架之合適位置黏貼 1片無線
射頻辨識標籤以便識別，如下圖一。

C5.2  靶材之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格式與尺寸可參考下圖二。

C5.3  包裝尺寸規範，如下頁圖三。

C5.4  為配合自動化設備導入之無塵室內搬運需求，宜採用聚丙烯（PP）取代紙箱（下頁圖四），
並盡可能減少雙層包裝（下頁圖五）。

圖一   靶材外箱無線射頻辨識標籤黏貼位置

圖二   靶材外箱無線射頻辨識標籤格式與尺寸

標籤黏貼位置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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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靶材外包裝最大尺寸

圖四   為避免無塵室搬運過程因包裝所帶入的懸浮微粒，靶材外包裝宜採用聚丙烯取代紙箱

圖五   靶材包裝應避免使用雙層設計

紙箱

聚丙烯（PP）瓦楞

材積 最大容許尺寸 (毫米 )

A 750

B 750

C 250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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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視圖

上視圖

尺寸誤差 ≤±5毫米

尺寸誤差 ≤±5毫米

單位：毫米

單位：毫米

位置 A B C D E F

尺寸 ≥ 35 ≥ 60 ≥ 25 ≥ 60 ≥ 1150   ≤ 1220 ≥ 1060   ≤ 1120

位置 G H J

標準 200 ± 10 600 ± 10 ≥ 1000   ≤ 1100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6  晶片規範

C6.1  晶圓運送箱尺寸標準規範。

C6.1.1  晶圓運送箱外箱尺寸與晶圓盒間距標準規範如下圖一。
C6.1.2  晶圓運送箱與晶圓盒高度標準規範如下圖二。
C6.1.3  緩衝材包材與外箱尺寸間距規範如下頁圖三。

圖一   晶圓運送箱外箱尺寸與晶圓盒間距標準規範

 

圖二   晶圓運送箱與晶圓盒高度標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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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運送外箱

側視圖

上

中

下

前視圖

上視圖

尺寸誤差 ≤±3毫米

位置 A B C D E F

尺寸 ≥ 5 ≥ 180  ≤ 175 ≥ 543  ≤ 538 ≥ 120  ≤ 115 ≥ 3 ≥ 890  ≤ 885

單位：毫米

緩衝材 緩衝材

緩衝材 緩衝材

圖三   緩衝材包材與外箱尺寸間距規範

C6.2  包材規範。

C6.2.1  緩衝材包材採三層設計（上、中、下共 6片），如下圖四。

圖四   緩衝材包材上、中、下共 6片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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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擴尺寸 ≤ ±5毫米

≤ ±5毫米 ≤ ±5毫米

偏斜尺寸 ≤ 5毫米

≤ 5毫米 ≤ 5毫米

前視圖

支
撐
架

支
撐
架

變形量
≤ ±10毫米

側視圖

支
撐
架

支
撐
架

變形量
≤ ±10毫米

變形量
≤ ±10毫米

變形量
≤ ±10毫米

側視圖前視圖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6.3  變形量規範。

C6.3.1  晶圓運送箱外箱變形量規範如下圖五。
C6.3.2  晶圓運送箱棧板變形量規範如下圖六。
C6.3.3  緩衝材包材變形量規範如下圖七。

圖五   晶圓運送箱外箱變形量

圖六   晶圓運送箱棧板變形量

圖七   緩衝材包材變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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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4  變形量規範。

C6.4.1  晶圓運送箱外部箭頭與香菇頭應同一方向，如下圖八。
C6.4.2  晶圓運送箱外部箭頭與標籤張貼位置如下圖九。
C6.4.3  晶圓運送箱箱號標籤定義如下頁圖十。
C6.4.4  晶圓盒鋁袋外標籤標示規範如下頁圖十一。
C6.4.5  晶圓盒標籤位置規範如下頁圖十二。
C6.4.6  無線射頻辨識貼紙規範如下頁圖十三。

圖八   晶圓運送箱外部箭頭與香菇頭應同一方向

圖九   晶圓運送箱外部箭頭與標籤張貼位置

適用十二寸矽晶圓運送箱
香菇頭方向標示 *2 (長邊兩面 )
（1）標示緊密牢貼或印刷於晶圓運送箱
（2）箭頭大小 ≥ 95 * 45 毫米

標示香菇頭方向 (長邊兩面 )

標籤線條規格最小讀取
條碼寬度為 0.125毫米

側視圖前視圖

條碼標籤

100
毫米
300
毫米

100
毫米

100
毫米

50
毫米

50
毫米

短邊
（B面 & D面）

長邊
（A面 & C面）

條碼標籤 X4面

A面

C面

B面 D面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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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運送箱標籤條碼共 33碼（如下圖），一張標籤僅能使用一次，每次出貨都必須使用新的條碼，編碼
原則需符合以下兩條件之一

（1）具備資料環球編碼系統（DUNS）

（2）不具備資料環球編碼系統（DUNS）

標籤線條規格最小讀取條碼
寬度為 0.125毫米（字型：
Code 128）

    利用此 9碼辨別供應商
    資料環球編碼系統（DUNS code）或統一編號

標籤線條規格最小讀取條碼寬度為 0.125毫米（字型：Code 128）

（1）標籤貼附位置，請與實盒相同
（2）標籤紙大小，請與實盒相同
（3）箭頭標示大小及位置，請與實盒相同

位置尺寸偏移誤 ±10毫米

晶圓盒門板面

標籤紙上或門板他處上需
標示香菇頭方向之箭頭箭
頭大小 ≥20*20毫米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圖十      晶圓運送箱箱號標籤定義

圖十一   晶圓盒鋁袋外標籤標示規範（適用於包裝晶圓盒的鋁袋表面）

圖十二  晶圓盒標籤位置規範（適用於鋁袋拆除後的晶圓盒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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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運送箱類別（1碼）
可以有 A·B·C等不同尺寸

備註：1.假如紙張大於此尺寸，列印距離以左下方為原點
           2.標籤線條規格最小讀取條碼寬度為 0.28毫米

辨別碼
（固定）

公司碼
（申請方式參閱附件 1）

晶圓運送箱編號
（類別 +序號）

25B UN 656749108 A 000012589

資料環球編碼系統（DUNS）編碼說明
（最多 35字元）

晶圓運送箱無線射頻辨識（RFID）標籤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圖十三   無線射頻辨識貼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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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無線射頻辨識貼紙規範（續前頁）

・避免將條碼或字元直接印製在無線射頻辨識（RFID）的晶片上，因不平整的表面會影響到 
    印製品質。
・避免將一維條碼或二維條碼印製在 RFID嵌體上，條碼品質同樣會被嚴重影響。

（1）放置方向
（2）建議留空區域
（3）晶片
（4）嵌體
（5）印製字元
（6）間隔
（7）天線（Antenna）
（8）RFID 標籤
（9）位置標示（I-Mark）
   Reference : www.sato-global.com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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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5  其他注意事項。

C6.5.1  未滿箱出貨晶圓盒的晶圓運送箱，應按照下圖十四之規則擺放。未滿箱之定義為
（1）晶圓運送箱內有晶圓盒空盒或（2）晶圓運送箱內有超過一個料號。擺放範
例可參照下圖十五。

C6.5.2  晶圓運送箱堆疊包裝固定方式，如下頁圖十六。
C6.5.3  晶圓運送箱上蓋為平面式設計，如下頁圖十七。
C6.5.4  移除晶圓運送箱內的黑色海綿墊，如下頁圖十八。

圖十四   未滿箱出貨晶圓盒擺放規則

圖十五   未滿箱出貨晶圓盒擺放範例

擺放範例：如果晶圓運送箱內有三種料號
（1）V65000B*100片（4顆）
（2）V65000C*100片（4顆）
（3）V65000D*50片  （2顆）

擺放順序為（如右圖所示）
（1）空盒放位置 1~2
（2）V65000B放位置  3~6
（3）V65000C放位置  7~10
（4）V65000D放位置  11~12

未滿箱出貨：
（1）晶圓運送箱內有晶圓盒空盒。
（2）晶圓運送箱內超過 1個料號。

擺放規則：
請依照右邊數字依序由空盒開始擺起，接著再
按照料號號碼由小到大排序，並提供明細貼在
晶圓運送箱外箱。

晶圓運送箱透視圖

 晶圓運送箱箭頭標籤

 +數字     晶圓盒箭頭 +擺放順序

上視圖
上層晶圓盒

下層晶圓盒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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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膜綑綁固定
（兩箱接縫處）

束帶綑綁固定

束帶綑綁固定

平面式上蓋

機械手臂搬運上蓋

打開上蓋 蓋回上蓋

取消黑色海綿墊設計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圖十六   晶圓運送箱堆疊包裝固定方式

圖十七   晶圓運送箱上蓋為平面式設計

圖十八   移除晶圓運送箱內的黑色海綿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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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零件編號（PTS）印零件編號條碼，沒有則印料號
最小讀取條碼寬度為 0.28毫米

貼於外箱（右上角） 貼於單包裝（右上角） 貼於單包裝（右上角）

零件編號（PTS）二維條碼（無 PTS則不印）
25x25毫米

台積料號

廠商
物料名
數量 60毫米

100毫米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7  各式零件規範

C7.1  每單位物料都應於包裝外側黏貼標籤以便識別，視外包裝方式黏貼於適當位置，如下圖一。

C7.2  各式零件之標籤格式與尺寸可參考下圖二。

C7.3  為配合自動化設備導入之無塵室內搬運需求，零件包裝材質宜採用聚丙烯（PP）取代紙箱。

圖一   各式零件標籤黏貼位置

圖二   各式零件標籤格式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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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盒 聚丙烯（PP）

緩衝材 X4

材積 最大容許尺寸 (毫米 )

A 870

B 870

C 110

包裝與標示標準化

C8  研磨墊規範

C8.1  研磨墊包裝尺寸規範，可參考下 圖一。

C8.2  為配合自動化設備導入之無塵室內搬運需求，研磨墊包裝材質宜採用聚丙烯（PP）取代紙
箱（如下圖二），並避免將緩衝材料黏貼於箱內、降低回收機會（如下圖三）。

圖一   為配合自動化搬運載具，研磨墊外包裝長寬皆不宜超過 87公分

圖二   為避免無塵室搬運過程因包裝所帶入的懸浮微粒，研磨墊包裝材質宜採用聚丙烯取代紙箱

圖三   擺放於四側的緩衝材不能黏貼且須可以回收再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