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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務分公司管理船舶公證業者進港作業要點務分公司管理船舶公證業者進港作業要點務分公司管理船舶公證業者進港作業要點務分公司管理船舶公證業者進港作業要點 
1.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 11 月 24 日港總業字第 1030059444 號函同意備查。 

2.高雄港務分公司 103 年年 11 月 27 日高港港行字第 1033059445 號函發布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 

一一一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港務港務港務分公司分公司分公司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為為為

規範規範規範規範船舶船舶船舶船舶公證公證公證公證業業業業業者業者業者業者（（（（以下簡稱業者以下簡稱業者以下簡稱業者以下簡稱業者））））進出高雄進出高雄進出高雄進出高雄商港區域商港區域商港區域商港區域（（（（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簡稱本港簡稱本港簡稱本港簡稱本港，，，，包含港內及港外包含港內及港外包含港內及港外包含港內及港外））））之通行之通行之通行之通行、、、、登輪登輪登輪登輪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船舶公證業務船舶公證業務船舶公證業務船舶公證業務之之之之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暨暨暨暨維護維護維護維護本港港區安全本港港區安全本港港區安全本港港區安全、、、、作業秩序與管理之需要作業秩序與管理之需要作業秩序與管理之需要作業秩序與管理之需要，，，，特特特特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臺臺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本本本本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二二二二、、、、管理對象管理對象管理對象管理對象：：：：    

(一)停泊於本港船席（指碼頭、浮筒或其他繫船設施，供船舶停靠之

水域）或錨地之船舶：包括貨櫃輪、油輪、化學品船、散雜貨船、

冷凍船、木材船、多用途船、拖船、工作船、研究船、客輪或其

他船艦等。 

(二)船舶公證業者：指受船方、貨主或委託人之委託，並經本分公司

同意，在本港從事船舶公證業務（含「IZ07010 公證業」及經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特許之「H603011 一般保險公證人」、

「H603021 海事保險公證人」等三個營業項目）之公司行號，即

從事船舶之貨物（品質、規格、重量、容積、件數、破損、短缺）、

船舶檢驗、救生設備檢驗、消防設備檢驗、海事保險公證人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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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保險公證人等公證業者。 

三三三三、、、、進港進港進港進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業業業業務登記務登記務登記務登記：：：：進港從事進港從事進港從事進港從事船舶船舶船舶船舶公證公證公證公證業業業業務務務務前前前前，，，，須須須須以書面以書面以書面以書面或線上或線上或線上或線上

檢檢檢檢附附附附相關文書相關文書相關文書相關文書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本本本本項業務登記項業務登記項業務登記項業務登記，，，，經本分公司同意經本分公司同意經本分公司同意經本分公司同意，，，，並並並並向本分公向本分公向本分公向本分公

司港埠聯合作業室出納繳交進港營運之管理費用司港埠聯合作業室出納繳交進港營運之管理費用司港埠聯合作業室出納繳交進港營運之管理費用司港埠聯合作業室出納繳交進港營運之管理費用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一一一一千千千千五百五百五百五百

元元元元整整整整（（（（含稅含稅含稅含稅）））），，，，憑繳憑繳憑繳憑繳費收執費收執費收執費收執之統一發票之統一發票之統一發票之統一發票列冊登記列冊登記列冊登記列冊登記後後後後，，，，始得提出進港始得提出進港始得提出進港始得提出進港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一)船舶公證業業務登記申請，須檢附下列文件各一份： 

１.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業務登記申請單。（附件 2） 

２.最近三個月內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登記之營業項目

須有「IZ07010 公證業」、「H603011 一般保險公證人」或「H603021

海事保險公證人」其一，否則不予受理） 

３.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４.公司章程影本。（商業組織者，免附） 

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告知聲明及同意書。(以下簡稱個資同意書，附件 3） 

(二)本業同一負責人僅能申請登記一家，不得同時登記二家（含）以

上公司或商業，否則不予受理；變更時，亦同。 

四四四四、、、、進港作業進港作業進港作業進港作業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一)申辦程序：業者取得業務登記及帳號後，進港作業前，須至網路

系統上逐船逐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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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網路申辦平台：業者須先登入交通部建置之「航港單一窗口服務

平台 MTNet」，再由該平台進入本分公司之「高雄港－港棧資訊

系統」（以下除帳號申請外，略以「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簡稱），

於所屬業別申辦進港作業。 

２.審核方式：採線上人工或自動審核。 

３.作業申請經本分公司審查同意後，業者須視進出港區檢查單位（高

雄港務警察總隊）或進出外港錨泊區檢查單位（海岸巡防署轄管

商檢所）查驗需要，提供或出示經同意之表單，辦理進出港區或

外港錨泊區手續，並攜帶一份至作業現場，備供查驗。 

(二)帳號申請： 

１.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MTNet 帳號：業者須至 MTNet 之維護及

執行單位中華電信（交通部委託）申請 MTNet 帳號使用，申請表

單下載網址：http://www.mtnet.gov.tw/→下載區→帳號申請表（航

商公司：公司管理員-申請表，附件 4），MTNet 帳號申辦作業如

有疑義，請逕洽閱該網站或其服務人員。 

２.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帳號：業者憑繳費收執之統一發票，至本

分公司港務處港務行政科登錄帳號或索取帳號及密碼。 

３.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之相關申請及操作說明，可至本分公司網

站瀏覽或下載：http://kh.twport.com.tw/→首頁→業務服務→線上

申辨→港棧資訊系統。（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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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申請：業者受委託後，須進入「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申

辦進港作業，申辦欄位說明如下：（部分由系統自動帶出） 

１.船名：已進港或完成預報進港船舶之正式中英文船名。 

２.船別：貨櫃、雜貨船或其他經船舶監理單位註冊或登記之船種。 

３.所屬公司：擁有船舶之船公司名稱。 

４.船務代理公司：船舶靠泊本港之船務代理公司名稱。 

５.工作起訖時間：每次申請以七日為限，依實際工作天數填列。 

６.作業地點：船舶經本分公司指定靠泊之碼頭、浮筒、錨地。 

７.港外：至一、二港口港外錨地進行公證作業，本項應勾選。 

８.搭乘出港船舶名稱：至錨地作業，本項應填選出港船舶。 

９.公證廠商：業者名稱。 

10.公證項目：依實際工作內容�勾選，�品質、�規格、�重量、�

容積、�件數、�破損、�短缺、�船舶檢驗、�救生設備檢驗、

�消防設備檢驗、�保險，可複選。 

11.委託人及電話：委託人之資料。 

12.上傳文件：如有文件須上傳供審，本項須勾選。 

13.簡訊通知：留手機號碼，審核結果系統自動發簡訊通知。 

14.審核狀態：未審核、同意、不同意、退回業者、註銷或向上陳核。 

15.審核意見：退件、補正原因敘述或應注意事項。 

16.進港工作人員：請依實際進港工作人員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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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存檔：各欄位輸入完成後存檔（上傳），待審或自動審查。 

18.作業訊息：儲存成功、未通過須修正或補正原因。 

(四)前項申請作業，經本分公司線上審核同意後，由業者自行列印表

單，向下列單位申辦進出港手續，並攜帶一份表單至作業現場，

備供查驗。 

１.碼頭或浮筒區作業：人車進出港區，須經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管制

站檢查後，始可通行。 

２.至港外錨地作業，須再向下列單位洽辦： 

(1)工作人員：海巡署商港安檢所申辦進出港查驗放行手續。 

(2)搭乘之船舶：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以下簡稱航港局）

申辦船舶進出港簽證手續。 

３.攜帶進港區或運送出港區作業用之器具及拆卸回廠檢修之器材零

件，請依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海關）規定辦理報驗手續。 

(五)作業申請案件經本分公司線上審查同意，於輸出之表單核章（本

分公司港務長章、港務處日附印圓戳章及同意備查章）後，即表

示同意進港作業（須取得船方同意，始得登輪作業）。輸出之表

單種類如下： 

１.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申請單。（附件 6） 

２.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人員名册。（附件 7）。 

(六)申辦公證作業之船舶，須已進港或向航港局完成預報進港，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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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泊船席者；錨泊本港一、二港口港外錨地之船舶，「高雄港－

港棧資訊系統」如查無該船舶資料，須由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

以書面或傳真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分公司港務處航管中心（TEL：

07-5711369 轉 309）申請建立臨時船舶編號或修正，始得申請登

輪作業。 

(七)對於「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之申請及審核如有疑問，上班時

間請洽本分公司港務處港務行政科櫃檯承辦員（TEL：07-5622105）

查詢；非上班時間，請洽本分公司港務處監控中心執勤室（TEL：

07-5622190、5622738）辦理。 

五五五五、、、、申申申申辦辦辦辦港區港區港區港區通行證通行證通行證通行證件件件件及及及及「「「「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員工員工員工員工資料維護資料維護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一)申辦港區通行證件： 

１.港區通行證件之申請、核發、註銷及請領數量等事項，悉依「國

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規定，洽本分公司港務處港

務行政科申辦通行證櫃檯（TEL：07-5622399）或「港區通行證通

用管理系統」辦理，停止進港工作及業務登記時，應辦理繳回、

繳銷相關港區通行證件手續。 

２.業者之負責人及其固定僱用之員工，始得申領港區長期通行證件，

申請時，須提供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受僱於五人以下公司、行

號之員工）或足已證明固定僱用文件，否則不予受理。 

(二)業者僱用之員工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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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業者自行於「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建立與維護；離職或註

銷時，亦同。 

２.業者僱用之員工，均須上傳或提供經簽署之個資同意書，供本分

公司及港區相關公務單位執行各項行政業務所需。 

六六六六、、、、公司或商業登記變更之處理公司或商業登記變更之處理公司或商業登記變更之處理公司或商業登記變更之處理：：：： 

(一)業者因組織、負責人、資本額、營業地址或統一編號等變更，須

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主管機關辦妥變更或轉讓登記後，三十日內

以書面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變更文件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向本分公司申請備查。 

(二)已向主管機關辦妥停業者，須於三十日內以書面檢附主管機關核

准文件向本分公司申請備查，屆期須提出復業申請，停業期間以

一年為限，不得申請展延。 

(三)已向主管機關辦妥歇業或不再進港工作者，須以書面向本分公司

申請「停止進港工作業務登記」。 

(四)辦理變更報備及最新版表單，可至本分公司網站

http://kh.twport.com.tw/→首頁→業務服務→線上申辨→港務（船

舶公證業）下載列印使用。 

七七七七、、、、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船舶在港從事船舶公證作業之工作期限，以七日為原則，因故無

法於期限內完工，業者應以書面述明理由申請展延，經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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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繼續作業，作業期限（含展延）累計不得超過三十日。 

(二)進港作業申請案件須檢附之文件，業者須自行轉換成電子文件，

並上傳供審。 

(二)除因本分公司網路系統維護或其他特殊原因外，進港作業申請，

以網路線上申請為原則，不提供書面審核。 

(三)至港外錨地作業時，人員所搭乘出港之船舶，須為經本分公司（或

前高雄港務局既已核准）同意可航行港外之交通船或可載運人貨

出港之工作船；船舶及工作人員進出港手續須洽航港局及海巡署

商港安檢所辦理。 

(四)業者僱用之人員進入碼頭作業區或登輪作業，須戴工作安全帽，

並遵照商港法令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辦理。 

(五)業者同時經營二個（含）以上須繳納管理費之業別，須分別繳納

該業之管理費用。 

八八八八、、、、進港進港進港進港作業限制作業限制作業限制作業限制：：：： 

(一)業者應自取得業務登記同意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繳交進港營運

之管理費用，並於繳費日起開始營業，不得申請展延。 

(二)業者每三年須再繳納管理費用一次，金額新台幣一千五百元整

（含稅），一次繳清。 

(三)業者已繳納之管理費用，不得以任何事由，要求退費或返還。 

(四)業者僱用人員未提供簽署之個資同意書者，不得進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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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向航港局完成預報進港或已離港之船舶，不得提出作業申請。 

(六)船舶已離港或移泊，經同意之申請表單自動失效，不得沿用，須

重新提出進港作業申請。 

(七)未申請並經本分公司同意，不得僅憑通行證件，私自進港登輪作

業。 

(八)登輪作業前，業者須取得船方同意後，始得登輪，不得強行或私

自登輪作業。 

九九九九、、、、違規違規違規違規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一)業者進港作業違反「商港法」規定，移送航港局處分，以維護港

區安全。 

(二)業者受航港局停止營業處分者，停業期間內須配合辦理以下事

項： 

１.「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之船舶公證申辦權限暫時關閉，俟停

止營業期滿後，始予重新開通。 

２.已請領之港區通行證件，須持證逕向發證單位辦理暫時繳回手續，

俟停止營業期滿後領回。 

(三)業者及其僱用人員進港作業之行為，違反以下管理規定者，本分

公司為維護港區安全及秩序，得終止已同意之船舶公證申請案件

或暫時停止業者之船舶公證案件申辦權限（關閉「高雄港－港棧

資訊系統」之船舶公證申辦權限），須俟改善完成，始同意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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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通權限： 

１.進港作業超出本分公司同意之營業範圍，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

改善者。 

２.公司或商業已辦妥轉讓或變更登記，未於期限內向本分公司報備，

經通知限期補報，未報者。 

３.業者未申請並經本分公司同意，私自派員進港登輪作業，經通知

改善，仍未改善者。 

４.業者資料輸入錯誤，須終止或註銷已同意之船舶公證申請案件

者。 

５.本分公司誤審，須終止或註銷已同意之船舶公證申請案件者。 

十十十十、、、、進港工作業務登記之停止進港工作業務登記之停止進港工作業務登記之停止進港工作業務登記之停止：：：：    

(一)業者未於通知之繳費期限內，繳交進港營運之管理費用者。 

(二)已向主管機關辦妥歇業者。 

(三)已向主管機關辦妥之停業期限達一年以上或停業期滿未申請復

業者。 

(四)業者申請不再進港從事船舶公證業務者。 

(五)業者因公司或商業登記變更，致同一負責人登記本業二家（含）

以上者，經通知限期改正，逾期仍未辦理者。 

(六)經本分公司停止進港工作業務登記之業者，須洽港區通行證發證

單位繳銷已請領之通行證件，並自發文之次日起三個月（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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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始得重新提出本項業務登記之申請。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本本本本要點要點要點要點報報報報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核核核核備後備後備後備後實施實施實施實施，，，，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時時時時，，，，亦同亦同亦同亦同。。。。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 1：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 

附件 2：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業務登記申請單。 

附件 3：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蒐集、處理及利

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及同意書。 

附件 4：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MTNet 帳號申請單（樣張）。 

附件 5：本分公司網站之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相關資訊網頁。 

附件 6：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申請單。 

附件 7：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人員名冊。 

附件 8：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進港登輪作業申請（簡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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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進出港區營運業者準據    
本公司 101 年 11 月 20 日港總企字第 1016142134 號函訂定 

本公司 103 年 8月 19 日港總業字第 10300562521 號函第一次修正 

本公司 103 年 11 月 17 日港總業字第 1030112331 號函第二次修正 

本公司 103 年 11 月 20 日港總業字第 1030112393 號書函勘誤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有效管理港區營運

業者（以下簡稱業者）進出本公司所屬各港作業，以維護港區安

全與作業秩序，特訂定本準據。 

二、於本公司經管港區內從事經營下列營業行為或服務項目（以下簡

稱營業項目）之業者，應檢具證明文件向本公司所屬各分公司（以

下簡稱各分公司）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進港營業： 

(一)船舶修理業者：指受船方委託，從事商港區域船舶修理業務之

公司行號。 

(二)船舶勞務承攬業者：指承攬商港區船舶掃艙、隔艙、敲銹、烤

銹、油漆、船上貨物或貨櫃之固定及解脫等勞務之公司行號。 

(三)船舶船員日用品供應業者：指從事供應國際航線船舶及船員需

用物品，含船舶船員需用之菸酒、食物、洗染、紀念品、五金

及專用物料等之公司行號。 

(四)船舶公證業者：指受船方或貨主之委託，於商港區從事辨證貨

物之商標種類包紮；評定受損之貨物；就裝運貨物中提取樣品

與保存；檢定貨物數量、重量、測量及計算；檢視貨物品質與

定貨相符；證明受檢之時日及地點等業務之公司行號。 

(五)商港加油業者：指經營船舶或港區機具設施加注燃料業務之公

司行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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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事其他可能妨礙船舶航行安全或危害港埠作業、設施之公司

行號。 

前項證明文件除下列項目外，各分公司得視實際需要，另行公告

之： 

(一)最近三個月內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司章程影本（商業組織者免附）。 

三、各分公司為處理前點各項事務、維護港區安全及作業秩序，得向

業者收取合理之管理費用。 

四、業者不得從事經營未經各分公司同意之營業項目，業者所屬（僱）

車輛、人員、機具設備及物料均應遵守港區相關作業規定，如遇

有交通部航港局、海關、港務警察及港務消防等港區機關指示事

項，亦應配合辦理。 

五、業者在港作業期間如有違反相關法規，或有影響港區安全、營運

等情事，經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者，取消其進港作業之資格，

並追繳港區通行證。業者停止營業時，亦同。 

六、業者在港作業時所生之污染、糾紛與賠償等情事，應負所有所生

之損害賠償責任，如致本公司權益受損時，應賠償本公司所受之

一切損失及損害。 

七、各分公司得依本準據第二點訂定相關作業要點，報請本公司備查。 

八、本準據以函分行或公告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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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船舶船舶船舶船舶公證公證公證公證業業業業進港工作進港工作進港工作進港工作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登記登記登記登記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單單單單  

本公司（商業）擬進港從事船舶公證業務，敬請貴分公司同意是

項工作業務登記。 
檢附下列文件檢附下列文件檢附下列文件檢附下列文件各各各各 1 份份份份：（：（：（：（請請請請ˇ̌̌̌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 (一)、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抄本正本。（登記之營業項目須有

「IZ07010 公證業」、「H603011 一般保險公證人」或

「H603021 海事保險公證人」，否則不予受理） 
� (二)、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三)、公司章程影本。（商業組織者，免附） 
� (四)、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

個人資料告知及聲明正本。 

此   致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申請人（＊為必填性欄位） 

＊公司名稱：                  (蓋章) 

＊公司英文名稱：                   

＊負責人或代表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營業地址：                      

＊聯絡電話：(  )        手機：           

＊E-Mail：            Fax：(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具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03.11.25.建立 
1.本單請詳實逐項填列本單請詳實逐項填列本單請詳實逐項填列本單請詳實逐項填列，，，，所附證明文件如係影本所附證明文件如係影本所附證明文件如係影本所附證明文件如係影本，，，，須加註須加註須加註須加註「「「「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字字字字
樣樣樣樣，，，，並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印章並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印章並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印章並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印章。。。。 

2.本業本業本業本業，，，，負責人不得同時擁有負責人不得同時擁有負責人不得同時擁有負責人不得同時擁有 2 家家家家(含含含含)以上公司以上公司以上公司以上公司（（（（或商業或商業或商業或商業），），），），否則不予受理否則不予受理否則不予受理否則不予受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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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蒐集蒐集蒐集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及同意書及同意書及同意書及同意書    

本分公司為管理 貴公司（商業）及僱用人員進入高雄商港區域內從事所營業務、高雄
港港棧資訊系統需要暨提供港區相關公務單位（含交通部航港局、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高雄
港務消防隊、海巡署、關務署）行政協助業務需要，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
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一）002 人事管理。（二）028 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三）031 全民健康
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四）039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五）045 災害防救行政。（六）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七）065 保險經紀、代理、公證業務。（八）073 政府資訊公開、檔案管理
及應用。（九）119 發照與登記。（十）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十一）157 調查、
統計與研究分析。（十二）171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
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一）C001 辨識個人者。（包含姓名、職稱、地址、電話、行動電話、
網路平台申請之帳號、通訊及戶籍地址、相片、電子郵件地址、提供網路申辦查詢之紀
錄）。（二）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統一編號、保險憑證號碼、統一編號、
證照號碼）。（三）C011 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四）C033 移
民情形。（護照、居留證明文件）（五）C038 職業。（六）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駕駛執
照）（七）C052 資格或技術。（專業技術）（八）C061 現行受雇情形。（僱主、工作職稱、
受顧日期）（九）C062 僱用經過。（受僱方式）（十）C063 離職經過。（離職日期、離職之
通知）（十一）C067 工會及員工之會員資格。（工會會員證號）（十二）C088 細節。（保險
種類）（十三）C102 約定或契約。（十四）C103 與營業有關之執照。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一）期間：本分公司營運期間。（二）地區：
本分公司提供服務之地區及網路平台。（三）對象：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公司）、
交通部航港局、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高雄港務消防隊、海巡署、關務署暨高雄港港棧資
訊系統（含系統維護簽訂契約之委外廠商）。（四）方式：依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以自動化
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台端就本分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一）向
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二）向本
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但台端依法應為適當之釋明。（三）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或公司）資
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或公司）資料，本分公司將無法同意台端進入高雄商港作
業。 

六、本分公司於蒐集個人資料時遇有選擇性欄位，不提供該項目之個人資料並不影響您任何
使用港棧資訊系統之權益；欄位註記�為必填性欄位，請務必完整填寫。若該部分資料
不完整，港棧資訊系統將無法提供完整之服務。 

七、台端填具並透過專人、傳真、郵寄或電子形式寄送此表單進行進港工作申請時，即代表
同意上述聲明有關個人（或公司）資料之使用內容，並保證所填具資料均與事實相符，
否則台端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同 意 書 
經 貴分公司告知，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明確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之內容及聲明，茲同

意將個人（或公司）資料，提供 貴分公司使用於上述蒐集目的，亦同意於個人資料利用
之期間，被 貴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或公司）資料。 
此 致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立同意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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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MTNet 帳號申請帳號申請帳號申請帳號申請（（（（樣張樣張樣張樣張））））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MTNet下

載網頁 

申請表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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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 / 異動表    表單編號：MTN-003-001    

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    / / / / 異動表異動表異動表異動表    

申請日期：民國 _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申請項目： 

 公司資料：���� 公司資料建檔   □ 修改公司資料   □ 刪除公司登錄資料 
 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異動 
【說明】：各公司帳號管理人員可使用具有較高安全性之工商憑證登入(認卡不認人)，或是將管理權限賦予一般帳號使用者，使用帳號密碼登

入即可進行管理功能。使用工商憑證進行管理功能只需於網站上進行工商憑證之註冊，無需填寫此處管理人員異動資料。 

**** 符號欄位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完整填寫。 

公

司

資

料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隸屬港別 ���� 高雄港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使用系統 
���� 港區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   ���� 港棧業務申辦系統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說明】：聯絡人及聯絡電話為公司資料建檔、修改或刪除作業相關業務之需要使用，不用於使用者帳號之建立。 

管

理

人

員 

*人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人員職稱  *電子郵件  

*申請種類 
□ 新建帳號及賦予管理權限 

□ 賦予管理權限(已有帳號者) 

*申請人簽名蓋章 (管理人員本人簽章)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管理單位註記 (申請人請勿填寫此部分資料) 

(公司資料及管理人員異動皆需公司之核章授權) 辦理情形  

辦理日期  

辦理人員 主管核示 備註 

   

 
高雄港務分公司港務處港務行政科：            （07）562-2621 

本單僅限經本分公司同意之船舶船員日用品供應業、船舶修理業、船舶公證業、船舶勞務承攬業申

請使用。（須附本分公司同意函，供 MTNet 審核） 

���� 請傳真(02)8192-7019申請帳號；如有疑議請逕洽MTNet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22120 ���� 
當事人同意書 

經  貴單位向本人告知【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請參閱頁 2上開事項，本人已清

楚瞭解上開告知內容及  貴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本人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七條第

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五款規定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貴公司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樣 
 
張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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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 

  航商公司及管理者資料申請 / 異動表    表單編號：MTN-003-001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蒐集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蒐集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蒐集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航政監理系統、港口國管制系統、港區通行

證通用管理系統、小額支付平台、航海人員測驗等均稱本系統）權責管理

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

第 1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依據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之分類，本系統

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目在於提供本系統之服務，其分類如下：(一) 002 人事管理。(二)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教育訓練)(三)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四) 148 網路購物及其他
電子商務服務。(電子賀卡寄送)(五) 157 調查統計與問卷分析。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符合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而與本系統
提供服務有關之使用者個人資料類別計有：(一) C001 辨識個人者。(包含姓名、地址、電話）
(二)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統一編號)(三) C011 個人描述。(出生年月日、性別)。
(四) C038 職業。(五) C052 資格或技術。(學歷資格)(六) C061 現行受雇情形。(工作職稱)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一) 期間:本系統營運期間。(二) 地區:本系統提
供服務之地區。(三) 對象:交通部航港局暨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工作團隊所屬簽訂
契約之委外廠商。(四) 方式:以書面或電子文件等適當方式所為之利用，惟所有使用方式仍
應遵循個資法第 20條之規定。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系統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一) 查詢或請
求閱覽。(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 請求刪除。 

五、本系統於蒐集個人資料時遇有選擇性欄位，不提供該項目之個人資料並不影響您任何使用系
統之權益；欄位註記*為必填性欄位，請務必完整填寫。若該部分資料不完整，本系統將無法
提供完整之服務。 

六、台端填具並透過傳真、郵寄或電子形式寄送此表單進行帳號或權限申請時，即代表同意上述
聲明有關個人資料之使用內容，並保證所填具資料均與事實相符，否則台端願負擔一切法律
責任。 

 

當事人同意書 

 

經 貴單位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上開告知內容及 貴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本人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五款規定 

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貴公司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2 頁 

樣 
 

張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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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公司網站之本分公司網站之本分公司網站之本分公司網站之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港棧資訊系統之相關資訊網頁之相關資訊網頁之相關資訊網頁之相關資訊網頁 

 

 

點選

進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由業務服務�

線上申辦進入 

帳號及操作

說明資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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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經經本分公司同意本分公司同意本分公司同意本分公司同意後輸出之後輸出之後輸出之後輸出之表單表單表單表單：：：：    

高 雄 港 船 舶 公 證 業 進 港 工 作 申 請 單    

廠商編號：P0001 申請單編號：P1031125001 

工作船名  作業地點 ＃122 碼頭 

貨物名稱 鐵材 搭乘出港船舶名稱  

擬工作件數  擬工作噸數 50000 

公證項目 品質；破損；貨物固定。 

作業時間 自 103 年 11 月 25 日起至 103 年 11 月 30 日止，計 6 天。 

上列公證業務，經本公司取得委託人之委託，特予證明。 

 

同意單位 
 

公證公司：○○○○○○○○海事保險公證人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7)111-0000 

委 託 人：○○○○○○○○船務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7)222-0000 

申 請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1  月  2 5  日 

注意事項： 
1.公證業者進港工作時，應自行列印本分公司同意之本申請單及進港工作人員

名冊，洽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管制站辦理查驗放行手續。至港外錨泊地作業
者，須洽海巡署南巡局第五海岸總隊申辦出港作業手續。前開申請文件須攜
至作業現場備供查核。 

2.搭乘出港船舶，進出港須向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辦妥簽證手續。 
3.攜帶進港作業用之器具，請依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規定辦理報驗手續。 
4.搭設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作業、侷限空間作業，僱主應於事前逕向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或其建置之網路申報，http://www.klsio.gov.tw/ 
→線上填報→特定作業網路申報系統；作業內容如符合其他申報類別之規定
項目者，請一併申報。 

5.進港作業人員請戴工作安全帽，並遵照商港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辦理。 
6.船舶公證作業依本分公司發布實施之「高雄港務分公司管理船舶公證業者進

港作業要點」辦理。 
7.港區通行證件申辦悉依「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辦理。 

103.11.25.建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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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港工作人員名冊 

業 別：船舶公證業   申請單編號：P1031125001 

廠商編號：P0001     廠商名稱：○○○○○○○○海事保險公證人股份有限公司 

作業地點：＃122 碼頭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長期通行證證號 （行動）電話 備  註 

歐�� A123456789 KHPL103-005234 0912345678  

楊�� B123456789  0934567890  

劉�� C123456789 KHPL103-005234 0956789012  

以下空白     

     

     

     

     

     

     

     

     

     

     

     

     

     

     

     

     

合計 3 人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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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進港登輪作業申請港棧資訊系統進港登輪作業申請港棧資訊系統進港登輪作業申請港棧資訊系統進港登輪作業申請（（（（簡要範例簡要範例簡要範例簡要範例）））） 

 

業者進入高雄港－港棧資訊系統 

 

擇一方式，輸入

MTNet帳號、密碼 

成功登入MTNet後 

再輸入港棧系統

帳密登入該系統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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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進入港棧資訊系統後畫面（頁面依權限及業別而異） 

 

船舶公證業進港登輪作業申請 

 

申請 

按放大鏡 

查詢船舶 

公證作

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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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船名取
得船舶編號 

按執行 

亦可直接輸
入船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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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船舶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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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詳實

輸入資料 

業者選擇

進港人員 

進港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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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輸入完成�按儲存（上傳送審或線上自動審核） 

 

本分公司港務處港務行政科承辦人審核畫面 

 

審核狀態：未審

核，表示業者輸

入儲存成功，等

待審核。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訊息須為訊息須為訊息須為訊息須為

儲存成功儲存成功儲存成功儲存成功    

輸入完成

後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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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同意後，由業者自行列印表單，攜帶進港登輪作業 

 

1.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申請單。（附件 6） 

2.高雄港船舶公證業進港工作人員名冊。（附件 7） 

審查同意後，自

動帶出表單，業

者請自行列印。 

審核結果及

審核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