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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壹、基隆港全區（含臺北港、蘇澳港）特殊規定 

一、未透過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http://www.mtnet.gov.tw）辦理者，請依下列規

定申請： 

(一)辦理臨時通行證者，應由港務公司現場單位或在港區內設有作業區（辦公處、所）

之民營機構簽證後，分別向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港務分公司（基隆

港）、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運處（臺北港）、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蘇

澳港）申請核發。 

(二)船公司開放郵輪參觀者，應提送申請函、參觀時間及動線，洽港務公司辦理，

參觀人員進入港區者，船方得製作「來賓證、車輛停車證」樣張，送港務公司核

備後併同身分證明文件，經港務警察查驗進入港區登輪。 

二、郵輪靠泊港期間申請遊覽車進港接載旅客應提送申請函並於三天前備妥司機身分

證、車籍、保險證影本、同業工會證明書（合併列印 A4 紙張）及識別標誌（書明

車輛編號、司機姓名及其行動電話）以紙本臨櫃辦理臨時通行證。（申請格式如附

件 2） 

三、各種營業客貨車及工作、工程車輛進出港區，除依本規定請領通行證外，並應檢附

下列相關文件經管制站港務警察查驗放行： 

(一)載運進出口貨物（櫃）之車輛憑棧埠作業機構開立之運送單、通行單或進出倉證

明單及過磅單等證明文件。 

(二)載運非進出口貨物之車輛可憑棧埠作業機構開立之准單、提貨單或通行（送貨）

單等證明文件。 

(三)裝卸貨物自備機具車輛應憑各棧埠作業機構之證明文件。 

(四)工作、工程車輛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四、凡車身書有執行船舶貨物進出港檢查及相關業務機關名稱字樣之各型車輛，或持有

「公務車輛通行證」得進出港區，但乘車人員須持有通行證或機關識別證、服務證。 

五、外來人士(含外籍人士、大陸及港澳地區居民)申請港區人員臨時通行證得由所屬機

關（構）、公司或行號，填具申請書二份，檢附申請人之護照或護照影本(正本驗畢

後退還)及入出境許可證或居留影本。每次申請以核准三日為原則，最長以不超過十

日為限；其他特殊需求者，得分別向基隆港務分公司（基隆港）、基隆港務分公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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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營運處（臺北港）、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蘇澳港）專案申請。 

六、下列人員得憑有關規定證件入出港區： 

(一)在職船員得憑船員服務手冊（限本國籍船員）、臨時停留許可證（非大陸籍之外

籍船員）、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大陸籍船員）、有效護照簽證等相關證件或其

他經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方式查驗放行。 

(二)國外航線旅客憑有效護照簽證或臨時停留許可證（登岸證）或其他經入出國及移

民署許可方式，國内航線旅客憑國民身分證及乘船證，查驗後放行。 

(三) 港務公司員工、港區執行公務或駐在港區機關之人員，得憑該機構（關）員工

識別證進出港區，車輛依規定請領通行證。 

七、凡申請二小時內進出本港區修補輪胎作業，須檢附公會所提申請輪胎業者人員、車

輛名單，並得填具經工會（無須業管單位及港務分公司核章）核章之「基隆港全區

修補輪胎作業車輛臨時進出碼頭申請單」一式二聯，於進入港區作業時逕送管制站

港務警察核對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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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北港其他特殊規定 

一、因公務、商務、訪客，須臨時至港區公務機關或民營機構之團體，得先行造具名

冊逕送管制站，以每部車輛其中 1人之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經身分查核後，換取「當

次通行證」進出港區，惟以當天為限。 

二、船員、港區事業員工或來賓搭乘計程車進入管制區時，計程車司機則以個人身分

證明文件，換取「當次通行證」，船員、港區事業員工及來賓仍須出示進入港區相

關證明文件進入管制區，在港區內不得有攬客情形；船員、港區事業員工或來賓

欲出管制區，招空乘計程車搭乘時，計程車司機則以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經身分查

核後，換取「當次通行證」進入管制區，計程車進出管制區時，港務警察應告知

計程車司機至遲應於 30分鐘內載送船員、港區事業員工或來賓，經由原管制站換

回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後離開管制區。港區民營機構員工不得以計程車做為自用之

交通工具進出港區。 

三、臺北港人員及車輛長期通行證核發之行業別及張數，原則上依「基隆港全區人員

及車輛長期通行證核發數量標準表」核發，惟得依港區發展現況酌量調整。 

四、因公務、商務或工程申請本港臨時紙本通行證，得至本港港務警察中隊臨櫃申請。 

五、未載運貨物或機具之各種貨運及工程車輛，得憑人員及車輛通行證進出港區。 

六、載運貨物之車輛得以棧埠作業機構開立之運送單、准單、提貨單或通行單，暫代

當次通行證使用進出港區，惟須經辨識系統或須統計進出港區之車輛，仍應請領

通行證。 

七、車輛於港區內有下列違規情事，第 1次通知警告，第 2次再經查獲，將函告原核

發之車輛通行證予以註銷，並通知港務警察機關查扣，且自函告註銷日起 3個月

內不得再申請車輛通行證（含長期、定期及臨時通行證）。 

  （一）違規停車。 

  （二）超速或未按標誌標線行駛。 

  （三）違規進入港區釣魚。 

  （四）任意棄置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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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蘇澳港其他特殊規定 

一、其他尚未納入「MTNet 港區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之申請規定： 

(一)船公司開放郵輪參觀者，應提送申請函、參觀時間及動線，洽基隆港務分公司蘇

澳港營運處辦理，參觀人員進入港區者，船方得製作「來賓證、車輛停車證」

樣張，送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核備後並同身分證明文件，經港務警察

查驗進入港區登輪。 

(二)本營運處現場單位及租賃經營港埠設施業者，在其範圍內劃有停車位者，得依停

車位數量之 2倍製作「○○碼頭區員工車輛停車證」，送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

港營運處核備後，憑以進入港區。 

(三)領有「自由貿易港區專用車隊標誌」之車輛，得依「基隆港暨臺北港自由貿易港

區專用車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進出港區。 

(四)為利與本營運處有隸屬或監督關係之機關、個人及相關公務機關督導與洽辦業

務，本營運處港勤所得製作「公務車輛通行證」，送港務警察機關備查後，憑

以進入港區。 

(五)因公務、商務，須至港區各相關事業機構拜訪，事先已預約之來賓或團體，由港

區事業機構先行造具名冊，逕送管制站，來賓抵達管制站時，以每部車輛其中

1人之個人身分證明文件經身分查核後，換取當次通行證（車輛免辦通行證），

出港區時至原管制站換回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如屬港區事業機構關係企業臨時

來訪之來賓，請先向港務警察出示關係企業之識別證，非關係企業臨時來訪之

來賓，則請港務警察先向受訪公司電話查證確認後，再以每部車輛其中 1人之

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換取當次通行證（車輛免辦通行證），出港區時由受訪公

司填具受訪證明單，並蓋單位戳章證明後，交予來賓持往原管制站，換回個人

身分證明文件，並經港務警察查核後離開管制區。 

二、下列人員得憑有關規定證件入出港區： 

(一)在職船員得憑船員服務手冊（限本國籍船員）、臨時停留許可證（非大陸籍之外籍

船員）、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大陸籍船員）、有效護照簽證等相關證件或其他

經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方式查驗放行。 

(二)國外航線旅客憑有效護照簽證或臨時停留許可證（登岸證）或其他經入出國及移

民署許可方式，國内航線旅客憑國民身分證及乘船證，查驗後放行。 

三、辦理碼頭臨時通行證者，應由本營運處業管單位或在港區內設有作業區（辦公處、

所之民營機構、公司行號簽證後向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申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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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申請二小時內進出本港碼頭修補輪胎作業，須檢附公會所提申請輪胎業者人員、

車輛名單，並得填具經工會（無須業管單位及基隆港務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核章）

核章之「蘇澳港區作業車輛臨時進出碼頭申請單」一式二聯，於進入碼頭作業時逕

送碼頭管制站港務警察核對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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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隆港(不含台北港、蘇澳港) 其他特殊規定 

一、基隆港區(不含台北、蘇澳港)導遊及遊覽車進出港區接送遊輪旅客手續如下： 

(一) 導遊及遊覽車進出港區接送遊輪旅客，請於當日或前一日，先將登記表(如附件

2-1-1及 2-1-2)填妥並用章(公司章)，一份送崗哨、一份送本分公司棧埠事業處

客運業務科；若有登記表內無註記之車輛(臨時調度)請逕至崗哨填表登記，並依

說明配合港區管制；本項僅適用於基隆港港區接送，並自 103年 5月 7日起公告

實施。 

(二) 其他相關之工作人員則請依「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之規定事先

以臨櫃或線上至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www.mtnet.gov.tw)提出申請(附上政府

許可之旅行社執照或工商憑證及個人身分證影本)，另考量港區安全、空間有限，

本分公司原則不接受工作人員車輛之申請。 

二、 船員搭乘計程車進、出基隆港管制區作業手續： 

(一)計程車載送船員進入管制區時，計程車司機經港警身分查核後，持身份證件換

取「人員當次通行證」、車輛以汽車行照換取「車輛當次通行證」；船員招空計程

車進入時，計程車司機經港警身分查核後，持身份證件換取「人員當次通行證」、

車輛以汽車行照換取「車輛當次通行證」；港務警察應告知計程車司機至遲應於

30 分鐘內完成船員載送；計程車出管制區時，持「當次通行證」由原管制站換

回相關證件後離開管制區。 

  (二)在港區內不得有攬客情形。

http://www.mtne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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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附件 1-1 

基隆港全區人員長期通用通行證核發數量標準表 

行業別 最高張數 備註欄 

報關業 8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倉儲運輸業 8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理貨業 8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港埠業務相關之公（工）會 4  

汽車貨運業 8 
營業貨運車輛司機由各公司或公

會統一申請 

裝卸承攬業 6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船務代理業 6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記者  請記者公會或基隆港航記者聯誼
會專案申請 

碼工業 6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公證業 6 超過最高張數者需專案申請。 

交通船業、駁船業  向港務公司專案申請 

其他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比照性質相當
業別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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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附件 1-2 

基隆港全區車輛長期通用通行證核發數量標準 

行業別 核發張數 備考 

船務代理業 4 如因營運量增加專案申請 

碼工業 2  

公證業 1  

港埠業務相關之公（工）會 1  

裝卸承攬業 4 
僅承攬一般散雜貨物或單一業務

之業者 

裝卸承攬業 6 
承攬一般散雜貨物及貨櫃二項業

務之業者 

記者 1 代班記者可申請定期通行證 1枚 

汽車貨運業 1 
營業貨（櫃）車輛由各汽車貨運

公司依其營業用貨（櫃）車輛數

量核發 

報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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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基隆港區郵(遊)輪泊港期間申請遊覽車等臨時通行證申請書函 

受文者：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主旨：為辦理    年    月    日           客輪停靠基隆港     號碼頭，

接送旅客遊覽車及相關工作人員碼頭臨時通行證。 

 

說明： 

一、本航次申請共有導遊及相關工作人員    人，遊覽車等共    車，駕駛

人員    人（無隨車小姐）。 

二、隨函檢送人員及車輛申請名單（各 3 份），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行車

執照影本、駕駛執照影本、保險證影本、同業公會証明書影本（各 1

份）。 

 
 

 
旅行社名稱： 
                                              （蓋章） 
負  責  人： 

 
 
 
              公司地址： 
              承 辦 人： 
              電    話：               傳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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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商港區臨時通行證 

------------------------------------------------------------------------------------------------------------------------ 

基隆港商港區臨時通行證 
Keelung Harbor Temporary Entry Pass  

申請日期： 
核准文號： 
通行區域：       

一.進港事由/Purpose for Application 

 
二.領用人員、車輛資料/Applicant and Vehicle Information 
姓名/Name 性別/Sex 國籍/Nationality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男/M 
□女/F 

□本國籍/Native 
□     年 

Y   月 
M   日 

D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ID or Passport No. 牌照號碼/Plate No. 服務單位/Occupation 

            
地址/Address 電話/TEL. 

           
三.具保或洽會公司/ Guarantor's Title or Company Information 
名稱/Title 負責人/Person in Charge 

 (蓋章)  (蓋章) 
 
四.核准單位簽證/Seal Of Issuing Agency 
 使用期限（起） 使用期限(迄) 

  

五.說明/Remarks 
（一）本單一至三部分均應詳實勾選或填寫清楚(字跡應端正不得潦草)，其餘欄位請勿填寫。 
（二）民眾持核准有效期限「臨時通行證申請單」，管制站員警核查無誤後即可放行。 
（三）本單之期限可據實核發最多至 1 個月。 

 

 

基隆港商港區臨時通行證 
Keelung Harbor Temporary Entry Pass  

申請日期： 
核准文號： 
通行區域：       

一.進港事由/Purpose for Application 

 
二.領用人員、車輛資料/Applicant and Vehicle Information 
姓名/Name 性別/Sex 國籍/Nationality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男/M 
□女/F 

□本國籍/Native 
□     年 

Y   月 
M   日 

D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ID or Passport No. 牌照號碼/Plate No. 服務單位/Occupation 

            
地址/Address 電話/TEL. 

           
三.具保或洽會公司/ Guarantor's Title or Company Information 
名稱/Title 負責人/Person in Charge 

 (蓋章)  (蓋章) 
 
四.核准單位簽證/Seal Of Issuing Agency 
 使用期限（起） 使用期限(迄) 

  

五.說明/Remarks 
（一）本單一至三部分均應詳實勾選或填寫清楚(字跡應端正不得潦草)，其餘欄位請勿填寫。 
（二）民眾持核准有效期限「臨時通行證申請單」，管制站員警核查無誤後即可放行。 
（三）本單之期限可據實核發最多至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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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基隆港接送客輪旅客遊覽車人員臨時通行證申請書(導遊及工作人員) 

臨時進入碼頭人員名單 

編

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  分  證  字  號 備             考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上列申請接送客輪旅客遊覽車臨時通行證人員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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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旅行社接送                    輪旅客遊覽車臨時通行證申請名冊附表 

編號 車主名稱 牌照號碼 指定檢驗日期 司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 絡 手 機 

        

        

        

        

        

        

        

        

        

        

        

        

        

        

        

        

        

        

        

        

        

        

        

        

        

        

        

        

        

        

        

        

        

        

        

        

本表一式 3份，申請聯絡人電話：                第      頁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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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基隆港接送郵輪乘客遊覽車進出港區登記表 

編號 日期 
進入時間 

車號 司機姓名 身分證號 船名 備註 第 1次 第 2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申請旅行社： 

說明： 

一、 本表請駕駛(申請)人填註後，併同有效期內駕、行照供執勤港警驗放。 

二、 進入港區車速請低於 25公里/時，駕駛人須配合酒精呼氣檢測。 

三、 本表所指遊覽車及駕駛人係為 7人座以上營業用車輛及職業駕駛人為限。 

四、 ※接送麗星郵輪寶瓶星號(泊靠東 2號碼頭)乘客遊覽車，僅限於基港大樓

前上、下客，港區內不得上、下客，以維乘客安全及港區秩序。 

五、 本表一份於當日或前一日送交港警管制站，一份送基隆港務分公司棧埠事

業處客運業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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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2)基隆港接送郵輪乘客導遊(領隊)進出港區登記表 

編號 日期 
進入時間 

姓名 
身分證號 
(導遊證號) 聯絡電話 船名 備註 

第 1次 第2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申請旅行社： 

說明： 

一、 本表請導遊(申請)人填註後，併同有效期內導遊(領隊)證供執勤港警驗

放。 

二、 進入港區請注意本身安全，遵守港務法令並配合各項管制措施。 

三、 本表一份送交港警管制站，一份送基隆港務分公司棧埠事業處客運業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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