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代航港單㇐窗口服務平臺
(MTNet 2.0)建置案

測試上線宣導說明會

報告單位：中華電信

簡報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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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機展示與意見交流(Q&A)



㇐.新系統(MTNet 2.0)
即將測試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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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MTNet 2.0)即將測試上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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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6
(星期日)
上午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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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及影音檔下載：首頁翻轉教室

㇐.新系統(MTNet 2.0)即將測試上線(2/4)



㇐.新系統(MTNet 2.0)即將測試上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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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前 上線後

上線前 上線前
功能權限確認
（4/23-5/7）

 https://test-file.mtnet.gov.tw
 使用MTNet 1.0 帳號密碼登入MTNet

2.0測試上線的環境，確認平常使用之
功能是否有出現在功能選單

教育訓練
 將針對「港政業務管理系統(PM) 」 、

「業者資訊管理系統(IM) 」進行使用者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 時間：4/28(三)上午8:30
• 地點：航港局敦南大樓4F

電腦教室

系統功能搶先體驗
（4/23-5/7）

 https://test-file.mtnet.gov.tw
 使用MTNet 1.0 帳號密碼登入MTNet

2.0 測試上線的環境，搶先體驗新版功能

MTNet 2.0
5/16測試上線 系統維護資訊

 MTNet入口網事前發佈公告，並請避
開該時段進行系統操作

• 例行：每工作日18:30
• 緊急：中午休息時段

(12:00~13:30)



㇐.新系統(MTNet 2.0)即將測試上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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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公告
1.MTNet官網
2.MPB官網
3.介接機關首頁

社群軟體發佈
1.FB粉絲團
2.Line@

函文通知
公協會、介接機關

E-Mail通知航商
登入MTNet時提醒

航務中心臨櫃現場
文宣、口頭宣導



二.停機期間須留意事項
5/14 (五) 17:00 ~ 5/16 (日)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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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Net 1.0停止對外服務
 將僅看到「網頁施工」公告

 系統升級中
停機期間進出港預報簽證申請作業說明

 MTNet 2.0測試上線（對外開放服務）

5/14(五)
17:00前

 MTNet 1.0申請案件(航商)須於17點前完成送件
 請「務必」提早/預為申辦案件，完成所有預計

於5/15(六)~5/16(日)所要執行的申辦作業，
避免送件異常，妥先因應！

 全部檢視MTNet 1.0「草稿匣」及「收件匣」
申辦案件已完成送件(補件)動作，否則切換到二代
未申辦案件將會遺失。

5/14(五)
17:00

5/14(五)17:00
l

5/16(日) 9:00

5/16(日)
9:00

二.停機期間須留意事項(1/2)



二.停機期間須留意事項(2/2)

停機期間進出港預報簽證申請作業說明
申辦進出港預報簽證者，請備妥「紙本」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送港口轄

管航務中心，另向有關機關透過如下系統或其他方式辦理進出港相關
手續：

1. 移民署：「航前旅客資訊系統」(APIS)申辦入出境人員名單
2. 疾管署：「臨櫃」辦理船舶檢疫申請
3. 關務署：「關港貿單㇐窗口」(CPT)申辦貨物進出口作業(除艙位配置圖)

4. 港務公司：「臺灣港棧服務網」(TPNet)申辦港棧業務

註：
船舶因遇難或避難需辦理緊急入港者，仍請依「交通部航港局受理遇難
或避難船舶申請進入商港程序執行要點」，先聯繫港口信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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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系統(MTNet 2.0)
優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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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系統(MTNet 2.0)優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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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系統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流程優化
行動化

跨瀏覽器

主動通知

無紙化

資料安全

 使用介面㇐致
 業務整合

 使用主流瀏覽器
Chrome、Firefox…

 簡訊自動通知

 進出港預報
 進階在港動態查詢
 船舶檢丈預約

 新增多項無紙化申辦服務

 個資保護
 網路傳輸安全

MTNet平臺的改版是為了符合科技發展趨勢，
讓使用者有更好的體驗



四.新系統(MTNet 2.0)
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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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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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功能提
升及流程整

併

因應法令
變更

功能查詢
便利性

因應業務
變更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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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功能提
升及流程整

併

因應法令
變更

功能查詢
便利性

因應業務
變更

1. 租傭及受託營運登記/異動-移
除港口代理設定功能

2. 兩岸三地的第三地港口定義清
楚標示

3. 國內航線增加類別設定，包括:
離島航線、本島離島航線、本
島航線

4. 新系統權限開通
5. 依案件處理進度分匣，提升處

理效率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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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功能提
升及流程整

併

因應法令
變更

功能查詢
便利性

因應業務
變更

1.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依據
管理規則，需填報裝卸搬
運工人人數及作業機具資
訊

2. 船務代理業公司籌設申請，
所在地港口非必填欄位，
留白者只能做總代理

3. 旅客人身傷害保險-需填報
傷害醫療費用及死殘給付
金額，最低保險金額需符
合「船舶運送業投保營運
人責任保險及旅客傷害保
險辦法」第4條規定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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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功能提
升及流程整

併

因應法令
變更

功能查詢
便利性

因應業務
變更

1. 整合自由貿易港區公司籌設及許可證核
發功能

2. 公司籌設名稱檢核，提供內、外部查詢
功能

3. 船東責任險-保險公司國籍增加台灣選項
4. 新增㇠航次代理業務登記公司摘要資訊

公司英文名稱
5. 開放業者線上申請「密集㇠航次」業務
6. ㇠航次業務申請新增緊急進港㇠航次選

項
7. 提醒申辦者外輪資料變更應補齊相關證

書
8. 兩岸直航許可登記-固定航線港口區分為

國際商港、國內商港、工業港三種類別
9. 國內航線登記-航線增加離島及本島類別

設定，包括：離島航線、本島離島航線、
本島航線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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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功能提
升及流程整

併

因應法令
變更

功能查詢
便利性

因應業務
變更

1. 提供「常用功能清單」

2. 提供小幫手，快速查詢申
辦功能位置

3. 提供「航政監理BPR資訊
系統」，快速連結BPR功
能



1. 租傭及受託營運登記/異動-移除港口代理設定功能

原因: 改善㇐代因多元化入口產生系統不易維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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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二代功能提升及流程整併(1/5)



2. 第三地到臺灣/第三地到大陸無兩岸貨許可變更-兩岸三
地的第三地港口定義清楚標示。

(目前第三地港口清單：香港、石垣、南浦、濟州、木浦、
釜山、莞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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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二代功能提升及流程整併(2/5)



3. 國內航線登記-航線增加類別設定，包括:離島航線、本
島離島航線、本島航線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二代功能提升及流程整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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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系統權限開通

新系統為加強使用者之權限控管，按角色設定權限，及改由
公司管理者設定權限給公司內部使用者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二代功能提升及流程整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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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案件處理進度分匣，提升處理效率新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二代功能提升及流程整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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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辦匣 (收件匣)
存放申辦者被退件的案件或是審查人員待審查的案
件

 完成匣(完成匣)
存放已經完成申請，但是尚未被審查之案件

 結案匣(結案匣)
存放已經完成申辦及完成審查程序之案件

 佇列匣(工作佇列匣)
存放等待審查的案件，具有處理案件權限的人員可
在此勾選欲審查之案件，則 該案件將會移至待辦匣

 草稿匣(發單草稿)
暫時儲存申請人尚未填寫完成之案件

返回

MTNet 2.0 (MTNet 1.0)



1.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依據管理規則，需填報裝卸搬運工
人人數及作業機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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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法令變更(1/3)



2. 船務代理業公司籌設申請，所在地港口非必填欄位， 留
白者不可做港口代理業務(只能做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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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法令變更(2/3)



3. 旅客人身傷害保險-需填報傷害醫療費用及死殘給付金額，
最低保險金額需符合船「舶運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
及旅客傷害保險辦法」第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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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法令變更(3/3) 返回



1. 整合自由貿易港區公司籌設及許可證核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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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1/9)



2. 公司籌設名稱檢核，提供內部（既存特許航業公司）及外
部（商業司網站連結）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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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2/9)



3. 船東責任險-保險公司國籍增加台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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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3/9)



4. ㇠航次代理業務登記-公司摘要資訊新增公司英文名稱，
新增前㇐港與次㇐港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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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4/9)



5. 開放 [密集㇠航次] 功能給業者線上申請，但不提供新增
船舶功能；送件時提示應上傳有效船東責任險保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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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5/9)



6. ㇠航次業務申請新增緊急進港㇠航次選項，提供緊急進
港船舶於後補資料時留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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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6/9)



7. 外輪資料變更提醒申辦者應補齊相關應備證書，特別是
修改中英文船名及國籍，應補送所有船舶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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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7/9)



8. 兩岸直航許可登記-固定航線港口選擇功能額外區分國際
商港、國內商港、工業港三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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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8/9)



9. 國內航線登記-航線增加類別設定，包括:離島航線、本
島離島航線、本島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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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因應業務變更(9/9)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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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功能查詢便利性(1/3)

1. 提供「常用功能清單」，系統依據使用者角色，自動列
出常用功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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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功能查詢便利性(2/3)

2. 提供「小幫手」，快速查詢申辦功能位置



點選

3. 提供「航政監理BPR資訊系統」，快速連結BPR功能

四、新系統(MTNet 2.0)功能重點改革
功能查詢便利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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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五.實機展示與意見交流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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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客服專線：0800-022-120
傳真：02-8192-7019
Line ID：@737qilqg
客服信箱：service@mtnet.gov.tw

問題反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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