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 9 月 1 日強化 P&I 審查機制實施
MTNet 相關功能無法操作之緊急聯絡窗口
交通部航港局 111.8.29

(一) 責任保險登記
聯絡方式

承辦人

港務組

侯佳芸

02-89786254
cyhou@motcmpb.gov.tw

張志豪

02-89782956
chchang04@motcmpb.gov.tw

02-27058701

航務組

謝宗翰

02-89785744
thhsieh@motcmpb.gov.tw

曾敬文

02-89786283
jwzeng@motcmpb.gov.tw

02-27018482

(基隆港)
北航監理科

陳江條

科長

聯絡方式

單位

(桌機/Email)

02-89783538

劉書嵐

ctchen02@motcmpb.gov.tw

(桌機/Email)

02-89783530
slliu@motcmpb.gov.tw

傳真

02-24284300

(臺北港)
臺北航港科

周雲鳳

0289789337
yfchou @motcmpb.gov.tw

江宗威

02-89783745
twchiang @motcmpb.gov.tw

02-26191613

(蘇澳港)
蘇澳航港科

李彥儒

03-9666091
yjli @motcmpb.gov.tw

李文偉(代)

03-9699083
wwli @motcmpb.gov.tw

03-9955627

(臺中港)
中航監理科

刁冠超

04-23690719
kctiao@motcmpb.gov.tw

黃公甫

04-23690726
kfhuang@motcm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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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657-1375

單位

承辦人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科長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高雄港)
南航監理科

林惠芳

07-262540
hflin@motcmpb.gov.tw

楊貴森

07-2620580
ksyang@motcmpb.gov.tw

(安平港)
安平航港科

林聖芬

06-3000276
sflin@motcmpb.gov.tw

(布袋港)
布袋辦公室

馬德昌

05-2949812
tcma@motcmpb.gov.tw

(馬公港)

王惠霞

06-9248078

馬公航港科
(花蓮港)
東航監理科

蔡惠喻

蔡惠喻

呂世榮

hhwang@motcmpb.gov.tw
林淑莞

03-8509031
swlin@motcmpb.gov.tw

胡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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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06-9248108
sjlu@motcmpb.gov.tw
03-8509018
chhu01@motcmpb.gov.tw

傳真

07-5215035

06-2617605

05-3478691

06-9277152

03-8227-893

(二) 代理業務登記
單位

承辦人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科長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航務組

謝宗翰

02-89785744
thhsieh@motcmpb.gov.tw

曾敬文

02-89786283
jwzeng@motcmpb.gov.tw

02-27018482

(基隆港)
北航監理科

陳江條

02-89783538
ctchen02@motcmpb.gov.tw

劉書嵐

02-89783530
slliu@motcmpb.gov.tw

02-24284300

(臺北港)
臺北航港科

周雲鳳

0289789337
yfchou @motcmpb.gov.tw

江宗威

02-89783745
twchiang @motcmpb.gov.tw

02-26191613

(蘇澳港)
蘇澳航港科

李彥儒

03-9666091
yjli @motcmpb.gov.tw

李文偉(代)

03-9699083
wwli @motcmpb.gov.tw

03-9955627

(臺中港)
中航監理科

賴建男

04-23690723
cnlai@motcmpb.gov.tw

黃公甫

04-23690726
kfhuang@motcmpb.gov.tw

04-2657-1375

(高雄港)
南航監理科

林惠芳

07-262540
hflin@motcmpb.gov.tw

楊貴森

07-2620580
ksyang@motcmpb.gov.tw

07-5215035

(安平港)
安平航港科

林聖芬

06-3000276
sflin@motcmpb.gov.tw

蔡惠喻

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06-261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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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單位

承辦人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科長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布袋港)
布袋辦公室

馬德昌

05-2949812
tcma@motcmpb.gov.tw

蔡惠喻

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馬公港)

王惠霞

06-9248078

馬公航港科
(花蓮港)
東航監理科

呂世榮

hhwang@motcmpb.gov.tw
林淑莞

03-8509031
swlin@motcmpb.gov.tw

胡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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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248108
sjlu@motcmpb.gov.tw
03-8509018
chhu01@motcmpb.gov.tw

傳真

05-3478691

06-9277152

03-8227-893

(三) 進出港預報
單位

承辦人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科長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港務組

侯佳芸

02-89786254
cyhou@motcmpb.gov.tw

張志豪

02-89782956
chchang04@motcmpb.gov.tw

02-2705-8701

(基隆港)
北航監理科

陳江條

02-89783538
ctchen02@motcmpb.gov.tw

劉書嵐

02-89783530
slliu@motcmpb.gov.tw

02-24284300

(臺北港)
臺北航港科

周雲鳳

0289789337
yfchou @motcmpb.gov.tw

江宗威

02-89783745
twchiang @motcmpb.gov.tw

02-26191613

(蘇澳港)
蘇澳航港科

李彥儒

03-9666091
yjli @motcmpb.gov.tw

李文偉(代)

03-9699083
wwli @motcmpb.gov.tw

03-9955627

(臺中港)
中航監理科

賴建男

04-23690723
cnlai@motcmpb.gov.tw

黃公甫

04-23690726
kfhuang@motcmpb.gov.tw

04-2657-1375

(高雄港)
南航監理科

陳盈瑄

07-2620562
yhchen03@motcmpb.gov.tw

楊貴森

07-2620580
ksyang@motcmpb.gov.tw

07-5215035

(安平港)
安平航港科

林聖芬

06-3000276
sflin@motcmpb.gov.tw

蔡惠喻

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06-261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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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單位

承辦人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科長

聯絡方式
(桌機/Email)

(布袋港)
布袋辦公室

馬德昌

05-2949812
tcma@motcmpb.gov.tw

蔡惠喻

06-3000275
hytsai@motcmpb.gov.tw

(馬公港)

王惠霞

06-9248078

馬公航港科
(花蓮港)
東航港政科

呂世榮

hhwang@motcmpb.gov.tw
羅苓芝

03-8509045
lclo@motcmpb.gov.tw

林美湘

6

06-9248108
sjlu@motcmpb.gov.tw
03-8230021
mhlin01@motcmpb.gov.tw

傳真

05-3478691

06-9277152

03-8225-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