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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得利物流團隊:海空進/出口報關､陸/海/空運攬貨運輸､ 保險鑑介､全球快遞運送。 

營業專長:費用最便宜. 速度最快. 文件最精美. 服務最親切 !  

台中市忠明南路 1151 號  電話:04-2262 0983 傳真:04-2262 5619 E/M:leisureinn_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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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定期航線資料

航 線 船舶運送業 在台總代理
電話 

港口代理電
話 

1.台灣-新加坡 
-巴生港 -檳城- 
北海 -棉蘭-巴尼拉 

2.台灣-越南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7138121～
8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3342550～
2 

1.台灣-香港 
2.台灣-曼谷 
3.台灣-雅加達-泗水 
4.台灣-日本、韓國 

正利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正利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371822 

正利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612183～
7 

1.台灣-歐洲 
2.台灣-吉達- 

馬爾它-歐洲 
NIPPON YUSEN KAISHA 

聯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3111567 

台強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9281～
7 

3.台灣-美國西岸  
4.台灣-美國東岸-西 
5.美國/加拿大東岸 

-台灣-美國/加拿大 

NEPTLINE ORIENT LINES 
LTD. 

吉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1614 

吉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820183 

6.歐洲-台灣 
7.美國西岸-台灣 
8.美國東岸 

-西岸-台灣 

HAPAG-LLOYDAG. 台灣赫伯羅德 
(02)7521166 

台灣赫伯羅德 
(07)3307865 

台灣-香港 MASONIC SHIPPING & 
TRADING CO. LTD. 

順利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166199 

正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168013 

1.台灣-關島 
2.台灣-夏威夷 
3.台灣-麥克羅尼 

西亞群島 

PM & O LINE 
東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3945136 

正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168013 

1.台灣-佛利曼特 
(伯斯)-達爾文 

2.西澳洲-台灣(進口) 
KNUTSEN LINE  

東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3945136  

正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16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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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智利 
-秘魯-厄瓜多 

2.台灣-波斯 
3.台灣-巴基斯坦 

-印度-孟加拉- 
可倫坡 

4.台灣-西非 
5.台灣-南非 
6.美國西南岸 

/西北岸(進口) 
7.日本(進口)  
8.歐洲(進口) 
8.台灣-歐洲 
9.台灣-西澳洲-台灣 
10.台灣-日本-台灣 
11.台灣-新加坡 

-巴生港-檳城-雅加
達-泗水-曼谷 

12.台灣-越南 
13.台灣-香港 
14.台灣-美國西南岸 

-東岸-墨西哥 
15.台灣-美國西北岸- 

東岸 
16.台灣-加拿大 
17.澳洲(出口) 

KAWASAKI KISEN KAISHA 
LTD. 

啟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239798 

啟洋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5510261～
5  

1.台灣-歐洲- 
地中海 

2.台灣-美國東岸 
3.台灣-澳洲 

P & O NEDLLOYD 
LIMITED 

鐵行渣華船務
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198800  

隆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遠東-美國東岸 
2.遠東-美國西岸 

-墨西哥 
3.遠東-美國西北岸 
4.遠東-巴拿馬 

-加勒比海 
5.新加坡-香港 

-美國西岸 
6.新、港、 

美西-台灣(進口) 
7.美國及日本線(進口) 
8.歐洲、地中海、 

印度次大陸及 
東南亞線(進口) 

9.環球西向航線 
遠東-歐洲 

10.遠東-地中海、 
希臘、土耳其、 
吉達、埃及、 
黎巴嫩、約旦 

11.遠東-印度、 
巴基斯坦、孟加拉、
斯里蘭卡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001370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337810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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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北美線 
2.台灣-加勒比海、 

中美洲、南美東西岸
3.台灣-中東/ 

印度/斯里蘭卡 
4.歐洲、地中海線 

5.台灣-日本/韓國 
6.台灣-香港/ 

菲律賓/新加坡 
/泰國/印尼/馬來西
亞 

美商海陸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海陸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7186186 

美商海陸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7)5711188(1
2 線)  

台灣-香港 CONSMIC SHIPPING 
TRADINGCORP. 

華聯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517462 

正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517462  

日本-台灣 DAIKO LINE  
美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19151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0118  

1.台灣-日本 
2.台灣-日本-蘇聯 NAVIX LINE, LTD  

泰閎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151526～
30  

啟昌有限公司 
(07)2914155  

1.台灣-日本 KANSAI STEAMSHIP  
大信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1144  

台灣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3261  

台灣-香港 THONG SOON 
MARITIMEPTE LTD. 

通順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810020  

海聯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台灣-美國西南岸 
2.台灣-美國西北岸、

加拿大 

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INC.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411234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8212444  

3.台灣-美國東岸 
4.北美(進口) 
5.歐洲(進口)  
6.台灣-歐洲-地中海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美商美國總統
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80)212288  

美商美國總統
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8239100  

7.台灣-馬尼拉 
8.台灣-曼谷 
9.台灣-波斯灣 

P & O NEDLLOYD B.V 鐵行渣華 
(02)7198800  

隆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台灣-印度-巴基斯
坦-孟加拉 

2.台灣-東澳洲-台灣 
3.台灣-東非  
4.台灣-南非 
5.台灣-西非 
6.台灣-巴拿馬-加勒比

海-巴西-MANAUS 
7.台灣-烏拉圭-巴拉

圭-阿根廷-巴西 
9.台灣-厄瓜多爾 

-秘魯-智利 
10.台灣-日本 

MITSUI O.S.K LINES 

商船三井船務
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3411234 

英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8212444  

1.臺灣-關島-塞班島 
-中太平洋群島 

2.臺灣-馬久羅-諾米
亞- 

KYOWA LINE  

豐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612270～
73 

昌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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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群島 

台灣-日本 KONOIKE LINE 

豐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612270～
73 

昌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美國東、西岸 
、巴拿馬、加勒比海

2.台灣-歐洲  
3.台灣-波斯灣 
4.台灣-地中海、紅海 
5.台灣-南非、 

巴西、阿根廷 
6.台灣/阿倫坡、印巴 
7.美國(進口) 
8.歐洲(進口)  
9.地中海、中東(進口) 

DSR-SENATOR LINES 
英偉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568838 

海鑫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57930 

台灣-日本  MARUKITA LINE 
德秀有限公司 
(02)5219218～
9  

海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18809 

日本、九洲、鹿兒島、
志布志 DAITO LINE 

正美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167066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0116 

1.台灣-南非/中南美東
岸-南非-台灣 

2.台灣-日本 
3.台灣-九洲、北海

道、日本海  
4.台灣-香港-新加坡 

南泰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NAN TAI LENE CO., 
LTD.  

南泰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1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1.歐洲線  
2.澳洲線  
3.台灣-南非 
4.地中海線 
5.台灣-香港  
6.台灣-新加坡-馬來西

亞-孟加拉 
7.台灣-東馬來西亞 
8.台灣-可倫坡-波斯

灣-印度-巴基斯坦 

MALAYSI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BERHAD  

海隆 
股份有限公司  
(02)7171516  

海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台灣亞洲 GALAXY MARINE 
TRANS PORTATION S.A. 

銀河運通 
股份有限公司  
(02)5216213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727033  

1.台灣-印尼  
2.台灣-香港-新加坡-

馬來西亞 
3.台灣-菳山-仁川  
4.菳山、仁川、馬尼

拉、新加坡(進口)  

DONGNAMA LINE  
海隆 
股份有限公司 
(02)7171516  

海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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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北美  
2.台灣-墨西哥 
3.台灣-美國東岸、加

勒比海、中/南美洲 
4.台灣-歐洲 
5.台灣-香港-琉球-韓

國-日本  
6.台灣-西/南亞-波斯

灣-紅海-葉汀-埃及 
7.台灣-馬尼拉  
8.台灣-越南 
9.美洲、歐洲及亞洲進

口航線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美商美國總統
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80)212288  

美商美國總統
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8239100  

1.台灣-歐洲(出口)  
2.台灣-西地中海(出

口) 
3.台灣-東地中海及印

度(出口)  
4.歐洲/地中海/中東/

新加坡/韓國-台灣
(進口) 

5.台灣-波斯灣  

NORASIA LINE  

七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80808(2
0 線)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212271  

6.台灣-香港-新加坡-
喀拉蚩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七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80808(2
0 線)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212271  

1.台灣-美國西南岸-東
岸/巴拿馬(出口]  

2.台灣-美國加州 
-墨西哥灣/東岸(出
口) 

3.台灣-美國西北岸-西
加拿大-美國東岸 
/東加拿大(出口) 

4.台灣-墨西哥、加勒
比海、中南美洲(出
口) 

5.台灣-歐洲、地中海/
希臘、土耳其(出口)

6.西非、中東、伊朗各
點、印度各點、巴基
斯坦、東非、南非
(出口)  

7.紅海(可倫坡、吉
達、約旦、葉汀)出
口航線 

8.美洲、歐洲、地中海
(進口)  

9.台灣-越南-高棉(出
口) 

10.台灣-西澳洲  

MAERSK LINE 

台灣快桅船務
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753111  

台灣快桅船務
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710001  

台灣/紅海 

中新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CHUN SINE MARINE CO., 
LTD.  

海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4201571  

三強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5211226～
0  

1.台灣-東澳洲  AUSTRALLIAN NATIONAL 英商怡和有限 隆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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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西澳洲-台灣 LINE  公司  
 (02)3931177  

(07)2317141～
9  

 
SOUTH AFRICA MARINE 
CO. 
LTD.  

英商怡和有限
公司  
 (02)3931177  

隆光有限公司 
(07)2317141～
9 c 台灣- 西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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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阿拉伯灣 
2.台灣-紅海-地中海 
3.台灣-歐洲-台灣 
4.台灣-可倫坡-印度-

巴基斯坦 
5.台灣-東南亞 

LINITED ARAB SHIPPING
COMPANY (S.A.G)  

祥天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3934261(1
0 線)  

隆光有限公司 
(07)2317141  

台灣-孟加拉灣 ATLAS SHIPPING 
LINESLTD.  

式邦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7785711  

海鑫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57930～
5  

台灣-菲律賓 ST. GIANT MARITIME 
CO., S.A. 

福利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772698  

正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168013  

台灣-琉球-日本 ARIMURA SANGYO K.K.  

永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715911～
7  

海天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 

1.台灣-香港 
2.台灣-香港，香港-南

美、阿根廷、烏拉
圭、巴西、巴拿馬、
秘魯、智利  

3.台灣-香港、香港-紐
西蘭、以色列  

4.台灣-香港、香港-波
斯蘭、西非  

BRIDGE LINE 
FAIRWEATHER  
STEAMSHIP CO.,LTD.  

國星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148060  

美商太古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1.台灣-印尼 2.台灣-
澳洲 

3.台灣-香港 
SUN KUNG S.A. PANAMA 

汎臺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068211(1
0 線)  

海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南美航線  
2.南非/模里西斯航線  
3.中東航線  
4.日本航線 
5.韓國航線  
6.進口航線(日本、韓

國、東南亞地區、南
非、南美、中東等地
區)  

7.香港航線  
8.菲律賓航線 
9.新加坡/馬來西亞航

線  
10.印尼航線  
11.越南航線  
12.泰國航線  

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UNIGLORY LINE  

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019001  

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3334531  



出口報關理單流程管理 EXPORT CUSTOMS DECLARATION PROCEEDING  MANAGEMENT 

 9

1.台灣-歐洲(出口)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美國西北岸(出

口)  
4.台灣-美國西岸/東

岸、台灣-紅海/波斯
灣美國-東南亞(出
口) 

5.台灣-東南亞(雅加達
/新加坡)出口 

6.台灣-韓國(出口) 
7.高雄-馬來西亞/巴生

港(出口) 
8.美國西南岸-台灣(進

口) 
9.美國西北岸-台灣(進

口) 
10.歐洲-台灣(進口) 
11.東南亞-台灣(進

口)) 
12.韓國-台灣(進口) 

MERCHANT MARINE CO., 
LTD.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
3  

1.台灣-義大利-歐洲 
2.台灣-紅海-東地中

海-土耳其 
3.台灣-以色列 
4.南太平洋-紐西蘭-澳

洲-台灣(進口)  

CONTSHIP CONTAINER 
LINES  

吉星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063241(1
0 線)  

海聯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台灣-仰光-關丹-坤
甸 

2.台灣-高棉 
3.汶萊-沙巴-沙勞越 
4.新加坡、巴生港、檳

城、東馬、印尼、印
巴 

5.台灣-日本  
6.台灣-馬尼拉 

HEUNG-A LINE  

吉星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063241(1
0 線)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美國東西岸-加勒比
海-東加拿大- 中南
美洲 

2.埃及-以色列-地中
海-東歐-歐洲 內陸-
南美 

3.可倫坡-印度-孟加拉 
4."OZ"SERVICE-澳洲線 
5.胡志明市-曼谷  
6.西非線、南非線  
7.東非線 

ZIM LINES  
新隆 
股份有限公司  
(02)7151133  

高宏企業有限
公司  
(07)5611251  

台灣-香港 WINFAME LINE 
海鴻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735958  

航昇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44478  

1.台灣-飛枝群島、南
太平洋 

2.台灣-巴布亞新幾內
亞 

NEW GUINEA PACIFIC 
LINE  

太利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8533  

太利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出口報關理單流程管理 EXPORT CUSTOMS DECLARATION PROCEEDING  MANAGEMENT 

 10

1.台灣-歐洲 
2.台灣-東、西地中海 
3.台灣-印度-巴基斯坦 
4.台灣-東非-模里西

斯-留尼旺-馬達加斯
加 

5.台灣-西非 
6.台灣-南非 
7.台灣-紐西蘭、澳洲 
8.台灣-南美東岸(阿根

廷/烏拉圭/巴拉圭/
巴西) 

9.台灣-南美西岸(厄瓜
多爾/智利/秘魯/哥
倫比亞)-墨西哥 

10.台灣-巴拿馬-美國
東岸-委內瑞拉-加勒
比海-哥倫比亞-中美
西岸 

P & O NEDLLOYD B.V 鐵行渣華 
(02)7198800  

隆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台灣/東南亞 
2.日本/台灣 TOKO LINE  

聖霖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0525  

嘉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6235  

日本-台灣(進口) OCEANIC SHIPPING  
AGENCIES, INC.  

聖霖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0525 

嘉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6235  

台灣-香港 HAWKINS MARITIME S.A. 
祥泰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314262  

昌達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5723  

台灣-香港 

昌宏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EXCELSIDR SHIPPING 
CO.,LTD.  

昌宏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7520011  

海鑫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57930～
5  

台灣-香港 RICH NAVIGATION LINES 

台灣怡合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3223142(3
0 線)  

海鑫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新加坡-仰光 
2.台灣-新加坡-東馬-

高棉 
MYANMA FIVE STAR LINE 

台灣怡合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3223142(3
0 線)  

海鑫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紅海-東非-波斯灣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PTE) LTD.  

東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2671(2
0 線)  

海鑫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東馬來西亞 
2.東南亞-南亞 
3.日本海-北海道 

ADVANCE CONTAINERS 
LINES  
(PTE) LTD.  

東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2671(2
0 線)  

海鑫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新加-孟加拉 
2.台灣-孟加拉 

BANGLADESH SHIPPING 
CORP.  

亞泰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810118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台灣/日本/韓國 
2.台灣/越南  
3.台灣/星馬 

PACIFIC LINES 
運惟有限公司 
(02)7028999(1
0 線)  

旗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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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美國東岸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巴拿馬 
4.台灣-美國西北岸 
5.台灣-歐洲  
6.台灣-地中海-紅海 
7.台灣-澳洲  
8.台灣-韓國  
9.台灣-星馬-印尼 

HANJIN SHIPPING 
新海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036633  

新海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3338616  

1.台灣-美國東岸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美國西北岸 
4.新加坡、馬來西亞、

孟加拉(出口) 
5.印度、巴基斯坦、斯

里蘭卡(出口) 
6.泰國(出口)  
7.韓國(出口) 
8.歐洲(出口)  
9.地中海(出口) 
10.澳洲(出口)  
11.日本(出口) 
12.香港(出口)  
13.菲律賓、印尼(出

口)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YANG MING LINE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812911(1
8 線)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8310501～
2  

1.美加-日本-台灣  
2.台灣-美加 

PACIFIC COMMERCE 
LLINE  

大煦船務代理
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7161(2
0 線)  

海天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
6  

台灣-星馬-孟加拉-東
印度  

TIGER EXPRESS LINE  
SEYANG SHIPPING  

大煦船務代理
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7161(2
0 線)  

海天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
6  

1. 台灣-美國東 
2. 、西岸、巴拿馬  
3.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歐洲(東歐)  
4.台灣-紅海、埃及、

土耳其、希臘、黎巴
嫩、保加利亞、地中
海 

5.台灣-阿拉伯灣-伊朗 
6.美國(進口)  
7.歐洲(進口)  
8.地中海、中東(進口) 

CHO YANG LINE  
萬洋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91789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台灣-關島-塞班島 FAREST MICRONESIA 
LINE  

海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6278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台灣-關島-塞班-中太
平洋諸島 

PALAU SHIPPING 
COMPANY INC.  

海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6278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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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阿根、巴西  
2.台灣-巴拿馬、智利

(哥倫比亞) 
3.南美(進口)  
4.歐洲(汽車船進口)  
5.美西(汽車船進口)  
6.日本關東 
7.日本關西(門司) 
8.星馬線  
9.印尼  
10.越南 
11.菲律賓  
12.韓國  
13.泰國 
14.台灣-香港  
15.台灣-韓國(菳山)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WAN HAI LINES LTD.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7532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318151  

台灣-日本  INTERASIA LINES CO., 
LTD.  

怡春通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7560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729636  

台灣-新加坡-汶萊-沙
巴-沙勞越  

SKYBEST MARITIME S.A. 
漢興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2)5091155  

中海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2336 

1.台灣-美國太平洋岸/
墨西哥 

2.台灣-美國/ 
加拿大東岸 

3.美國/加拿大-台灣
(進口) 

4.台灣-東地中海 
5.台灣-紅海-利比亞 
6.台灣-東澳洲-台灣 
7.台灣-西澳洲-台灣 
8.台灣-歐洲 
9.台灣-歐洲-英國 
10.台灣-西班牙-法國-

義大利 
11.台灣-中太平洋 
12.台灣-南太平洋 
13.台灣-波斯灣 
14.台灣-印度-巴基斯

坦-錫蘭-孟加拉 
15.台灣-加勒比海 
16.台灣-南非-南美東

岸 
17.台灣-巴西 
18.台灣-中南美西岸-

巴拿馬-哥倫比亞 
19.台灣-夏威夷 
20.台灣-厄瓜多爾- 

秘魯-智利 
21.台灣-馬尼拉 
22.台灣-日本 
23.台灣-香港-新加坡-

巴生港-雅加達 

NIPPON YUSEN KAISHA  

聯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4227382～
7  

台強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9281  

台灣-紐西蘭、斐濟、
諾米亞 TASMAN ASIA SHIPPING 運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高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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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375071  (07)2167321  

1.台灣-南美東岸  
2.台灣-南非 PRO-LINE  

運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台灣-美國東西岸 
2.台灣-印尼  
3.台灣-中東 

PAN OCEAN SHIPPING 
CO.,LTD.  

運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台灣-香港  
2.台灣-馬尼拉(南港) 
3.台灣-雅加達、泗水  
4.高雄-門司、菳山 

PT. BAHANA UTAMA LINE 
運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高雄-曼谷 
2.高雄-香港 

REGINAL CONTAINER 
LINES  

宏海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435485  

宏海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94686～
8  

1.台灣-歐洲  
2.台灣-美國西北岸 LLOYD TRIESTIND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3.台灣-地中海  
4.地中海-台灣(進口) 
5.美國西北岸-台灣 

LLOYD TRIESTIND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智利  
2.台灣-俄羅斯 

COMPANIA CHILENA DE  
NAVEGACION 
INTERCEANICA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美國  
2.台灣-美國-墨西哥-

中南美洲 
3.中美洲-墨西哥-美

國-台灣 

BLUE STAR LINE LTD.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日本  
2.台灣-日本 日本-美

國/加拿大(西岸) 
4. 台灣-香港  

5. 香港-美國(西岸/
東岸) 

TWENTY-FIRST CENTURY 
LINE/ ORIENT TREASURE 
SHIPPING CO.,LTD  

中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677890  

英商太古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1.美國西南岸 
2.美國西北岸  
3.美國東岸及巴拿馬  
4.澳洲線 
5.新加坡、印尼、馬來

西亞  
6.馬尼拉  
7.越南 
8.歐洲  
9.日本  
10.泰國  
11.台灣-香港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OOCL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212121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7160585  

1.台灣-歐洲  
2.台灣-可倫坡 POLISH OCEAN LINE  

偉立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0183  

健航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407  

1.台灣-南美東岸  
2.台灣-南非  
3.台灣-香港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KIEN HUNG SHIPPING 
CO.,LTD.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7316277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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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非 NEW ASIA NAVIGATION 
S.A. 

三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5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台灣-香港 TOHO LINE 
三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5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日本-台灣-日本 TOWA SHIPPING CORP. 
德同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311293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中東/紅海  
2.美東/加拿大 

THE NATIONAL SHIPPING 
COMPANY OF SAUDI 
ARABIA  

聯華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哥倫比亞/中美
洲-巴拿馬-委內瑞拉

2.台灣-巴拿馬-加勒比
海 

FLOTA MERCAIITE  
GRANCOICMBIANA S.A.  

聯華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南非/南美東岸 
2.南太平洋-大溪地、

斐濟 

COMPANIA SUD 
AMERICANA  
DE VAPORES S.A.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2
0 線)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
3  

台灣-西非 DELMAS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2
0 線)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
3  

台灣-南非/南美東岸 QUADRANT CONTAINER 
LINE 

聯華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 
代理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中東  
2.台灣-越南 WILHELMSEN LINES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台灣-香港 GOLDCITY SHIPPING 
LIMITED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1.台灣-東地中海、歐
洲、俄協 

2.台灣-印度-巴基斯
坦-紅海-波斯灣 

3.台灣-南美東岸-中
美-西非-東歐 

4.歐洲地中海 

COMPAGNIE MARITIME 
D'AFFRETEMENT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5.台灣-菳山 
6.台灣-香港-廈門 

COMPAGNIE MARITIME 
D'AFFRETEMENT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理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1.台灣-東南亞  
2.泰國-台灣(進口) 
2.台灣-曼谷 

永隆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YONG LONG STEAMSHIP 
CO.,LTD.  

永隆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2)7728888  

永隆輪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8234～
9  

高雄-馬公 台灣航業(股)公司 台灣航業(股)
公司 

台灣航業(股)
公司 
(07)5514155  

高雄-馬公 澎湖航業(股)公司 澎湖航業(股)
公司 

澎湖航業(股)
公司 
(07)5510360  

高雄-馬公 大明海運(股)公司 大明海運(股)
公司 

大明海運(股)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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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14848  

高雄-馬公 高馬航業(股)公司 高馬航業(股)
公司 

高馬航業(股)
公司 
(07)5510360  

高雄-七美 台安航業(股)公司 台安航業(股)
公司 

台安航業(股)
公司 
(07)5517628  

高雄-金門 建華輪胎(股)公司 建華輪胎(股)
公司 

建華輪胎(股)
公司 
(07)5612485  

高雄-金門 大盈輪胎(股)公司 大盈輪胎(股)
公司 

大盈輪胎(股)
公司 
(07)2261195  

高雄-金門 高金輪胎(股)公司 高金輪胎(股)
公司 

高金輪胎(股)
公司 
(07)2261195  

高雄-金門 大益輪胎(股)公司 大益輪胎(股)
公司 

大益輪胎(股)
公司 
(07)2820101  

高雄-香港 萬順輪胎(股)公司 萬順輪胎(股)
公司 

萬順輪胎(股)
公司 
(07)5216296  

高雄-香港 盈福海運(股)公司 盈福海運(股)
公司 

盈福海運(股)
公司 
(07)5216296  

 

 


	高雄港定期航線資料
	航 線
	船舶運送業
	在台總代理電話
	港口代理電話
	1.台灣-新加坡 -巴生港 -檳城- 北海 -棉蘭-巴尼拉  
	2.台灣-越南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7138121～8
	協榮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3342550～2
	1.台灣-香港 
	2.台灣-曼谷 
	3.台灣-雅加達-泗水 
	4.台灣-日本、韓國
	正利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正利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371822
	正利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612183～7
	1.台灣-歐洲 
	2.台灣-吉達- 馬爾它-歐洲
	NIPPON YUSEN KAISHA
	聯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3111567
	台強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9281～7
	3.台灣-美國西岸  
	4.台灣-美國東岸-西 
	5.美國/加拿大東岸 -台灣-美國/加拿大
	NEPTLINE ORIENT LINES LTD.
	吉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1614
	吉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820183
	6.歐洲-台灣 
	7.美國西岸-台灣 
	8.美國東岸 -西岸-台灣
	HAPAG-LLOYDAG.
	台灣赫伯羅德 (02)7521166
	台灣赫伯羅德  (07)3307865
	台灣-香港
	MASONIC SHIPPING & TRADING CO. LTD.
	順利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166199
	正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168013
	1.台灣-關島 
	2.台灣-夏威夷 
	3.台灣-麥克羅尼 西亞群島
	PM & O LINE
	東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3945136
	正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168013
	1.台灣-佛利曼特 (伯斯)-達爾文 
	2.西澳洲-台灣(進口)
	KNUTSEN LINE 
	東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3945136 
	正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168013
	1.台灣-智利 -秘魯-厄瓜多 
	2.台灣-波斯 
	3.台灣-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 可倫坡 
	4.台灣-西非 
	5.台灣-南非 
	6.美國西南岸 /西北岸(進口) 
	7.日本(進口)  
	8.歐洲(進口) 
	8.台灣-歐洲 
	9.台灣-西澳洲-台灣 
	10.台灣-日本-台灣 
	11.台灣-新加坡 -巴生港-檳城-雅加達-泗水-曼谷 
	12.台灣-越南 
	13.台灣-香港 
	14.台灣-美國西南岸 -東岸-墨西哥 
	15.台灣-美國西北岸- 東岸 
	16.台灣-加拿大 
	17.澳洲(出口)
	KAWASAKI KISEN KAISHA LTD.
	啟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239798
	啟洋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5510261～5 
	1.台灣-歐洲- 地中海 
	2.台灣-美國東岸 
	3.台灣-澳洲
	P & O NEDLLOYD LIMITED
	鐵行渣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198800 
	隆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遠東-美國東岸 
	2.遠東-美國西岸 -墨西哥 
	3.遠東-美國西北岸 
	4.遠東-巴拿馬 -加勒比海 
	5.新加坡-香港 -美國西岸 
	6.新、港、 美西-台灣(進口) 
	7.美國及日本線(進口) 
	8.歐洲、地中海、 印度次大陸及 東南亞線(進口) 
	9.環球西向航線 遠東-歐洲 
	10.遠東-地中海、 希臘、土耳其、 吉達、埃及、 黎巴嫩、約旦 
	11.遠東-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 斯里蘭卡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001370
	長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3378104～9
	1.北美線 
	2.台灣-加勒比海、 中美洲、南美東西岸 
	3.台灣-中東/ 印度/斯里蘭卡 4.歐洲、地中海線 
	5.台灣-日本/韓國 
	6.台灣-香港/ 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美商海陸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海陸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7186186
	美商海陸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7)5711188(12線) 
	台灣-香港
	CONSMIC SHIPPING TRADINGCORP.
	華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517462
	正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517462 
	日本-台灣
	DAIKO LINE 
	美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19151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0118 
	1.台灣-日本 
	2.台灣-日本-蘇聯
	NAVIX LINE, LTD 
	泰閎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151526～30 
	啟昌有限公司  (07)2914155 
	1.台灣-日本
	KANSAI STEAMSHIP 
	大信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1144 
	台灣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3261 
	台灣-香港
	THONG SOON MARITIMEPTE LTD.
	通順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810020 
	海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台灣-美國西南岸 
	2.台灣-美國西北岸、加拿大
	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INC.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411234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8212444 
	3.台灣-美國東岸 
	4.北美(進口) 
	5.歐洲(進口)  
	6.台灣-歐洲-地中海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美商美國總統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80)212288 
	美商美國總統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8239100 
	7.台灣-馬尼拉 
	8.台灣-曼谷 
	9.台灣-波斯灣
	P & O NEDLLOYD B.V
	鐵行渣華 (02)7198800 
	隆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台灣-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2.台灣-東澳洲-台灣 
	3.台灣-東非  
	4.台灣-南非 
	5.台灣-西非 
	6.台灣-巴拿馬-加勒比海-巴西-MANAUS 
	7.台灣-烏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巴西 
	9.台灣-厄瓜多爾 -秘魯-智利 
	10.台灣-日本
	MITSUI O.S.K LINES
	商船三井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3411234
	英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8212444 
	1.臺灣-關島-塞班島 -中太平洋群島 
	2.臺灣-馬久羅-諾米亞- 南太平洋群島
	KYOWA LINE 
	豐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612270～73
	昌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台灣-日本
	KONOIKE LINE
	豐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612270～73
	昌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美國東、西岸 、巴拿馬、加勒比海 
	2.台灣-歐洲  
	3.台灣-波斯灣 
	4.台灣-地中海、紅海 
	5.台灣-南非、 巴西、阿根廷 
	6.台灣/阿倫坡、印巴 
	7.美國(進口) 
	8.歐洲(進口)  
	9.地中海、中東(進口)
	DSR-SENATOR LINES
	英偉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568838
	海鑫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57930
	台灣-日本 
	MARUKITA LINE
	德秀有限公司 (02)5219218～9 
	海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18809
	日本、九洲、鹿兒島、志布志
	DAITO LINE
	正美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167066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0116
	1.台灣-南非/中南美東岸-南非-台灣 
	2.台灣-日本 
	3.台灣-九洲、北海道、日本海  
	4.台灣-香港-新加坡
	南泰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NAN TAI LENE CO., LTD. 
	南泰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1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1.歐洲線  
	2.澳洲線  
	3.台灣-南非 
	4.地中海線 
	5.台灣-香港  
	6.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孟加拉 
	7.台灣-東馬來西亞 
	8.台灣-可倫坡-波斯灣-印度-巴基斯坦
	MALAYSI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BERHAD 
	海隆 股份有限公司  (02)7171516 
	海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台灣亞洲
	GALAXY MARINE TRANS PORTATION S.A.
	銀河運通 股份有限公司  (02)5216213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727033 
	1.台灣-印尼  
	2.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3.台灣-菳山-仁川  
	4.菳山、仁川、馬尼拉、新加坡(進口) 
	DONGNAMA LINE 
	海隆 股份有限公司 (02)7171516 
	海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台灣-北美  
	2.台灣-墨西哥 
	3.台灣-美國東岸、加勒比海、中/南美洲  
	4.台灣-歐洲 
	5.台灣-香港-琉球-韓國-日本  
	6.台灣-西/南亞-波斯灣-紅海-葉汀-埃及 
	7.台灣-馬尼拉  
	8.台灣-越南 
	9.美洲、歐洲及亞洲進口航線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美商美國總統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80)212288 
	美商美國總統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8239100 
	1.台灣-歐洲(出口)  
	2.台灣-西地中海(出口) 
	3.台灣-東地中海及印度(出口)  
	4.歐洲/地中海/中東/新加坡/韓國-台灣(進口) 
	5.台灣-波斯灣 
	NORASIA LINE 
	七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80808(20線)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212271 
	6.台灣-香港-新加坡-喀拉蚩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七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80808(20線) 
	環永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7)2212271 
	1.台灣-美國西南岸-東岸/巴拿馬(出口]  
	2.台灣-美國加州 -墨西哥灣/東岸(出口) 
	3.台灣-美國西北岸-西加拿大-美國東岸 /東加拿大(出口) 
	4.台灣-墨西哥、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出口) 
	5.台灣-歐洲、地中海/希臘、土耳其(出口) 
	6.西非、中東、伊朗各點、印度各點、巴基斯坦、東非、南非(出口)  
	7.紅海(可倫坡、吉達、約旦、葉汀)出口航線 
	8.美洲、歐洲、地中海(進口)  
	9.台灣-越南-高棉(出口) 
	10.台灣-西澳洲 
	MAERSK LINE
	台灣快桅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753111 
	台灣快桅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710001 
	台灣/紅海
	中新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 CHUN SINE MARINE CO., LTD. 
	海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4201571 
	三強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5211226～0 
	1.台灣-東澳洲  
	2.台灣-西澳洲-台灣
	AUSTRALLIAN NATIONAL LINE 
	英商怡和有限公司  　(02)3931177 
	隆光有限公司  (07)2317141～9 
	SOUTH AFRICA MARINE CO. LTD. 
	英商怡和有限公司  　(02)3931177 
	隆光有限公司  (07)2317141～9 c 台灣- 西非 
	1.台灣-阿拉伯灣 
	2.台灣-紅海-地中海 
	3.台灣-歐洲-台灣 
	4.台灣-可倫坡-印度-巴基斯坦 
	5.台灣-東南亞
	LINITED ARAB SHIPPING COMPANY (S.A.G) 
	祥天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3934261(10線) 
	隆光有限公司  (07)2317141 
	台灣-孟加拉灣
	ATLAS SHIPPING LINESLTD. 
	式邦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7785711 
	海鑫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57930～5 
	台灣-菲律賓
	ST. GIANT MARITIME CO., S.A.
	福利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772698 
	正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168013 
	台灣-琉球-日本
	ARIMURA SANGYO K.K. 
	永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715911～7 
	海天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
	1.台灣-香港 
	2.台灣-香港，香港-南美、阿根廷、烏拉圭、巴西、巴拿馬、秘魯、智利  
	3.台灣-香港、香港-紐西蘭、以色列  
	4.台灣-香港、香港-波斯蘭、西非 
	BRIDGE LINE FAIRWEATHER  STEAMSHIP CO.,LTD. 
	國星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148060 
	美商太古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1.台灣-印尼 2.台灣-澳洲 
	3.台灣-香港
	SUN KUNG S.A. PANAMA 
	汎臺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068211(10線) 
	海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南美航線  
	2.南非/模里西斯航線  
	3.中東航線  
	4.日本航線 
	5.韓國航線  
	6.進口航線(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南非、南美、中東等地區)  
	7.香港航線  
	8.菲律賓航線 
	9.新加坡/馬來西亞航線  
	10.印尼航線  
	11.越南航線  
	12.泰國航線 
	立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UNIGLORY LINE 
	立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019001 
	立榮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3334531 
	1.台灣-歐洲(出口)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美國西北岸(出口)  
	4.台灣-美國西岸/東岸、台灣-紅海/波斯灣美國-東南亞(出口) 
	5.台灣-東南亞(雅加達/新加坡)出口 
	6.台灣-韓國(出口) 
	7.高雄-馬來西亞/巴生港(出口) 
	8.美國西南岸-台灣(進口) 
	9.美國西北岸-台灣(進口) 
	10.歐洲-台灣(進口) 
	11.東南亞-台灣(進口)) 
	12.韓國-台灣(進口)
	MERCHANT MARINE CO., LTD.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3 
	1.台灣-義大利-歐洲 
	2.台灣-紅海-東地中海-土耳其 
	3.台灣-以色列 
	4.南太平洋-紐西蘭-澳洲-台灣(進口) 
	CONTSHIP CONTAINER LINES 
	吉星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063241(10線) 
	海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51191 
	1.台灣-仰光-關丹-坤甸 
	2.台灣-高棉 
	3.汶萊-沙巴-沙勞越 
	4.新加坡、巴生港、檳城、東馬、印尼、印巴 
	5.台灣-日本  
	6.台灣-馬尼拉
	HEUNG-A LINE 
	吉星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063241(10線)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美國東西岸-加勒比海-東加拿大- 中南美洲 
	2.埃及-以色列-地中海-東歐-歐洲 內陸-南美 
	3.可倫坡-印度-孟加拉  
	4."OZ"SERVICE-澳洲線 
	5.胡志明市-曼谷  
	6.西非線、南非線  
	7.東非線
	ZIM LINES 
	新隆 股份有限公司  (02)7151133 
	高宏企業有限公司  (07)5611251 
	台灣-香港
	WINFAME LINE
	海鴻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735958 
	航昇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44478 
	1.台灣-飛枝群島、南太平洋 
	2.台灣-巴布亞新幾內亞
	NEW GUINEA PACIFIC LINE 
	太利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8533 
	太利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1.台灣-歐洲 
	2.台灣-東、西地中海 
	3.台灣-印度-巴基斯坦 
	4.台灣-東非-模里西斯-留尼旺-馬達加斯加 
	5.台灣-西非 
	6.台灣-南非 
	7.台灣-紐西蘭、澳洲 
	8.台灣-南美東岸(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巴西) 
	9.台灣-南美西岸(厄瓜多爾/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 
	10.台灣-巴拿馬-美國東岸-委內瑞拉-加勒比海-哥倫比亞-中美西岸
	P & O NEDLLOYD B.V
	鐵行渣華 (02)7198800 
	隆光有限公司  (07)2211955
	1.台灣/東南亞 
	2.日本/台灣
	TOKO LINE 
	聖霖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0525 
	嘉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6235 
	日本-台灣(進口)
	OCEANIC SHIPPING  AGENCIES, INC. 
	聖霖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410525
	嘉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6235 
	台灣-香港
	HAWKINS MARITIME S.A. 
	祥泰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314262 
	昌達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5723 
	台灣-香港
	昌宏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EXCELSIDR SHIPPING CO.,LTD. 
	昌宏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7520011 
	海鑫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57930～5 
	台灣-香港
	RICH NAVIGATION LINES 
	台灣怡合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3223142(30線) 
	海鑫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新加坡-仰光 
	2.台灣-新加坡-東馬-高棉
	MYANMA FIVE STAR LINE 
	台灣怡合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02)3223142(30線) 
	海鑫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紅海-東非-波斯灣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PTE) LTD. 
	東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2671(20線) 
	海鑫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東馬來西亞 
	2.東南亞-南亞 
	3.日本海-北海道
	ADVANCE CONTAINERS LINES  (PTE) LTD. 
	東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2671(20線) 
	海鑫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9540 
	1.台灣-新加-孟加拉 
	2.台灣-孟加拉
	BANGLADESH SHIPPING CORP. 
	亞泰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810118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台灣/日本/韓國 
	2.台灣/越南  
	3.台灣/星馬
	PACIFIC LINES
	運惟有限公司 (02)7028999(10線) 
	旗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7111
	1.台灣-美國東岸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巴拿馬 
	4.台灣-美國西北岸 
	5.台灣-歐洲  
	6.台灣-地中海-紅海 
	7.台灣-澳洲  
	8.台灣-韓國  
	9.台灣-星馬-印尼
	HANJIN SHIPPING
	新海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036633 
	新海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3338616 
	1.台灣-美國東岸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美國西北岸 
	4.新加坡、馬來西亞、孟加拉(出口) 
	5.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出口) 
	6.泰國(出口)  
	7.韓國(出口) 
	8.歐洲(出口)  
	9.地中海(出口) 
	10.澳洲(出口)  
	11.日本(出口) 
	12.香港(出口)  
	13.菲律賓、印尼(出口)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YANG MING LINE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812911(18線) 
	陽明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8310501～2 
	1.美加-日本-台灣  
	2.台灣-美加
	PACIFIC COMMERCE LLINE 
	大煦船務代理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7161(20線) 
	海天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6 
	台灣-星馬-孟加拉-東印度 
	TIGER EXPRESS LINE  SEYANG SHIPPING 
	大煦船務代理業 股份有限公司  (02)5067161(20線) 
	海天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9811～6 
	1. 台灣-美國東 
	2. 、西岸、巴拿馬  
	3. 2.台灣-美國西南岸 
	3.台灣-歐洲(東歐)  
	4.台灣-紅海、埃及、土耳其、希臘、黎巴嫩、保加利亞、地中海 
	5.台灣-阿拉伯灣-伊朗 
	6.美國(進口)  
	7.歐洲(進口)  
	8.地中海、中東(進口)
	CHO YANG LINE 
	萬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91789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台灣-關島-塞班島
	FAREST MICRONESIA LINE 
	海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6278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台灣-關島-塞班-中太平洋諸島
	PALAU SHIPPING COMPANY INC. 
	海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6278 
	古士朋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3008 
	1.台灣-阿根、巴西  
	2.台灣-巴拿馬、智利(哥倫比亞) 
	3.南美(進口)  
	4.歐洲(汽車船進口)  
	5.美西(汽車船進口)  
	6.日本關東 
	7.日本關西(門司) 
	8.星馬線  
	9.印尼  
	10.越南 
	11.菲律賓  
	12.韓國  
	13.泰國 
	14.台灣-香港  
	15.台灣-韓國(菳山)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WAN HAI LINES LTD.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7532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318151 
	台灣-日本 
	INTERASIA LINES CO., LTD. 
	怡春通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5227560 
	萬海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729636 
	台灣-新加坡-汶萊-沙巴-沙勞越 
	SKYBEST MARITIME S.A. 
	漢興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2)5091155 
	中海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02336
	1.台灣-美國太平洋岸/墨西哥 
	2.台灣-美國/ 加拿大東岸 
	3.美國/加拿大-台灣(進口) 
	4.台灣-東地中海 
	5.台灣-紅海-利比亞 
	6.台灣-東澳洲-台灣 
	7.台灣-西澳洲-台灣 
	8.台灣-歐洲 
	9.台灣-歐洲-英國 
	10.台灣-西班牙-法國-義大利 
	11.台灣-中太平洋 
	12.台灣-南太平洋 
	13.台灣-波斯灣 
	14.台灣-印度-巴基斯坦-錫蘭-孟加拉 
	15.台灣-加勒比海 
	16.台灣-南非-南美東岸 
	17.台灣-巴西 
	18.台灣-中南美西岸-巴拿馬-哥倫比亞 
	19.台灣-夏威夷 
	20.台灣-厄瓜多爾- 秘魯-智利 
	21.台灣-馬尼拉 
	22.台灣-日本 
	23.台灣-香港-新加坡-巴生港-雅加達
	NIPPON YUSEN KAISHA 
	聯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4227382～7 
	台強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9281 
	台灣-紐西蘭、斐濟、諾米亞
	TASMAN ASIA SHIPPING 
	運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台灣-南美東岸  
	2.台灣-南非
	PRO-LINE 
	運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台灣-美國東西岸 
	2.台灣-印尼  
	3.台灣-中東
	PAN OCEAN SHIPPING CO.,LTD. 
	運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台灣-香港  
	2.台灣-馬尼拉(南港) 
	3.台灣-雅加達、泗水  
	4.高雄-門司、菳山
	PT. BAHANA UTAMA LINE 
	運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75071 
	高昇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7321 
	1.高雄-曼谷 
	2.高雄-香港
	REGINAL CONTAINER LINES 
	宏海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435485 
	宏海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94686～8 
	1.台灣-歐洲  
	2.台灣-美國西北岸
	LLOYD TRIESTIND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3.台灣-地中海  
	4.地中海-台灣(進口) 
	5.美國西北岸-台灣
	LLOYD TRIESTIND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智利  
	2.台灣-俄羅斯
	COMPANIA CHILENA DE  NAVEGACION INTERCEANICA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美國  
	2.台灣-美國-墨西哥-中南美洲 
	3.中美洲-墨西哥-美國-台灣
	BLUE STAR LINE LTD.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218088 
	經偉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081 
	1.台灣-日本  
	2.台灣-日本 日本-美國/加拿大(西岸) 
	4. 台灣-香港  
	5. 香港-美國(西岸/東岸)
	TWENTY-FIRST CENTURY LINE/ ORIENT TREASURE SHIPPING CO.,LTD 
	中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677890 
	英商太古 股份有限公司  (07)2719131 
	1.美國西南岸 
	2.美國西北岸  
	3.美國東岸及巴拿馬  
	4.澳洲線 
	5.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6.馬尼拉  
	7.越南 
	8.歐洲  
	9.日本  
	10.泰國  
	11.台灣-香港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OOCL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3212121 
	中國航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7160585 
	1.台灣-歐洲  
	2.台灣-可倫坡
	POLISH OCEAN LINE 
	偉立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070183 
	健航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3368407 
	1.台灣-南美東岸  
	2.台灣-南非  
	3.台灣-香港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KIEN HUNG SHIPPING CO.,LTD.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2)7316277 
	建恒海運 股份有限公司  (07)2160767 
	台灣-東非
	NEW ASIA NAVIGATION S.A.
	三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5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台灣-香港
	TOHO LINE
	三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02)7768651 
	高雄碼頭裝卸 股份有限公司  (07)5515241 
	日本-台灣-日本
	TOWA SHIPPING CORP.
	德同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311293 
	啟昌 股份有限公司  (07)2914155 
	1.中東/紅海  
	2.美東/加拿大
	THE NATIONAL SHIPPING  COMPANY OF SAUDI ARABIA 
	聯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哥倫比亞/中美洲-巴拿馬-委內瑞拉  
	2.台灣-巴拿馬-加勒比海
	FLOTA MERCAIITE  GRANCOICMBIANA S.A. 
	聯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南非/南美東岸  
	2.南太平洋-大溪地、斐濟
	COMPANIA SUD AMERICANA  DE VAPORES S.A.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20線)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3 
	台灣-西非
	DELMAS
	海鋒有限公司  (02)3218811(20線) 
	海鋒有限公司  (07)5614201～3 
	台灣-南非/南美東岸
	QUADRANT CONTAINER LINE
	聯華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7466700
	瑞甯船務 代理有限公司  (07)2019430 
	1.台灣-中東  2.台灣-越南
	WILHELMSEN LINES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台灣-香港
	GOLDCITY SHIPPING LIMITED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1.台灣-東地中海、歐洲、俄協 
	2.台灣-印度-巴基斯坦-紅海-波斯灣 
	3.台灣-南美東岸-中美-西非-東歐 
	4.歐洲地中海
	COMPAGNIE MARITIME D'AFFRETEMENT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5.台灣-菳山 
	6.台灣-香港-廈門
	COMPAGNIE MARITIME D'AFFRETEMENT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2)5368222 
	寶成船務代理 股份有限公司  (07)5318161 
	1.台灣-東南亞  
	2.泰國-台灣(進口) 
	2.台灣-曼谷
	永隆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YONG LONG STEAMSHIP CO.,LTD. 
	永隆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2)7728888 
	永隆輪船 股份有限公司  (07)5218234～9 
	高雄-馬公
	台灣航業(股)公司
	台灣航業(股)公司
	台灣航業(股)公司 (07)5514155 
	高雄-馬公
	澎湖航業(股)公司
	澎湖航業(股)公司
	澎湖航業(股)公司 (07)5510360 
	高雄-馬公
	大明海運(股)公司
	大明海運(股)公司
	大明海運(股)公司 (07)5514848 
	高雄-馬公
	高馬航業(股)公司
	高馬航業(股)公司
	高馬航業(股)公司 (07)5510360 
	高雄-七美
	台安航業(股)公司
	台安航業(股)公司
	台安航業(股)公司 (07)5517628 
	高雄-金門
	建華輪胎(股)公司
	建華輪胎(股)公司
	建華輪胎(股)公司 (07)5612485 
	高雄-金門
	大盈輪胎(股)公司
	大盈輪胎(股)公司
	大盈輪胎(股)公司 (07)2261195 
	高雄-金門
	高金輪胎(股)公司
	高金輪胎(股)公司
	高金輪胎(股)公司 (07)2261195 
	高雄-金門
	大益輪胎(股)公司
	大益輪胎(股)公司
	大益輪胎(股)公司 (07)2820101 
	高雄-香港
	萬順輪胎(股)公司
	萬順輪胎(股)公司
	萬順輪胎(股)公司 (07)5216296 
	高雄-香港
	盈福海運(股)公司
	盈福海運(股)公司
	盈福海運(股)公司 (07)5216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