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設置機關 設置地點 服務內容 備註

臺北市政府1樓東區戶政工作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6:00 設置處所聯絡人：陳鉯中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中午受理 電話：02-27233977轉204

假日不受理

捷運忠孝復興站-臺北市忠孝東路捷運 服務時間:5月1日至5月26日 設置處所聯絡人：林佩綾

東區地下街市政服務站 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電話：02-23587877轉104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地下街2號店鋪 中午受理；假日不受理

※ 5/31東區地下街市政服務站搬遷作業

當天不提供服務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0:00 設置處所聯絡人：郭苾蟠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20號4樓 中午受理 電話：02-23062706轉4206

假日不受理

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所本部)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戶所聯絡人：高伶鳳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220號2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0:00 電話：02-29395885轉1205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0:00 設置處所聯絡人：吳文仟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3樓 中午照常受理 電話：02-27912277轉215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士林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6:30 稽徵所聯絡人：蘇小姐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美崙街43號 中午不受理:12:00~13:30 電話:02-28315171轉261

假日不受理:例假日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設置處所聯絡人：黎格佑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3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0:00 電話：02-28924170轉666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5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

所

2

6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

所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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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

所

4
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

所

7

3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

所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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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9號五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0:00 1.106年5月27日逢端午節連續

設置處所聯絡人：彭淑琳 中午受理   假期暫停周六預約服務。

電話：02-29812291轉206 夜間：延長至夜間8時 2.106年5月31日逢人口統計暫

假日：週六上午9時至12時   停夜間延時服務。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二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0:00 1.106年5月27日逢端午節連續

設置處所聯絡人：周凱釩 中午受理   假期暫停周六預約服務。

電話：02-29810909轉407 夜間：延長至夜間8時 2.106年5月31日逢人口統計暫

假日：週六上午9時至12時   停夜間延時服務。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1號2樓 設置處所聯絡人：邱敬翰

電話：02-29912866轉202

新北市蘆洲區公所戶政便民工作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郭玲均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5號 中午受理 電話：02-22818536轉129

假日不受理

新北市三峽戶政工作站(18號櫃檯)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0:00 1.106年5月27日逢端午節連續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5樓 午休：受理   假期暫停周六預約服務。
設置處所聯絡人：楊智翔 夜間：延長至夜間8時 2.106年5月31日逢人口統計暫
電話：02-26711173轉220 假日：週六上午9時至12時   停夜間延時服務。
新北市泰山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20:00 1.106年5月27日逢端午節連續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四樓 中午受理   假期暫停周六預約服務。
設置處所聯絡人：梁雅卿 夜間：延長至夜間8時 2.106年5月31日逢人口統計暫
電話：02-29096775轉27 假日：週六上午9時至12時   停夜間延時服務。

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陳柔鈴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國豐三街123號 中午受理 電話：03-3608880轉342

週一、三、五延長至18:00

5/6、13、20週六 09:00~12:00

桃園市中壢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莊麗秋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溪洲街298號二樓 中午受理 電話：03-4521100轉211

週三延長至19:00

5/6、13、20週六 09:00~12:00

10 新北市新莊戶政事務所

14
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

所

15
桃園市中壢區戶政事務

所

11 新北市蘆洲戶政事務所

12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13 新北市泰山戶政事務所

8
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

(中心所)

9
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

(溪美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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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7:3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延培林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304巷2號 中午受理 電話：03-3682851轉241

5/6、13、20週六 09:00~12:00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徐家驊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242號 中午受理 電話：03-4580112轉218

5/6、13、20週六 09:00~12:00

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廖溎鈺小姐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1、2樓 08:00~17:30 電話：04-23051116#502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廖芊淇小姐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515號 中午不受理 電話：04-25291040#209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設置處所聯絡人：柯淑方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10巷1號 中午不受理 電話：04-26651351#202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1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賴珮瀅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正二街臨1號 中午不受理 電話：04-25881178#202

假日不受理
21

臺中市東勢、新社、石

岡、和平區戶政事務所

19

臺中市大雅、豐原、潭

子、后里、神岡戶政事

務所

20

臺中市沙鹿、龍井、清

水、大甲、梧棲、外

埔、大安、大肚區戶政

事務所

16
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務

所

17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

所

18
臺中市中區、西區、北

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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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
服務時間：

5月1日(星期一)至5月5日(星期五)

8:00~17:00。

5月22日(星期一)至5月26日(星期五)

8:00~17:00。                      5

月31日(星期三)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粘家淇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78號六樓 中午照常受理 電話：04-22612821#524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何佩霞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33 08:30~17:00 電話：04-24852934#222

號地下1樓 中午不受理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謝雅茹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99號 08:00~17:00 電話：04-22588181#208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謝雅茹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99號 08:00~17:00 電話：04-22588181#208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廖溎鈺小姐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1、2樓 08:00~17:30 電話：04-23051116#502

中午受理 設置時間:106年5月1日至6月1日止
假日不受理

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吳千味小姐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豐樂路二段168號  08:00~17:00 電話：04-24225822#503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臺中市北屯區戶政事務

所

25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事務

所

26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27

23
臺中市霧峰、大里、太

平、烏日區戶政事務所

24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

務所

22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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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 服務時間：106年5月15日起至5月26日止 分局聯絡人：翁翎珊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15號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 電話：06-6573111#436

            下午13:00~17:00

中午不受理：12:00~13:00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稽徵所聯絡人：李秀華 
地址：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88號 中午不受理：12：00~13：00 電話：06-5978211#404

假日不受理：週六及週日

臺南市善化區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30 戶所聯絡人：賴意淑

地址：臺南市善化區光復路269號 中午受理 電話：06-5817445

假日受理：5月13日

08:00~12:00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設置處所聯絡人：王心怡

地址：:70402臺南市北區富北街7號 中午不受理 電話：06-2219303轉19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服務時間：週三 08:30~11:00 設置處所聯絡人：吳秋萍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8號 電話：07-7256600轉703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 服務時間：5月1日至5日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林家賢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5-1號  09:00~17:00(中午、假日不受理) 電話：07-7404001轉5824

5月8日至31日8:30~11:30(中午、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岡山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二及週四 14:00~16:00 設置處所聯絡人：淩珮勤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100號 電話：07-6260123轉535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設置處所聯絡人：潘淑琴
地址：基隆市信二路176號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電話：02-24634911轉215

中午及假日不受理
35

基隆市中正區、仁愛

區、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32
高雄市苓雅區戶政事務

所

33
高雄市鳳山區第一戶政

事務所

34
高雄市岡山區戶政事務

所

29
臺南市新化區戶政事務

所

31 臺南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30
臺南市善化區戶政事務

所

臺南市新營區戶政事務

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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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一樓聯合服務中心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聯絡人：潘淑琴
地址：基隆市義一路1號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00 電話：02-24634911轉215

中午受理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七堵稽徵所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設置處所聯絡人：陳盈秀
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21號5F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電話：02-24568430轉22

中午及假日不受理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地址：新竹市民族路40-1號 中午：受理

本所聯絡人：侯龍淵
4月22日起至5月20日止，每週六上午

9:00至12:00延時服務。

電話：03-5226020#36

嘉義市政府一樓中庭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設置處所聯絡人：黃意琁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中午不受理：12：00-13：30(配合國稅局)電話：05-2226330*236

假日不受理：全日 設置處所聯絡人：蔡涵云
電話：05-2831823*220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分局聯絡人：葉文雅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20號9樓 中午不受理 電話：03-5585700#406
假日不受理

北區國稅局竹東稽徵所 稽徵所聯絡人：林麗如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28號2樓 電話：03-5946640#420
中午不受理
假日不受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聯絡人：楊漢玲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386 中午不受理：週一至週五 12:00~13:00 電話：037-320063#518
假日不受理：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聯絡人：呂琦雯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5號4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6:00 電話：05-3621010#403
中午不受理：週一至週五  12:00~13:00
假日不受理：週六、週日

39

43 朴子、水上戶政事務所

41 新竹縣竹東鎮戶政事務所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12:00，13:00-16:30

42
苗栗縣十八鄉鎮市戶政

事務所

嘉義市東區、西區戶政

事務所

40

新竹縣竹北市、新埔

鎮、湖口鄉、新豐鄉、

關西鎮戶政事務所

37 基隆市七堵區戶政事務所

38 新竹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1、自106年4月17日起至5月31日

止，週一至週五12:00~13:00延

長服務

2、自106年4月22日起至5月20日

止，每週六上午9:00至12:00延

時服務。

3、支援2套設備

36 基隆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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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 現場受理自然人憑證相關業務 稽徵所聯絡人：李益智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建國路二段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6:00 電話：05-2062141#416
中午不受理：週一至週五  12:00~13:00
假日不受理：週六、週日

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設置處所聯絡人：林奇瀚
地址：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二路16號二樓 08:30~12:00 電話：08-8330132轉411

14:00~17:00
假日不受理

南區國稅局澎湖分局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261號
稽徵所聯絡人：莊佳綺

電話：06-9262340#206

服務時間：

106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不含假日)

45 屏東縣東港戶政事務所

46

澎湖縣馬公市、湖西

鄉、白沙鄉、西嶼鄉戶

政事務所

連絡窗口:

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洪淑貞科員

06-9274400*322

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

吳秀鶴秘書.許伯薏小姐

06-9272370

44 民雄及竹崎戶政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