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涉及營業（稅籍）登記常見問題
Q1：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之意旨為何？
A：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係採事前審查營業人申請設立之營業場
所是否符合建管、消防、都計、衛生等法令規定，作業程序複
雜，致登記困難，造成「非法容易合法難」之不合理現象，政
府更不易對違規營業者進行有效之輔導與管理。
為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縮短營利事業登記之作業時程，爰修正
商業登記法，將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除。簡言之，廢止營
利事業統一發證後採行「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以達「簡
政便民」之目的。
Q2：營業人有何種情形需要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A：營業人之總機構、分公司及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
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所、連絡
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拍賣場及類似
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應於開始營業前，
依規定申請營業（稅籍）登記。但營業人之分支機構未對外營
業者免辦營業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Q3：營業人如何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A：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於向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辦
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主管稽徵機關將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機
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至於非屬前開組織之營業人（例
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或基於其他法令限制而未辦商業登
記之獨資及合夥組織或不具備分公司設立要件之公司所屬其他
固定營業場所（例如公司所屬門市部、營業所、辦事處等）
，則
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營業人設立登記申請書並檢附附件（參
考 Q4）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營業登記。
Q4：申請設立營業登記應具備之文件為何？

A：
一、依法已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依營業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
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辦理營業登記，稽徵機關請該等營
業人提供之文件如下：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 份，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加附授權書 1
份。
（二）合夥組織者，加附合夥契約副本 1 份。合夥人為未成年
人者，並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但已婚者免
附。【經由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
辦營業登記者，免附】
（三）公司組織者，加附公司章程。【分公司、外國公司及經
由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辦營業
登記之公司，免附】
二、其他組織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 份。
（二）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證照、組織章程等影本各 1 份。
三、未辦商業登記之獨資及合夥組織，除應檢附負責人國民身分
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 份外，應檢送下
列附件：
（一）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副本。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
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但已婚者免附。
（二）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者，
應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1 份，但已婚者免附。
（三）法定代理人代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經營商
業者，應附法定代理人證件 1 份。
四、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但未
設立分公司者：

（一）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代理人之代理委託書，無代理人者免附。
（三）經該國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許可成立之
資格證明文件（應由當地政府機關、法院、我國駐當
地使領館、辦事處或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辦事處辦
理驗證或公【認】證或依我國公證法所為之公【認】
證）。
（四）以上所列各式文件，如係外文應附其中文譯本。
五、不具備分公司設立要件之公司所屬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例如
公司所屬門市部、營業所、辦事處等）：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
份，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加附授權書 1 份。
六、總機構所屬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申請登記時，應檢
附總機構營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1 份。未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
營業場所之報備，由總機構所在地稽徵機關受理，副知該其
他固定營業場所所在地稽徵機關。
七、依法令已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於申請設立登記
時，若未檢附應具備之文件，主管稽徵機關受理營業登記
後，將以書面通知營業人補送。營業人如於公司或商業登記
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料檔尚未傳送至稽徵機關前，即先行
檢送文件至稽徵機關者，營業人應另行填具營業人設立事項
表，主管稽徵機關俟接獲基本資料後將併案辦理。
Q5：廢證後，已辦理公司登記之公司組織，是否須再辦理營業登記
（稅籍登記）？
A：為避免營業人因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之廢止，需往返奔波於
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與主管稽徵機關之間，
「營業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2 項爰明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由主
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
並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辦理營
業登記。因此，廢證後營業人於向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辦妥公
司或商業登記後，該登記機關會將相關登記資料通報主管稽徵

機關，營業人原則上無需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營業登
記，惟仍應補送附件，主管稽徵機關會主動通知營業人辦理領
用統一發票等事宜；惟如營業人急需領用統一發票者，仍可持
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文件，洽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營業登記，領
用統一發票。
Q6：營業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者之
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提供登記
基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辦理營業登記。其中所謂「視為申請辦理營業登記」
是否指廢證後已完成公司及商業登記後，即無需再辦理營業登
記？
A：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營業人之總機構及
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營業登記。因此，營業人於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仍應依
法辦理營業登記（稅籍登記）
；惟為避免營業人因營利事業統一
發證制度之廢止，需往返奔波於公司、商業登記機關與主管稽
徵機關之間，
「營業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2 項爰明定，公司、獨
資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
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辦理營業登記。因此，廢證後營業人於
向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該登記機關會
將相關登記資料通報主管稽徵機關，營業人原則上無需再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營業登記，惟仍應補送附件，主管稽徵機
關會主動通知營業人辦理領用統一發票等事宜；惟如營業人急
需領用統一發票者，仍可持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文件，洽主管
稽徵機關辦理營業登記，領用統一發票。
Q7：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國稅局已依據公司或商
業登記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營業人是否仍須檢送相關
文件予國稅局審理？
A：按「營業登記規則」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
織者之營業登記，其應檢送之文件，除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提

供登記文書影像資料或資訊與稽徵機關之文件，可免再由營業
人檢送者外，由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營業登記後，以書面通知
營業人檢送。據此，國稅局雖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提供登
記基本資料受理營業登記，惟於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未能提
供登記文書影像資料或資訊與國稅局前，國稅局仍會通知營業
人檢送文件，相關文件請參考 Q4。
Q8：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辦理設立營業登記案件，如何補送附件？
A：營業人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如需補送附件者，可填寫「營
業人設立事項表」（如係 100 年 5 月 30 日起透過經濟部架設之
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辦公司(商業)登記及營業登記之營
業人，可自公司(商業)核准登記後，於該網站列印營業人設立
事項表），並檢附相關附件，透過國稅局派駐直轄市、縣（市）
府人員轉送或逕（郵寄）送至營業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註：
101 年 3 月 23 日修正發布營業登記規則第 5 條，新增第 3 項規
定，經由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申辦營業登
記之公司及合夥組織者，免再檢送該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
之文件。】
Q9：獨資或合夥組織營業人，可否在辦理商業登記前，先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A：
一、獨資或合夥組織之設立營業登記，係由營業人所在地主管稽
徵機關依據商業登記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據以辦理，並視
為已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
二、若營業人因未申請商業登記，即開始營業而另行填具營業人
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或該機關派駐直轄市、縣
（市）政府人員提出申請者，稽徵機關亦予受理。
Q10：公司組織在未辦理公司登記前，如已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
可否直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
A：公司組織應向公司登記機關辦理公司登記，在辦妥公司登記後，
視為已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如公司組織在未辦公司
登記前已有營業行為者，主管稽徵機關將受理其辦理營業登

記，但不得以公司名義申請辦理，稽徵機關辦理營業登記後，
除以公文核復營業人外，並副知相關機關。
Q11：非屬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如財團法人、農會、
漁會等），如何向稽徵機關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A：非屬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如財團法人、農會、漁
會等），應於申請營業登記時依規定填具營業人設立登記申請
書，並檢附相關附件（附件參考 Q4）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
Q12：非屬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為何？
A：所謂非屬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係指：
一、依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免辦商業登記之營業人（如：攤販、
家庭農、林、漁、牧業者、家庭手工業者、民宿經營者及每
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
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
勞務者（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未
設立分公司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某外國公司台北辦事
處、工程場所等）。
四、不具備分公司設立要件之公司所屬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例如
公司所屬門市部、 營業所、辦事處等）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
Q13：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稽徵機關是否會核發營業登記證？
A：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前，稽徵機關所核發之營業登記證，僅
供不適用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規定之營業人作為稅籍登記證明使
用，與營利事業登記證性質並不相同。考量電子資訊發達，目
前公司登記已不掣發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亦已廢除，爾
後稽徵機關辦理之營業登記，係以書面通知營業人，亦不另掣
發營業登記證。民眾如需查詢營業登記資料，可至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查詢營業登記公示資
料。
Q14：營業登記事項如有變更，如何申請？

A：
一、營業人經核准登記之名稱、負責人、營業（稅籍）地址、營
業項目、組織、實收資本額等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 15 日內（辦妥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之日起 15 日內）
，
填具營業人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其屬營業（稅籍）地址遷移者，應向遷入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二、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但
因合併、增加資本、營業（稅籍）地址或營業種類變更而申
請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
Q15：申請變更登記，應檢附之文件為何？
A：
一、負責人有變更，或營業人自不同地區國稅局或同一地區國稅
局所屬不同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遷入者，應檢附負責人國
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 份，另已辦
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應附經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
之證明文件影本。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加附授
權書。
二、合夥組織應加附全體合夥人之同意書 1 份；合夥人如有變更
或出資比例變更者，另附合夥契約副本 1 份。
三、公司組織
名稱、組織、資本額、營業地址（外轄遷入）變更者，應加
附公司章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增減資，如不涉及修改公司章
程者免附）。
四、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但未
設立分公司者：
（一）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代理人之代理委託書，無代理人者免附。
（三）經該國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許可成立之資
格證明文件（應由當地政府機關、法院、我國駐當地使
領館、辦事處或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辦事處辦理驗證

或公【認】證或依我國公證法所為之公【認】證）。
（四）以上所列各式文件，如係外文應附中文譯本。
五、因轉讓而申請變更登記者，應加附下列文件：
（一）轉讓契約書副本 1 份。
（二）如為營業概括承受者，應檢附對債權人為承受之通知影
本或公告報紙 1 份。
六、繼承登記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明繼承文件
各 1 份。
Q16：公司或已辦理商業登記之獨資及合夥組織，其營業項目變更
之作業程序為何？
A：為利都計、建管、消防、衛生等單位查察公司或商業組織所營
業務是否符合其主管法令規定，及參與政府採購之公司或商業
投標資格審查之需，經濟部配合修正「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
核準則」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審核準則」、「公司登記規
費收費準則」、「商業登記規費收費準則」等相關規定，明定公
司及商業組織所營業務不得僅載明「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並自 9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又按營
業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營業人
之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
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28 條規定申請辦理營業登記。前開所稱登記基本資料，包括
公司或商業登記所營業務，是以營業登記之「營業項目」與公
司或商業登記之所營業務資料一致。另營業登記規則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
請變更登記者，應於辦妥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之日起 15 日內為
之。準此，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營業項目之營業登記，比照
公司或商業登記所載之方式辦理，即得以明確列舉營業項目登
記或採列舉營業項目後增訂概括方式登記。採列舉營業項目後
增訂概括方式登記之營業人，嗣後新增非許可營業項目，得免
向登記機關及稽徵機關洽辦變更登記，惟該等營業人如仍有變
更登記營業項目需求者，仍應先向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營業項目

登記後，再檢件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洽辦營業項目變更登記。
【摘錄自財政部 98 年 11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74501 號函】
Q17：配合經濟部於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申請書自由填載欄位
新增「營業場所」乙欄，稽徵機關受理公司或商業組織營業
登記案件處理流程為何？
A：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 條規定，營業人之總機構及
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營業登記。配合經濟部於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申請書自
由填載欄位新增「營業場所」乙欄，稽徵機關受理公司或商業
組織營業登記案件處理流程如下：
一、稽徵機關依據經濟部提供之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申請書所
載「公司(商業)登記地」作為營業登記之營業地址並沿用登記
機關所配賦之統一編號，該址如無對外銷售貨物或勞務，得依
財政部 75 年 10 月 9 日台財稅第 7569749 號函申請准予免申報
銷售額。
二、上開（設立）登記申請書之自由填載欄位「營業場所」之地址
與「公司(商業)登記地」不同者，「公司(商業)登記地」所在
地之國稅局接獲分案後，將「營業場所」之資訊及營業人檢附
之文件影本等資料通報「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國稅局，據以辦
理設籍課稅。
三、對於「營業場所」設籍課稅時，其營業人名稱由各地區國稅局
自行統一決定以鄉鎮市區或街道命名，命名範例，如：○○有
限公司（自由路營業所）。
【摘錄自財政部 98 年 7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47250 號函】
Q18：如何申請停業、復業登記？
A：
一、營業人暫停營業、復業、停業期限屆滿續停或提前復業者，均
應於停、復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公司、獨資及合
夥組織之營業人，已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妥停業或復
業登記者，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提供之停

業、復業登記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規定申報核備。申報暫停
營業時，如同時載明復業日期並如期復業者，免再申報復業。
二、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1 年，但於停業

期間屆滿前申報展延

停業日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停業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申報停業、復業者，按擅自歇業處理，由主管稽徵機
關通報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廢止（撤銷）其公司或商業登記。
三、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申請停業當期之銷售額及應納或
溢付營業稅額，應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有應納稅額者檢附繳
納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Q19：：如何申請註銷登記？
A：
一、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或於辦妥公司或商業註銷登記之日
起 15 日內）
，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註銷登記。
二、前項註銷登記，除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其在合併前之
應納稅捐，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業人負繳納之義務外，
應於繳清全部各項稅捐（含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
短估金及罰鍰等），或提供相當擔保後為之。
Q20：申請註銷登記，應檢附之文件為何？
A：
一、已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取具經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含
合併）
、歇業、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證明文件。
二、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
具當期營業稅申報書，連同統一發票明細表及有關退抵稅款文
件，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
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並繳還統一發票購票證。
三、合夥組織非經商業登記機關依法廢止或撤銷者，應加附合夥同
意書。
Q21：註銷登記後，如何辦理決、清算申報？
A： 營業人辦理註銷登記後，除分支機構及小規模營業人外，均需

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規定辦理決算、清算申報：
一、決算申報
應於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日起 45 日內辦
理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決算申報。
二、清算申報
自清算期間結束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清算申報。
前項所稱清算期間，其屬公司組織者，依公司法規定之期限（申
報清算所得之時限，應以實際辦理清算完結之日為準起算，惟
清算人如未於就任之日起 6 個月內清算完結，亦未報經法院核
准展期者，應以 6 個月期間屆滿之日為準起算）
；其非屬公司組
織者，為自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日起 3 個月。
Q22：辦理決、清算期間，如何處理餘存貨物？
A：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清算期間處理所餘存之貨物（含
固定資產）
，仍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領用統一發票，並按期申
報及繳納營業稅；清算期間屆滿當期之銷售額(含處理存貨及固
定資產)及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請於清算期間屆滿之日起 15
日內申報及繳納。
Q23：營業人如何取得統一編號？
A：公司組織由公司登記機關（例如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等登記機關）配賦統一編號；辦理商業登記之獨
資、合夥組織者，則由各縣、市政府直接行文向各地區國稅局
申請整批給號後，直接配賦統一編號予營業人。至於非屬公司
組織或未辦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有固定營業場所對外營業者，
請逕向該固定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服
務處申請營業登記並配賦統一編號。
Q24：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辦理營業登記之書表，與廢證前
有何不同?
A：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後，營業人辦理營業登記之相關書
表，新增「營業人設立事項表」
（補送附件時使用）；並將「(其
他)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
「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網路銷售專用)」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公司)設

立變更營業項目續頁」
、
「(行號)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
「(行號)
設立變更營業項目續頁」整合為「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
，相關書表格式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查詢及下載。
Q25：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營業登記書表格式應至何處索取?
A：98 年 4 月 13 日以後營業登記相關申請書表，可至各主管稽徵機
關索取，或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自行下載運用。
Q26：營業人有何種情形，營業登記會被稽徵機關撤銷或廢止？

A：
一、營業人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
確定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其營業登記。
二、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
人申請，廢止其營業登記：
(一)、登記後滿 6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
營業達 6 個月以上。但如有正當理由經核准延展者，不
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 6 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
仍未辦理。
(三)、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
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
Q27：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申請變更或註銷營業登記，是否仍須
先經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核准變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
或撤銷登記後，再向國稅局申請？
A：按「營業登記規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營業登記事項有變更
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檢同
有關證件，向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
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次按同條第 3 項規定，公
司、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請變更登記
者，應於辦妥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之日起 15 日內為之；又「營
業登記規則」第 9 條規定，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與其他
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註銷
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由於公司或已辦

商業登記之獨資、合夥組織者須先向公司或商業登記機關申請
核准變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國稅局受理前
開變更或註銷登記案件時，會請營業人提示經主管機關核准變
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之證明文件。
Q28：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申請設立營業登記之程序為何？
A：詳如附件流程圖一。
Q29：設籍課稅營業人（如農會、漁會、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
人及財團法人等）申請設立營業登記之程序為何？
A：詳如附件流程圖二。
Q30：廢證後，各直轄市、縣（市）稅籍登記之諮詢服務窗口及服
務電話？
A：為避免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止後，營業人因不熟悉新制度
運作，影響申辦案件進度，財政部已函請各地區國稅局配合各
縣市政府於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後設置「諮詢服務窗
口」
，以利銜接新制之運作。各直轄市、縣（市）國稅人員提供
諮詢服務之窗口地址及服務電話如下：
所屬區局名稱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縣市政府名稱

台北市政府

地

址

服務電話

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02-27255560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07-332757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 號

07-7995678＃1596

基隆市義一路 1 號

02-24255923

高雄市政府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四維行政中心
高雄市政府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鳳山行政中心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基隆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02-29603456＃540
3樓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宜蘭縣政府

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03-9251000＃137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桃園縣政府

桃園市縣府路 1 號

03-3322101＃5151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03-5518101＃2322

所屬區局名稱

縣市政府名稱

地

址

服務電話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03-5216121＃253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花蓮縣政府

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03-8224774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18823＃2372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101 號

0836-22975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苗栗縣政府

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1 樓

037-324428

臺中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04-22289111＃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1 樓

（陽明大樓）

21709
04-22289111＃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臺中港路二段 89 號 1 樓
21624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中興路 660 號 2 樓

049-2225144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彰化縣政府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 1 樓

04-7222151＃0338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05-5372142

臺中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04-26233433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658 號 1 樓

海線服務中心

04-26238949

臺中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04-2483173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2 樓

大屯服務中心

04-4831785

臺中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 518 號

04-25888761

山城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中國稅局

04-26872101 ＃ 136
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 52 號

北臺中服務中心

至 139

臺南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臺南市永華路 2 段 6 號 2 樓

06-3901377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06-6373621

永華行政中心
臺南市政府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民治行政中心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東段 1 號

05-3620437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1 樓

05-2254321

所屬區局名稱

縣市政府名稱

地

址

服務電話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屏東縣政府

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08-7320415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臺東縣政府

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089-328815

財政部臺灣省南國稅局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馬公市治帄路 32 號

06-927440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