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戶政便民資訊服務一覽表   ☆門牌整編溫馨小叮嚀☆ 

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門

牌

整

編

證

明

書 

門牌整編證明書： 

因門牌整編核發門牌整

編證明書，供民眾向各

業務主管機關辦理地址

變更。 

1、建築物起造人： 

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 

2、房屋所有權人：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檢附

最近一期已完稅之房屋稅單

或六個月內繳納水、電或瓦

斯費收據等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正本(文件若為影本須加蓋

申請人印章並註明本影本與

正本相符字樣)、國民身分證

及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3、房屋管理人：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相

關證明文件、公司印章、公司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

簽名)。 

4、房屋現住人：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

簽名)。 

5、利害關係人： 

房屋租賃契約書正本、法院公

文書、債權債務或其他足資證

明文件正本、利害關係人國民

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6、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

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

(或簽名)。 

建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中區戶政所 04-22247517 

東區戶政所 04-22200209 

西區戶政所 04-22247300 

南區戶政所 04-22627887 

北區戶政所 04-22343542 

西屯區戶政所 04-22550081 

南屯區戶政所 04-24736255 

北屯區戶政所 04-22453371 

豐原區戶政所 04-25221044 

大里區戶政所 04-24063251 

太平區戶政所 04-23936767 

清水區戶政所 04-26280801 

沙鹿區戶政所 04-26627104 

大甲區戶政所 04-26876157 

梧棲區戶政所 04-26562543 

烏日區戶政所 04-23372054 

神岡區戶政所 04-25622183 

大肚區戶政所 04-26997881 

大雅區戶政所 04-25664274 

后里區戶政所 04-25562241 

霧峰區戶政所 04-23393497 

潭子區戶政所 04-25366068 

龍井區戶政所 04-26353644 

外埔區戶政所 04-26833430 

大安區戶政所 04-26712214 

東勢戶政所 04-25873644 

石岡辦事處 04-25722972 

新社辦事處 04-25811420 

和平辦事處 04-2594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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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ㄧ) 

菸酒稅廠商設立變更登

記：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請登

記之廠商地址有變更，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並重新

填具廠商設立變更登記

書暨登記表。 

1、財政部國庫署換發之許可執照。 

2、變更部分證件及其影本。 

3、主管機關核准函。 

4、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5、公司大小章。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暨所屬

分局聯絡電話： 

中區國稅局 04-23051111 

臺中分局 04-22588181 

豐原分局 04-25291040 

沙鹿稽徵所 04-26651351 

東勢稽徵所 04-25881178 

大屯稽徵所 04-24852934 

東山稽徵所 04-24225822 

民權稽徵所 04-23051116 

大智稽徵所 04-22612821 

貨物稅廠商設立變更登

記：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請登

記之廠商地址有變更，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並重新

填具廠商設立變更登記

書暨登記表。 

1、變更部分證件及其影本。 

2、主管機關核准函。 

3、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4、公司大小章。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暨所屬

分局聯絡電話： 

中區國稅局 04-23051111 

臺中分局 04-22588181 

豐原分局 04-25291040 

沙鹿稽徵所 04-26651351 

東勢稽徵所 04-25881178 

大屯稽徵所 04-24852934 

東山稽徵所 04-24225822 

民權稽徵所 04-23051116 

大智稽徵所 04-22612821 

換發統一發票購票證： 

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因

門牌整編致購票證之營

業地址與稅籍資料不

符，請向所在地國稅局

申請換發購票證。 

1、原購票證明。 

2、填妥統一發票購票證領用書。 

3、營業人變更登記核准函。 

4、新地址統一發票專用章。 

5、公司大小章。 

6、負責人身分證影本(非本人辦理

需另附委託書)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暨所屬

分局聯絡電話： 

中區國稅局 04-23051111 

臺中分局 04-22588181 

豐原分局 04-25291040 

沙鹿稽徵所 04-26651351 

東勢稽徵所 04-25881178 

大屯稽徵所 04-24852934 

東山稽徵所 04-24225822 

民權稽徵所 04-23051116 

大智稽徵所 04-22612821 

 



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二)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三)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三)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三)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三) 

汽(機)車行車執照地

址變更： 

辦理公司、行號汽機

車所有人地址變更。 
 

1、 填妥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申

請書 1式 2份。 

2、 原領牌照登記申請書。 

3、 個人：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

證、僑民居留證）正本及印章。 

4、 公司行號：應繳驗公司、行號主

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

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

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及印章。其繳

驗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

該公司、行號最近 1期繳納營業

稅證明文件影本。 

5、 有效期限須滿 30日以上之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證。 

6、 行車執照正本。 

7、 結清積欠之牌照稅.燃料費.違規

罰鍰及規費。 

8、 印章（個人得簽名）。 

9、 有動產抵押或附條件買賣設定之

車輛請攜帶債權人同意書至管轄

監理單位辦理。 

10、 汽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已屆指定檢

驗日期者，應先辦理檢驗合格。 

11、 代理辦理人須攜帶身分證正本。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

所暨轄站聯絡電話： 

臺中區監理所 04-26912011 

臺中市監理站 04-22341103 

豐原監理站 04-25274229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三) 

投保單位(公司行號)

登記地址或通訊地址

變更： 

辦理勞保、健保及勞

退 3合 1投保單位登

記地址或通訊地址變

更 

1、 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書(勞

保、健保及勞退 3合 1表格)2份

(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2、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證明文件影

本 2份。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中市辦

事處：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31號 

電話：04-2221671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臺中市第

二辦事處：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616號 

電話：04-2520370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

66號 

電話：04-22583988 

 

 



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四) 

商業登記地址變更 1、 商業登記申請書(加蓋商業及負

責人印鑑)。 

2、 個人資料變更毋須檢附門牌整編

證明書，機關自行勾稽戶役政系

統新舊門牌資料。 

3、 法人資料變更請準備門牌整編證

明書。 

4、 免繳納規費。 

5、 變更後核發文件：核准函及商業

登記抄本。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 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商

業登記櫃檯：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99號文心樓 1樓 

04-22289111#21622 

2、 陽明聯合服務中心商業

登記櫃檯：臺中市豐原

區陽明街 36號 1樓 

04-22289111#21702 

公司登記地址變更 1、 公司登記申請書申請事項「所在

地門牌整編」變更登記表(加蓋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2、 章程(原章程僅列臺中市，未列

詳細地址者免附)。 

3、 個人資料變更毋須檢附門牌整編

證明書，機關自行勾稽戶役政系

統新舊門牌資料。 

4、 法人資料變更請準備門牌整編證

明書。 

5、 免繳納規費。 

6、 核發文件：核准函及變更登記事

項表。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公司登

記櫃檯：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文心樓 1樓 

04-22289111#31368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五) 

農藥販賣業執照地址

變更 

1、 變更農藥販賣業申請書。 

2、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3、 原農藥販賣業執照。 

4、 門牌整編證明書。 

5、 免收「行政規費」。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5

樓 

電話：04-22289111#56103 

種苗業登記證地址變

更 

1、 種苗業登記事項變更申請書。 

2、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3、 原種苗業登記證。 

4、 門牌整編證明書。 

5、 免收「行政規費」。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5

樓 

電話：04-22289111#56118 

農場登記證地址變更 1、 農場變更登記申請書。 

2、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3、 原農場登記證。 

4、 門牌整編證明書。 

5、 免收「行政規費」。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5

樓 

電話：04-22289111#56120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變更 

1、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內容有變更

之情形，面積 10公頃以上應報經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或核准，面

積 10公頃以下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或核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5

樓 

電話：04-22289111#56400 



准。 

2、 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 

相

關

證

照

變

更(

六) 

建物產權登記異動登

記： 

建物所有權狀門牌地

址變動登記 

1、門牌整編證明書。 

2、房屋所有權人身分證、印章。 

3、建物所有權狀。 

辦理方式： 

 臨櫃辦理。 

 建物所在地於臺中市內，則可至

臺中市任一地政事務所辦理。 

 

中正地政所 04-22372388 

東勢地政所 04-25886008 

中興地政所 04-23276841 

中山地政所 04-22242195 

大里地政所 04-24818870 

大甲地政所 04-26867125 

豐原地政所 04-25263188 

太平地政所 04-23933800 

清水地政所 04-26237141 

雅潭地政所 04-25336490 

龍井地政所 04-26367150 

 

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稅 

單 

地 

址 

變 
更 

更正房屋稅投遞地

址或房屋坐落地址 

1、 房屋稅減免、更正、註銷申請

書。 

2、 納稅義務人國民身分證、印

章。 

3、 公司登記卡或門牌整編證明影本

乙份。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總局暨

八分局聯絡電話 

總局 
04-22585000 

0800-000321 

文心分局 04-22580606 

民權分局 04-22296181 

東山分局 04-22329735 

大智分局 04-22825205 

豐原分局 04-25262172 

大屯分局 04-24853146 

沙鹿分局 04-26624146 

東勢分局 04-25871160 

用 

費 

地 

址 

變 

更(

一) 

 
(

一) 

 
用電地址變更： 

用電現場門牌已整

編，電費單上用電

地址尚未變更者 

1、門牌整編證明書。 

2、用電戶名國民身分證、印章。 

3、電費單。 

辦理方式： 

 郵寄辦理： 

填妥用電地址變更登記單後併

門牌整編證明書、用電戶名國

民身分證影本郵寄電力公司。 

 臨櫃辦理： 

    1.臨櫃填寫用電地址變更登記

單後檢附門牌整編證明書即

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 

區處服務中心 
04-22245131

轉 5152 

豐原分處服務

中心 
04-25204774 

西屯服務所 04-27029748 

南屯服務所 04-23896564 

太平服務所 04-22785764 

大里服務所 04-24064451 

潭子服務所 04-25324625 

沙鹿服務所 04-26350050 



可變更。 

    2.若無證明書，臺中市門牌查

詢系統或內政部戶政司現有

村里街路門牌查詢系統查有

資料者，即可變更。 

 電洽各區處服務所或 1911客服

專線： 

用戶告知客服中心後，處理方

式同臨櫃辦理第 2點。 

備註：原則上由戶所逕行通報，特

殊情形需自行辦理。 

清水服務所 04-26222018 

烏日服務所 04-23381040 

大雅服務所 04-25664051 

東勢服務所 04-25872028 

甲安服務所 04-26861224 

梧棲服務所 04-26562854 

后里服務所 04-25562036 

龍井服務所 04-26353034 

神岡服務所 04-25623464 

大肚服務所 04-26992164 

東山服務所 04-22390943 

新社服務所 04-25811453 

外埔服務所 04-26832109 

石岡服務所 04-25721943 

梨山服務所 04-25989213 

谷關服務所 04-25951110 

類別 辦理項目 應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用 

費 

地 

址 

變 
更 

(

二) 

      

用水地址變更： 

用水地址門牌號碼

已整編，水費單上

用水地址尚未變更

者 

1、 門牌整編證明書。 
2、 水費單。 

辦理方式： 

 臨櫃辦理： 

1.機關查詢臺中市門牌查詢系

統或內政部戶政司現有村里

街路門牌查詢系統查有資料

者，即可變更。 

2.若查無相符資料，請提供門

牌整編證明書供核對勾稽。 

 電洽各區營運(服務)所或 1910

客服專線： 

用戶告知客服中心後，處理方

式同臨櫃辦理。 

備註：原則上由戶所逕行通報，特

殊情形需自行辦理。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第四區管理處 
04-22218341 

轉 8 

台中服務所 04-22210169 

豐原服務所 04-25269895 

大里服務所 04-24821831 

東勢營運所 04-25874316 

大甲營運所 
04-26872777 

04-26882626 

清水營運所 04-26222614 

沙鹿營運所 04-26312127 

大雅營運所 04-25661234 

霧峰營運所 04-23393138 

烏日營運所 04-23381614 

用 

費 

地 

址 

變 

更 (

三) 

變
更

(
三)

(

三
)
(

北
區) 

用天然氣（瓦斯）

地址變更： 

用天然氣地址門牌

已整編，瓦斯費單

上用天然氣地址尚

門牌整編證明書。 

辦理方式： 

 用戶如以通信地址投遞帳單

時，如該通信地址遇整編時，

可利用電話傳真方式辦理地址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04-23139999、0800099977 

營業區域：中區、東區、西

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北

屯區、南屯區。 



未變更者。 變更： 

用戶將門牌整編證明書、建

物所有權狀及聯絡電話（註

明辦理通信地址變更）傳真

至欣中瓦斯 04-23143637、

欣林瓦斯 04-24935972，

即可變更。 

 欣彰瓦斯用戶以通信地址投遞

帳單時，如該通信地址遇整編

時，可利用各營業所電話告

知。 

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服務處：04-24924760 

            04-24934136 

營業區域：霧峰區、大里區、

太平區、烏日區、潭子區。 

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豐原營業所：04-25263127 

營業區域：豐原區、后里區、

石岡區、東勢區、新社區、神

岡區、大雅區 

台中港營業所：04-26623497 

營業區域：大甲區、大安區、

外埔區、清水區、沙鹿區、梧

棲區、龍井區、大肚區。 

 臺中市政府為民服務專線「1999臺中市民一碼通」 

 本表資料僅供參考，各項業務請詳洽辦理機關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關心您 
便民資訊小叮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