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問題諮詢窗口
機關

電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02)2311-3711

分機
1710

地址
(10802)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2號

1718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

(02)2720-1599

700

(11049)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號4樓

739
1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北投稽徵所 (02)2895-1515

(11230)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3樓之3

108
6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同稽徵所 (02)2585-3833

(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7號3樓之4

622
41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北稽徵所 (02)2502-4181

(10422)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19號1-5樓

413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 (02)2304-2270

300
324
7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

(02)2396-5062

723
60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松山分局

(02)2718-3606

835
3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南港稽徵所 (02)2783-3151

322

(10849)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90巷1號3樓
(10093)臺北市中正區潮州街2號
(10410)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1號3、4樓
(11579)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60號5樓

80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文山稽徵所 (02)2234-3833

814
168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02)2358-7979

170
425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南稽徵所 (02)2506-3050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 (02)2831-5171

4253

(1160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 3 段 220 號 5、6 樓

(10650)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 段 86 號 4 樓
(10422)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19 號 1~5 樓

500
520

(11160)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46 號 3 樓

450

(11466)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114 號 2、4 ～ 6 樓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內湖稽徵所 (02)2792-8671
400
147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03)339-6789
1477
303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

(20448)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2段162號

(02)2433-1900
301
202

(20644)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21號5樓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七堵稽徵所 (02)2455-1242
305

(20147)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76號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 (02)2428-6511
300
397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

(22055)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48號

(02)2968-3569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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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24104)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75號6樓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 (02)8287-3300
600
317

(25158)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9之10號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淡水稽徵所 (02)2625-1532
310

33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 (02)2918-2010

(23147)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6號16樓

330
103

(22441)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42號4樓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瑞芳服務處 (02)2496-9641
101
332

(22175)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9樓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 (02)2648-6301
300
322

(23586)新北市中和區安邦街18號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 (02)2243-6789
600
652

(2424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4樓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 (02)8995-6789
600
2313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宜蘭分局

(26052)宜蘭市泰山路65號

(03)935-7201
2301
31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羅東稽徵所

(26541)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32號2樓

(03)954-6508
301
314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楊梅稽徵所

(32653)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2段318號

(03)431-1851
301
373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150號

(03)339-6511
301
81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

(32041)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115號

(03)280-5123
800
30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大溪稽徵所

(33545)桃園市大溪區公園路16號

(03)390-0265
301
319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

(30213)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20號

(03)558-5700
301
32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東稽徵所

(31047)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28號2樓

(03)594-6640
320
714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

(30044)新竹市中央路112號6樓

(03)533-6060
701
32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

(97050)花蓮市明禮路131號

(03)831-186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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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玉里稽徵所

(98142)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52號

(03)888-1070
307
10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金門稽徵所

(89350)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46號

(082)323-984
101
102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馬祖服務處

(20941)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41號2樓

0836-25861
201
7310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04)2305-1111
7314
315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36057)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386號

(037)320-063
301
310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

(42075)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515號

(04)2529-1040
301
330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40758)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99號

(04)2258-8181
300
30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

(50003)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187號

(04)727-4325
301
31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

(540024)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7號

(049)222-3067
301
31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

(64054)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5號3樓

(05)534-5573
301
314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

(35047)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135號3樓

(037)460-597
301
321

(43306)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10巷1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 (04)2665-1351
301
310

(40680)臺中市北屯區豐樂路2段168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 (04)2422-5822
300
303

(42353)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正二街臨1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04)2588-1178
300
324

(40358)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1-2樓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 (04)2305-1116
300
315

(40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5號8~9樓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 (04)2261-2821
301
308

(41251)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1段63號5樓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 (04)2485-293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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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

(51004)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319號

(04)833-2100
301
304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

(52148)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2段309號

(04)887-1204
301
310

(54554)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2段252號3樓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 (049)299-0991
301
305

(55757)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路106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竹山稽徵所 (049)264-1914
301
30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

(63242)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118號4樓

(05)633-8571
301
305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

(65147)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58號

(05)782-0249
301
8046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06)222-3111
1300
308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

(05)362-1010

(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5號4樓

300
32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

(05)228-2233

(60007)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4-5樓

300
3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

(05)206-2141

(6215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建國路二段263之1號

300
30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

(06)657-3111

(73002)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2-4樓

300
524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

(06)222-0961

(70402)臺南市北區富北街7號1、3-5樓

500
51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

(06)597-8211

(71241)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88號

500
30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

(06)723-0284

(722201)臺南市佳里區忠孝路25號3-4樓

300
310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

(06)246-7780

(70960)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139號

300
32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

(08)731-1166

(90008)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55號

300
3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

(08)789-9871
300

(92044)屏東縣潮州鎮永康街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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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

(08)833-0132

地址
(92844)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二路16號

300
108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

(08)889-2484

(94642)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98號2-4樓

100
30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

(089)360-001

(95047)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1號

300
106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澎湖分局

(06)926-2340

(88049)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新店路261號

100
861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07)725-6600

(80265)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8號

8610
6787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07)322-8838

6750
608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小港稽徵所

(07)812-3746

(80742)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5號7樓
(80787)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6樓

(81244)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58號6樓

6070
697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左營稽徵所

(81346)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7樓

(07)587-4709
6970
5479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岡山稽徵所

(07)626-0123

(82044)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100號

5450
632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苓雅稽徵所

(07)330-2058

(80251)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8樓

6310
618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前鎮稽徵所

(07)715-1511

(80656)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151號

6170
6483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新興稽徵所

(07)236-7261

(80052)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8樓

6470
521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楠梓稽徵所

(07)361-4112
5210
6677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鼓山稽徵所

(07)521-5258

(81166)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4號6樓
(81170)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之9

(80445)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號6樓

6670
568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旗山稽徵所

(07)661-2027

(84243)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1號

5680
594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鳳山分局

(07)740-4001

(83003)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5-1號

5942
6579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

(07)533-7257
6570

(80341)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6號6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