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公告延長 

109 年 3 月至 5月各類稅捐申報繳納期限諮詢窗口(國稅) 

機關 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臺北 

國稅局 

營利事業所得稅 陳稽核 02-23113711分機 1205 

綜合所得稅 顏稽核 02-23113711分機 1505 

營業稅 何稽核 02-23113711分機 2502 

延期或分期繳納 陳稽核 02-23113711分機 2022 

高雄 

國稅局 

營利事業所得稅 莊稽核 07-7256600分機 7101 

綜合所得稅 郭稽核 07-7256600分機 7201 

營業稅 劉稽核 07-7256600分機 7301 

延期或分期繳納 王稽核 07-7256600分機 7601 

北區 

國稅局 

營利事業所得稅 李稽核 03-3396789分機 1302 

綜合所得稅 吳稽核 03-3396789分機 1402 

營業稅 黃稽核 03-3396789分機 1220 

延期或分期繳納 林稽核 03-3396789分機 1552 

中區 

國稅局 

營利事業所得稅 何稽核 04-23051111分機 7105 

綜合所得稅 廖稽核 04-23051111分機 2203 

營業稅 謝稽核 04-23051111分機 7502 

延期或分期繳納 林稽核 04-23051111分機 8302 

南區 

國稅局 

營利事業所得稅 潘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14 

綜合所得稅 李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39 

營業稅 杜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49 

延期或分期繳納 楊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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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賦稅署 

營利事業所得稅 胡科長 02-23228118 

綜合所得稅 王科長 02-23228122 

營業稅 劉科長 02-23228133 

延期或分期繳納 蔡科長 02-2322819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109年 4月至 5月使用牌照稅及房屋稅延分期繳納諮詢窗口 

機關 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 
使用牌照稅 王股長 02-27534416 分機 200 

房屋稅 林股長 02-23949211 分機 281 

新北市政府

稅捐稽徵處 
使用牌照稅 白股長 02-89528200 分機 181 

房屋稅 陳科長 02-89528200 分機 510 

桃園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江股長 03-3326181 分機 2451 

房屋稅 李股長 03-3326181 分機 2421 

臺中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張稅務員 04-22585000 分機 241 

房屋稅 

臺南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賴稅務員 06-2160216 分機 1385 

房屋稅 楊股長 06-2160216 分機 1371 

高雄市 

稅捐稽徵處 
使用牌照稅 胡股長 07-7410141 分機 221 

房屋稅 邱股長 07-7410141 分機 551 

宜蘭縣政府

財政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黃股長 03-9325101 分機 140 

房屋稅 吳股長 03-9325101 分機 121 

新竹縣政府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蘇股長 03-5518141 分機 310 

房屋稅 羅股長 03-5518141 分機 710 

苗栗縣政府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謝稅務員 037-373563 

房屋稅 王稅務員 037-37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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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彰化縣地方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黃股長 04-7239131 分機 161 

房屋稅       高股長 04-7239131 分機 210 

南投縣政府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蔡股長 049-2222121 分機 332 

房屋稅 黃股長 049-2222121 分機 178 

雲林縣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張稅務員 05-5323941 分機 172 

房屋稅 陳稅務員 05-5323941 分機 117 

嘉義縣財政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李稅務員 05-3620909 分機 724 

房屋稅 許科長 05-3620909 分機 100 

屏東縣政府

財稅局 
使用牌照稅 李稅務員 08-7338086 分機 312 

房屋稅 林股長 08-7338086 分機 231 

花蓮縣地方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蔡稅務員 03-8226121 分機 248 

房屋稅 張稅務員 03-8226121 分機 239 

臺東縣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張代理股長 089-231600 分機 270 

房屋稅 龔股長 089-231600 分機 283 

澎湖縣政府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高稅務員 06-9279151 分機 255 

房屋稅 劉稅務員 06-9279151 分機 226 

基隆市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蕭稅務員 02-24331888 分機 731 

房屋稅 郭稅務員 02-24331888 分機 322 

新竹市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蔡稅務員 03-5225161 分機 316 

房屋稅 廖稅務員 03-5221561 分機 415 



 
 

機關 稅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嘉義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陳科長 05-2224371 分機 100 

房屋稅 羅科長 05-2224371 分機 120 

金門縣 

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翁助理稅務員 082-325197 分機 307 

房屋稅 王助理稅務員 082-325197 分機 305 

連江縣 

財政稅務局 

使用牌照稅  

李稅務員 

 

083-623261 
房屋稅 

賦稅署 
使用牌照稅 謝科長 02-23228148 

房屋稅 江科長 02-2322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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