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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區長的話 

    萬華舊名「艋舺」其名源自（莽葛）或（文甲），為平

埔凱達格蘭族之音，意指獨木舟或獨木舟聚集之處。艋舺

位於臺北市西南隅，總面積 8.8522 平方公里，共 36 里 722

鄰，全區人口近 20 萬人，為臺北市早期開發的社區，擁有

古蹟、歷史建物等豐富的文化資產。但也由於開發較早造

成本區老舊社區林立、老年人口及弱勢族群比例偏高，因

此近年來市府在本區全力推動各項都市更新及「萬大捷運

線規劃」等重大公共建設，營造新的發展契機。 

本所亦透過「一府二鹿三艋舺」結盟互助落實城

市行銷，並邀請詞曲作家錄製「萬華之歌」，以淺顯易

懂的字句，道盡萬華古早味，希能結合代表府城與鹿

港之歌的「安平追想曲」及「鹿港小鎮」等具代表性

且膾炙人的歌曲，互相傳頌交流，以突顯情義、團結

及強化整體城市行銷的效果，期待活絡地方商機。97

年度更積極規劃「一區一特色」，結合艋舺商圈寺廟、古蹟、美食，利用「2008

萬華文化嘉年華」，試辦文史導覽自行車並利用邀請 30 多國國際先生參與，企

圖營造國內外觀光商機。同時亦透過「服飾文化會館」駐館設計師，聯合艋舺

服飾商圈店家舉辦「2008 決戰艋舺服飾設計大賽」，帶動

本區服飾產業發展。此外，97 年度更結合萬華區健康服

務中心、36 個行政里及地方士紳領袖組成「萬華區健康

促進協會」，向世界衛生組織 WHO 提出申請「健康城市認

證」，也創作「萬華之歌」希望透過歌曲傳頌，吸引區民

的目光，提醒區民重視身心健康，加速通過認證。透過以上種種積極作為，企

盼本區邁向現代化及營造優質的生活空間。 

區政為市政之延伸，區公所是市府基層為民服務機關，所以區政業務服務品

質往往成為市民評鑑市政良窳的重要指標。本所秉持「便民、效率、創新、尊

重」的服務理念，積極簡化各項業務申辦流程，提供創新加值服務，作好為民

服務工作。97 年度榮獲臺北市政府研考會評定為「第 1線服務機關」「區政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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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1 名」，並積極開辦區政單一「綜合櫃檯」，希望達成單一窗口「1 處收件、

全程服務」的目標，讓便民服務不只是口號而已，而是付諸實行的具體作為。

此外，並提供多元管道聽取民意，落實以民意為依歸，各項為民服務均以便民

為考量，以區民需求為導向；主動公開政府資訊，提供便民服務；營造適宜的

洽公環境，加強服務禮儀及專業訓練，建立機關良好形象，提昇區民的滿意度，

開啟為民服務新紀元。 

 
 
 
 
 
 
 
貳、萬華健康城市健康市民 10 大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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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10大守則 

1 宴會準時到、守時好禮貌 

2 垃圾不落地、街道更美麗 

3 健走遊艋舺、懷舊訪古剎 

4.拒菸酒檳榔、防癌不打烊 

5.扶助老弱幼、照顧齊心做 

6.文化多樣化、傳統不遺忘 

7.天天五蔬果、1824 跟著我 

8.少油鹽與糖、三高自然降 

9.交通捷運化、生態經濟佳 

10.身心靈平衡、健康萬華城 

 
 
 
 
 
 
 
 
 
 
 
 
 
 



參、萬華之歌 

【 萬 華 之 歌  台 語 版 】  
詞 /王 意 飛  曲 /陳 柏 偉  

 
淡 水 暮 色  台 北 門 城  
艋 舺 風 華  百 年 名 聲  
龍 山 寺 口  公 園 大 埕  
阿 公 阿 嬤  相 招 來 這  
慈 暉 遠 蔭  是 觀 音 媽  
萬 事 如 意  身 體 勇 健  

 
艋 舺 是 一 個 好 所 在  
乎 我 慢 慢 報 乎 你 知  

 
華 西 街 來 逛 夜 市  
山 珍 海 味 滿 滿 是  
雙 園 咖 蚋 青 草 巷  
勤 儉 打 拼 有 希 望  
跑 馬 町 內 放 風 吹  
穿 雲 過 日 自 由 飛  

邀 請 自 幼 於 萬 華 長 大 對 萬 華 情 感 濃 厚 的 在 地 人 王 意 飛 作

詞 ， 及 台 北 市 文 化 獎 得 主 黑 手 那 卡 西 工 人 樂 隊 團 長 陳 柏

偉 作 曲 。 以 萬 華 風 土 民 情 、 文 史 滄 桑 為 基 底 ， 在 社 區 營

造 單 位 及 協 會 理 監 事 協 助 下 ， 透 過 音 樂 傳 遞 萬 華 健 康 城

市 的 訊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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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們提供的服務內容 
    區公所提供的服務，舉凡民政、社政、經建、兵役、健保及調解業務，均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僅將本所各課業務簡介如下： 

 

課室名 掌 理 事 項

民政課 1. 自治行政 2. 選舉 3. 禮俗宗教 

4. 慶典活動 5. 環境衛生 6. 公共衛生 

7. 義務教育 8. 社會教育 9. 文化 

10.民防 11.災害防救 12.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社會課 1. 社會福利 2. 社會救助 3. 災害救濟 

4. 社區發展 5. 人民團體輔導 6. 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經建課 1. 地政 2. 工商 3. 觀光 

4. 度量衡 5. 農政 6. 公共工程 

7. 巷弄道路鄰里

公園管理維護 

8. 其他有關基層

建設事項 

 

兵役課 1. 兵役行政 2. 國民兵組訓 3. 徵兵處理 

4. 兵役勤務 5. 後備軍人管理 6. 其他有關役政事項 

健保課 全民健康保險有關事項 

調解會 協助民眾有關民事事件及告訴乃論之刑事事件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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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民申請案件貼心措施 

● 推動區政單一「綜合櫃檯」，受理民政、社會、經建、健保及秘書室等 31 項

業務，達成單一窗口「1處收件、全程服務」的目標，落實效率便民目標，

全面提昇為民服務品質。 

● 因應本區老年人口多，1 樓聯合服務小組敬老悠遊卡展期提早自上午 8:00 開

始服務，嘉惠長者。 

● 代收悠遊卡遺失補發費用，代辦劃撥服務，避免長者及身障人士徒勞往返。 

● 利用中華郵政電子郵遞（epost）主動通知民眾，領取已完成申辦之悠遊卡。 

● 人民申請書表得由申請者本人以簽名代替蓋章。 

● 本所主動於受理農戶種稻及輪作休耕補助申請期限前發送通知單，提醒農戶

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避免影響民眾權益。 

● 人民各項津貼之發放直接匯入領取人帳戶，方便民眾，提昇效率。 

● 辦理「服務到家」，針對重病、殘障、65 歲以上老人，以及在營軍人家屬急

難慰助實施「服務到家」。 

● 開放申請案件以網路、郵遞或電話申請，減少您來往奔波之苦。 

● 推動 31 項免書證免謄本業務：（請見「拾參、人民申請案件處理標準」） 

陸、便民措施 

一、硬體服務部份 

1. 依人體工學規劃櫃台高度，設置取號機，提供您便捷舒適服務環境。  

2. 設置寫字桌及舒適等候椅、書報以及電視機，供您洽公時稍作小憩。  

3. 設置輪椅、傳真機、手語翻譯、並於 1 樓大門口安裝服務鈴，提供身障朋

友貼心的服務。  

4. 全面綠美化辦公場所及廁所環境，提供清爽優雅的洽公環境。 

5. 提供嬰兒床、哺乳室、老花眼鏡、愛心傘，便利您的使用。  

6. 提供免費上網服務。  

7. 為方便洽公民眾，規劃便民停車位，提供 30 分鐘免費停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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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服務部份 

1. 本區行政中心 1樓成立聯合服務小組，由愛心志工提供樓層業務引導，並

協助身障、長者及行動不便人士洽辦業務。 

2. 推動櫃檯精進作業，實施晨光播音、開工式禮賓、主動迎賓、起身迎賓、

雙手遞送文件，加強員工禮貌訓練，並實施奉茶服務，給您賓至如歸的感

受。  

3. 於本所出入口設置民眾意見信箱，放置意見調查表，請民眾對我們的服務

表現提供寶貴的意見，讓我們持續進步。  

4. 結合社會資源，如招募愛心志工、環保義工、以及鄰里公園認養，擴大民

眾參與，強化為民服務成效。  

5. 強化里辦公處服務功能，代收敬老津貼、殘障津貼申請表等服務。  

6. 開辦 10 項業務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先申辦後補件服務，縮短等候時間。  

7. 開辦區政單一「綜合櫃檯」，受理民政、社會、經建、健保及秘書室等 31

項業務，達成單一窗口「1處收件、全程服務」的目標，提供民眾更便捷

的服務。  

8. 調解委員會每週一至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提供法律諮詢服務，

由執業律師親自為民眾解答法律問題。  

柒、調解案例 

案例壹  侵權行為事件 

    一、案情概述：對造人甲向不知名之他人收購聲請人乙所有並失竊之機車

（車號：ABC-○○○）車殼，經整理後轉賣予對造人丙，

再由對造人丁向丙購買機身車殼為聲請人失竊之機車車殼

而車號為 DEF-○○○之機車。經員警巡邏時發現對造人丁

所騎乘之機車車身為聲請人乙所失竊機車之車殼，本案始

由分局警員移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並經該署轉介至本

調解會調解。 

    二、調解經過：本案係因對造人甲向不知名之第三人購得聲請人乙所失竊

機車之車殼，並進而轉賣所造成之糾紛，為補償聲請人之

損失，經雙方各自陳述事實，並由本會居間協調後，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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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三、調解結果：聲請人與對造人間因侵權行為事件，成立調解，內容如下： 

  （一）對造人甲願補償聲請人乙新臺幣叁萬陸仟元整，調解日給付上述金  

額，經聲請人乙當場點收無誤，不另立據。 

 （二）聲請人拋棄有關本件之其餘民事請求權。 

 

案例貳  交通事故事件 

    一、案情概述：民國○年○月○日○時○分許，聲請人騎乘○○○-123 號

機車與對造人騎乘之○○○-456 號機車，於台北市○路底

堤外便道往北第○支電桿處發生交通事故，造成雙方受傷。 

    二、調解經過：本案雙方當事人均為未成年人，故由雙方當事人之法定代

理人出席調解會議，經雙方就案情陳述後，本會得知雙方

當事人均違反交通法規致造成交通事故，惟為避免爾後仍

有糾紛，本會乃居間協調，並於和諧之氣氛下，調解成立。 

    三、調解結果：聲請人與對造人間因交通事故事件，成立調解，內容如下：

經雙方溝通後，互不追究對方本事件刑事責任，並拋棄有

關本件之其餘民事請求權。 

 

案例参  遺產繼承事件 

    一、案情概述：聲請人甲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分配、分割方式有疑義，是

請求與對造人丙及丁調解協議分割、分配遺產。 

    二、調解經過：本案雙方當事人為乙之繼承人，因對造人丁於乙臥病在床

時，即取得乙之印章及存單，並於乙殁後將遺產新臺幣貳

佰萬元整，逕於遺產稅之申請書為贈與登記，所產生之糾

紛，經本會與雙方所請之律師，一再與雙方溝通、協調，

終於就雙方所產生之誤會予以化解，並就乙之遺產分配及

分割方式成立調解。 

    三、調解結果：聲請人與對造人間因遺產繼承事件，成立調解，內容如下： 

  （一）雙方同意由聲請人甲、丁共同繼承座落台北市○○區○○段○小段

○地號暨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台北市○街○巷○號之土地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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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並放棄乙遺產之現金，所繼承台北市○街○巷○號房屋之土地

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契稅、交換稅、塗銷稅、過戶等費用由

聲請人甲負擔。 

  （二）雙方同意由對造人丙繼承乙遺產之現金新台幣貳佰萬元整，同時拋

棄與甲、丁共同繼承台北市○○區○○段○小段○地號暨其上建物

即門牌號碼台北市○街○巷○號之土地及房屋之權利。 

  （三）雙方同意聲請人甲與對造人丁共同生活（地址：台北市○街○巷○

號）。 

  （四）以上各項，雙方簽署同意後，不得提出任何異議及拋棄與本件有關

之其餘民事請求權。 

案例肆  營建工程事件 

    一、案情概述：民國○年○月○日，對造人疑似因施作工程造成聲請人所

有座落於臺北市○區○路○號（下同）1樓至 3 樓之房屋傾

斜。  

    二、調解經過：本案就聲請人所有之房屋與對造人施作工程是否有因果關

係，尚由對造人將有關本事件之相關資料送交臺北市土木

技師公會予以鑑定中，惟為顧及人身安全及雙方權益，本

會儘速為雙方召開調解會議，解決紛爭，成立調解。 

    三、調解結果：聲請人與對造人間因營建工程事件之補償住宿費部分，成

立調解，內容如下： 

  （一）對造人同意自民國○年○月○日起至對造人通知聲請人臺北市土木

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後 3日止（不含通知當日），補償聲請人每日

住宿費新臺幣（下同）○仟元整，對造人於調解日給付 95 年○月

○日至○月○日止共 10 日之住宿費用○萬元整，聲請人當場點收

無誤，不另立據，餘補償住宿費於上述鑑定結果通知對造人後 3 日

給付。 

  （二）聲請人拋棄有關本事件住宿補償之民事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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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區政服務的革新作法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區政業務全面電腦化，市民可隨時透過網路連

結臺北市民 e 點通系統，取得人民申請案件等相關資訊，更可經由網站取得公

開資訊，隨時掌握市政訊息。另為使年紀較長市民亦能感受網路的便利，更開

辦免費 3小時上網訓練課程，教育民眾使用網路服務，擴展電子申辦服務之廣

度。 

 

 

 

玖、陳情或諮詢管道 

如果您有區政問題需要服務或需要相關法令諮詢，可撥

打 23064468 查詢或撥打 1999 市民熱線詢問。除此之外，為

求區政業務能精益求精，提供更高水準之服務，本所建立下

列管道廣聽民眾聲音之機制。  

1. 主動蒐集各種傳播媒體及民眾反應意見，並確實依相關規

定儘速處理。 

2. 加強陳情件處理品質，公開非機密案件處理程序，嚴格管制處理流程。 

3. 主管人員深入基層，走入民間，瞭解民眾困難問題，儘速協助解決。  

4. 多樣化的陳情管道，您還可以透過「區長信箱」、里民大會、市容查報、等方

式來解決您的問題，並歡迎您由下列管道 與我們聯繫。 

本所網址 http：//www.waha.taipei.gov.tw  

區長信箱 E-mail： wh_011@mail.taipei.gov.tw  

傳真回覆專線：（02）2302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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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我們的承諾與服務保證 

我們以一顆熱誠的心，提供專業與效率的服務，將您託付的事務做最親切

而完整的服務，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我們保證： 

1.受理民眾申請案件，隨到隨辦，滿足民眾需求。 

2.為民眾解決各項疑難，提供最佳服務。 

3.民眾的滿意是本所全體同仁戮力以赴的目標。  

拾壹、我們的服務時間 
      

週一 ～ 週五  上午 8:30 ~下午 5:30 
 

Mon ～ Fri    8:30 a.m. ~ 5:30 p.m. 
 

 

拾貳、特別介紹：萬華區史展示中心 
 
地    址：臺北市長沙街 2段 171 號 2 樓 

開放時間：每週星期二至星期六（國定假

日及民俗假日除外），每日上

午 9時至 12 時 30 分，下午 1

時 30 分至 5時。欲預約星期日

參觀者，限 20 人以上團體於參觀日 10 日前向本中心管理

員或自行上網（http://w2.waha.taipei.gov.tw/www/information.html） 

 

          提出申請。 

         歡迎民眾踴躍前往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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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參、98 年度人民申請案件處理期限表 
區政類 

項目名稱 1、祭祀公業土地清理申報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推舉書(派下現員 1/2 以上推舉)1 份 

3.沿革 1份 

4.原始規約書 1份(無者免附) 

5.切結書 1份 

6.繼承慣例 1份（無者免附） 

7.派下全員系統表 4份 

8.派下全員戶籍謄本 1份（戶籍登記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 

9.派下現員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10.派下權拋棄書 1份及派下權拋棄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 

  證字號 2份)（無者免附） 

11.不動產清冊 4份 

12.不動產證明文件(土地或建物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1 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名冊人數10人

以下：7日(2)11

人至 50 人：14 日 

(3)51 人以上：42

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6、8、9、10、11、12、13、56 條。 

2.申請資格：由管理人申請，如無管理人、管理人行方不明或拒不申報者，得

由派下員過半數推舉派下現員 1人辦理申報。 

3.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土地面積最大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日，並由申請人刊登當地通行

新聞紙連續 3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議則發給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

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如公告期間有人異議則依條例規定異議程序

辦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2、祭祀公業派下員繼承變動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變動後派下員系統表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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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動部分派下員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4.變動部分派下員除戶、現戶戶籍謄本各 1份 

5.派下現員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6.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正、影本 1 份(派下

現員名冊正本繳回，其餘審查後發還)，如無民政機關核發之不動產清冊可

附不動產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 1份 

7.規約影本 1份（無者免附） 

8.派下權拋棄書 1 份及派下權拋棄名冊 4 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 份，無身分證

字號 2份)（無者免附） 

9.經民政機關備查之管理人證明文件影本 1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名冊人數10人

以下：7日(2)11

人至 50 人：14 日 

(3)51 人以上：42

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18 條。 

2. 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之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

議則發給派下現員名冊。如公告期間有人異議則依條例第 12 及 13 條規定

異議程序辦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3、祭祀公業派下員名冊漏列或誤列更正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同意書(派下現員 1/2 以上) 

3.變動後派下員系統表 4份 

4.變動部分派下員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5.變動部分派下員之全戶戶籍謄本 1份 

6.派下現員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7.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正、影本 1份(派下現

員名冊正本繳回，其餘核符後發還)，如無民政機關核發之不動產清冊可附不

動產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 1份 

8.經民政機關備查之管理人證明文件影本 1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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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名冊人數 10

人以下：7日(2)11

人至 50 人：14 日 

(3)51 人以上：42

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17 條。 

2. 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之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

議則發給派下現員名冊。如公告期間有人異議則逕向法院提起派下員確認之

訴，區公所則依法院確定判決辦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4、祭祀公業規約訂定或變更備查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派下員會議紀錄(派下現員 2/3 以上出席、出席人數 3/4 以上同意)或同意書

(派下現員 2/3 以上)1 份 

3.規約書 2份 

4.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正本、影本各 1 份(正

本核符後發還)，如無民政機關核發之不動產清冊可附不動產所有權狀或登

記簿謄本影本 1份 
5.經民政機關備查之管理人證明文件影本 1份 

6.繳回原核發之規約書(無則免繳回)。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8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14、15 條。 

2.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之區公所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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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同意備查。 

3.注意事項：規約之訂定及變更應有派下現員 2/3 以上之出席，出席人數 3/4

以上之同意或經派下現員 2/3 以上之書面同意。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5、祭祀公業管理人或監察人變更備查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派下員會議紀錄(派下現員 1/2 以上出席)或同意書(派下現員 1/2 以上)1 份

3.管理人或監察人名冊 2份。 

4.規約書影本 1份(無可免附) 

5.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正、影本 1 份(正本

審查後發還)，如無民政機關核發之不動產清冊可附不動產所有權狀或登記

簿謄本影本 1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8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16、19 條。 

2.辦理程序：由新管理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之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同意備查。 

3.注意事項：祭祀公業管理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或經派

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6、祭祀公業不動產補列或誤列更正案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同意書(派下現員 1/2 以上) 1 份 

3.派下全員證明書(派下現員名冊、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正、影本各 1 份(不

動產清冊正本繳回，其餘正本核符後發還)。 

4.變動部分不動產清冊 4份 

5.變動部分不動產證明文件(土地或建物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1 份 
6.不動產清冊(變動後)4 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14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8天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層轉核釋 4.須層轉核釋：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法令依據：祭祀公業條例第 49 條。 

2. 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派下現員名冊之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

議則發給更正不動產清冊。有異議者應向法院提起不動產所有權確認之

訴，區公所則依法院確定判決辦理。 

1.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7、神明會土地清理申報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推舉書(現會員或信徒 1/3 以上推舉)1 份 

3.沿革 1份 

4.切結書 1份 

5.原始規約憑證正本、影本各 1份（正本經核符後發還） 

6.會員或信徒系統表 4份 

7.會員或信徒繼承慣例 4份(無者免附) 

8.會員或信徒全部戶籍謄本 1份 

9.現會員或信徒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10.土地(不動產)清冊 4份 

11.不動產所有權證明文件(不動產登記謄本)1 份 

12.會員或信徒權拋棄書１份及會員或信徒權拋棄名冊 4 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

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無者免附） 

13.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1份（原始出資證明、原始設立資料、原始組織成員名

冊【會簿】等）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名冊人數10人

以下：7日(2)11

人至 50 人：14 日 

(3)51 人以上：42

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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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地籍清理條例第 9、19、20、21、22、26 條及及地籍清理條例施

行細則第 19 條。 

2.申請資格：管理人或現會員或信徒 1/3 以上推舉之代表 1人。 

3.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土地面積最大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 個月，並由申請人刊登當地通行

新聞紙連續 3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議則發給神明會現會員名冊、系統表

及土地清冊)。如公告期間有人異議則依條例規定異議程序辦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8、神明會會員或信徒變動、漏列或誤列更正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同意書(現會員或信徒 1/2 以上同意)1 份 

3.變動部分會員或信徒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4.變動部分系統表 4份 

5.會員或信徒繼承慣例影本 1份（無者免附） 

6.現會員或信徒名冊 4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 

7.變動部分除戶及現戶戶籍謄本各 1份 

8.民政機關驗印之神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土地(不動產)清冊正

本、影本各 1份(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繳回，其餘核符後發還)，如無民政機關

核發之土地(不動產)清冊可附不動產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 1份 

9.會員或信徒權拋棄書１份及會員或信徒權拋棄名冊 4 份(加註身分證字號 2

份，無身分證字號 2份)（無者免附） 

10.經民政機關備查之管理人證明文件影本 1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0 日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地籍清理條例第 9、23 條。 

2.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現會員或信徒名冊之區公所提出

申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天，公告期間經過無人

異議則發給神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如公告期間有人異議則依條例規定異

議程序辦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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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9、神明會不動產變動、補列或漏列更正案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同意書(現會員或信徒 1/2 以上)1 份 

3.民政機關驗印之神明會現會員(信徒)名冊、系統表、土地(不動產)清冊正

本、影本各 1份(不動產清冊繳回，其餘核符後發還)  

4.變動部分土地(不動產)清冊 4份 

5.變動部分不動產證明文件(土地或建物所有權狀或登記簿謄本影本)1 份 
6.土地(不動產)清冊(變動後)4 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8天 2.網路申辦：無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層轉核釋 4.會外機關審查:

無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法令依據：地籍清理條例第 9、23 條。 

2.辦理程序：由申請人檢具應備證件向原核發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就所送表件書面審查無訛後，代為公告 30 日，公告期間經過無人異

議則發給更正土地(不動產)清冊。有異議者則依地籍清理條例規定程序辦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0、寺廟登記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寺廟登記申請表 

3.動產存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寺廟沿革 

5.寺廟外貌及奉祀主神照片 

6.寺廟及負責人印鑑卡 3份 

7.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以上除寺廟及負責人印鑑卡 1式 3份外，其餘各項為 1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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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8 日 

(區公所：7 日） 

(民政局：11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不動產坐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

登記簿謄本正本。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1、寺廟申請處分或變更不動產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寺廟登記表影本 

3.寺廟章程影本（無章程者免附） 

4.寺廟章程所定決議機構之處分或變更決議，或寺廟有權處分或變更不動產之

機構（如信徒大會、執事會）之決議紀錄 

5.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之寺廟信徒名冊或執事名冊影本 

6.處分或變更不動產計畫書（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寺廟圖記）

7.處分或變更不動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寺廟圖記）

8.其他與處分或變更有關之資料 

以上各項 1式 3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22 日 

（區公所：6日）（民

政局：16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2、寺廟申請不動產抵押貸款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會議記錄（議決不動產設定抵押事項；並應加蓋寺廟圖記、主席及紀

錄印章） 

3.處分設定抵押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寺廟圖記）

4.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須由造報人簽章並加蓋寺廟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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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不動產抵押部分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

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 

6.連帶保證還款書 

以上各項 1式 3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6 日

（區公所：6日）（民

政局：1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3、寺廟印鑑或負責人印鑑證明核發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寺廟或負責人印鑑證明書（份數依寺廟申請需要而定） 

3.相關會議紀錄（議決擬申請印鑑證明之原因及份數等相關事項；並應加蓋寺

廟圖記、主席及紀錄印章）或其他證明文件正本 2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2 日

（區公所：5日）（民

政局：7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4、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設立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應註明申請人代表聯絡電話、住址） 

2.捐助暨組織章程 

3.捐助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加蓋法人圖記)及不動產所有

權狀影本 (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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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或定期存款證明 

4.捐助證明書（含捐助人簽名及蓋章） 

5.捐助人指定書（指定第 1屆董、監事）或籌備會議紀錄（通過捐助章程及依

章程規定選舉董、監事並通過年度預算及業務計畫表） 

6.第 1 屆董事會紀錄（選舉董事長） 

7.願任董監事同意書（全體董監事共具1份同意書或一董監事1份同意書均可）

8.董監事名冊（應註明任期之起訖年月日） 

9.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並由各董監事逐一簽

名加蓋印鑑且填註提出日期） 

10.董監事身分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1.年度業務計畫書（應註明年度且應包含目的、業務項目、業務計畫完成期

限、所需經費及來源、預期績效等並加蓋造報人印章及法人圖記） 

12.年度預算書（加蓋會計、製表人、負責人印章及法人圖記） 

13.不動產鑑價報告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14.週鄰同意書 

15.現狀表 

16.現況照片 

17.沿革 

以上除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 1式 5份外，其餘各項為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8 日

（區公所：7日） 

（民政局：11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5、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董監事變更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有關會議（董監事會、信、教徒大會、年會議或其他依章程規定有權選 

  任董監事及董事長之會議）紀錄 

3.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4.原董監事名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5.願任董監事同意書（全體董監事共具 1份同意書或一董監事 1份同意書 

均可） 

6.董監事名冊（註明任期之起訖年月日） 

7.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並由各董監事逐 

一簽名加蓋印鑑且填註提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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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監事身分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9.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以上除法人及董監事印鑑式 1式 5份外，其餘各項為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6 日

（區公所：6日）（民

政局：1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6、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增加財產變更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議決有關增加財產案） 

3.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4.原有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5.增加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 

6.現有（增加後）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 

  圖記） 

7.增加部分不動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 

  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或定存證明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5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9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7、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處分財產、合建、自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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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處分財產（包括拆除、合建、自建等）有關會議紀錄 

3.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4.原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5.處分、拆除、合建、自建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 

加蓋法人圖記） 

6.處分、拆除、合建、自建財產部分不動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 

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

本）或定存證明 

7.處分、拆除、合建、自建使用計畫說明書（須由造報人簽章並加蓋法人圖記）

8.建築藍圖或其他與該申請案有關應送資料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22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16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8、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變更財產（處分財產、合建、自建完成後）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議決財產變更案） 

3.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4.增加（減少）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 

  記） 

5.原有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6.處分財產清冊影本及處分財產使用計畫書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7.現有（變更後）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 

  圖記） 

8.現有（變更後）新增不動產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 

  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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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5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9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19、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財產減少（專指土地被徵收）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議決財產減少案） 

3.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4.原有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5.減少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 

6.現有（減少後）後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 

  圖記） 

7.徵收補償費有關證明文件影本 

8.存款證明（徵收補償費存入銀行專戶之證明）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4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8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20、宗教（祠）財團法人申請不動產抵押貸款許可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議決不動產設定抵押事項；並應加蓋法人圖記、 

  主席及紀錄印章） 

3.處分設定抵押財產清冊（須由造報人簽章、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 

  記） 

4.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須由造報人簽章並加蓋法人圖記） 

5.原財產清冊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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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不動產抵押部分所有權狀影本（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 

  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登記簿謄本正本） 

7.全體董事連帶保證還款書 

8.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6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1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21、宗教（祠）財團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錄（議決章程條文修正案） 

3.法院民事裁定、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正本 1份、影本 4 

  份） 

4.修正後捐助暨組織章程（請打字並應註明歷次法院裁定字號） 

5.原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民政局印信） 

以上各項 1式 4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5 日

（區公所：6日）（民

政局：9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22、臺北市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之不動產辦理更名登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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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教堂（會）所有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調查清冊。 

3.買賣契約(賣渡證)影印本、信（教）徒大會、董事會紀錄影印本、帳簿影 

  印本或不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理人切結書正 

  本（含立切結書人簽名及蓋章）正本。或其他如法院認證書等文件足可認 

  定之資料。 

4.寺廟登記表或教堂（會）法人登記證書影印本。 

5.不動產所有權人、其繼承人或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管理人印鑑證明。 

6.其他個案表件資料。 

以上各項 1式 2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4 日

（區公所：6日)   

（民政局：8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不動產座落於外縣市者，應檢附含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之不動產

登記簿謄本正本。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項目名稱 23、區民活動中心場地使用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身分證明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網路申辦可用自然人憑證驗證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2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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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使用前通知繳費；費用繳交後始生效。 

2..須於使用場地 10 天前提出申請。 

 

項目名稱 24、原住民子女就學交通補助費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註冊章，註明與正本無誤並簽章)或在學證

明 

3.戶口名簿影本（須有原住民註記） 

4.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5.金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民政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補助對象：設籍本市就讀國中以上至大學之原住民子女。 

2.每年 3月、9月開學後 30 日內，由申請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辦理，逾期不受

理。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項目名稱 25、公益彩券經銷商工作能力證明申請 

應備證件 1.身份證及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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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區公所處理流程至核發證明後，由當事人親送或掛號郵寄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辦理。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並由公所蓋審查合格章。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26、低收入戶查定申請 

應備證件 

1.低收入戶社會扶助申請表 1份 

2.郵局或台北富邦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1份 

3.申請人及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

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最近 3個月內現

戶全戶戶籍謄本（死亡者附死亡除戶謄本，離婚者附離婚前之全戶全部除戶

戶籍謄本，未於本國設籍者請附國外身分證明文件）。  

4.其他相關證明影本離婚協議書或法院判決書、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戶內有 16

歲以上 25 歲以下之學生者需加蓋當學期註冊章，註明與正本無誤並簽章)、

大陸配偶居留證、工作證或旅行證影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3 個月內醫院

診斷書、服役或服刑或失蹤證明、租賃契約書影本、榮民證及存摺內頁明細、

軍公教薪資證明、退休俸證明、優惠存款、服役證明…）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不須複審者：40日 

須複審者：60 日 
(區公所初審︰15日) 

(稅捐機關：25日)  

(社會局複審：20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申請日以申請人備齊所有證件後起算。 

2.依 93.12.15 北市社二 09306078900 號函。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或郵寄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

理。 

4.查稅 39 天，原因為財稅資料新增稅籍資料，申請案經查調財稅，如列計人

口有被申報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則需再增加第 2次查調該申報人之財稅資

料，需時 14 天。 

5.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27、家境清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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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全家最近 1年財稅資料乙份(含不動產、投資證明及各類所得清單) 

3.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註冊章，註明與正本無誤並簽章)或在學證

明 

4.全戶戶籍謄本（涉及外縣市管理者，須自行檢附。）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包括申請獎助學金、減免學雜費、減免課業輔導費 3項。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28、代賑工（臨時工）輔導 

應備證件 

1.身分證（驗畢後歸還並影印留存） 

2.最近 3個月內照片 2張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申請表 2份                              

5.申請人、配偶及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

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最近 3個月內全

戶戶籍謄本 1份。  

6.其他相關文件（依申請人全戶人口身分及現況檢附資料，如低收入戶卡、 

身心障礙手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註冊章，註明與正本無誤

並簽章)、護照、居留證或旅行證、榮民證、軍公教人員退休俸資料、軍教

人員最近 1年薪資明細表、住院證明、離婚協議書等）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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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41 日 
(區公所：16 日) 

(稅捐機關︰25 日) 

2.總登記案件依

專簽市長核定

期程辦理。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低收入戶附低收入戶卡影本。 

2、身心障礙者附身心障礙者手冊。 
3、16 歲以上就學者附學生證影本。 

4、符合資格者，請繳交台北富邦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1份予派工單位。 

 

項目名稱 29、急難救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3.身份證正本及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4.傷病者應加附公立或私立財團法人醫療院所診斷書及3個月內醫療費用收據

正本或繳費證明，死亡者應加附死亡有關證明文件 

5.前往他縣市就業者應附證明文件 

6.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如求職證明……等)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里幹事訪視、案件審核、核發救助款 2天。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與面談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30、天然災害救濟申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全戶戶籍謄本及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3 個月內戶籍謄本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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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金融機構帳戶影本 

4.有關證明文件(死亡證明書、醫院診斷書、醫藥費收據等) 

5.水災火災震災有關證明（如火災證明書、住屋或傢俱毀損相片等文件） 

6.勘察紀錄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8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申請日以「里幹事」備齊資料且符合救濟標準起算。 
2.集中支付處完成撥款工作平均約 3天。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31、悠遊卡申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或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2.最近 3個月內 2吋彩色照片 2張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3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項目名稱 32、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應備證件 1.初次鑑定者：身分證正本或戶口名簿（未領有身分證者，持戶口名簿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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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畢後歸還並影印留存） 

2.重新鑑定者須帶原有之身心障礙手冊 
3.最近 3個月內 1吋半身相片 3張 

4.申請書（區公所提供） 

5.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第一階段：區公所

櫃台受理 1小時 

第二階段：12 日 

(衛生局：6日) 

(區公所：6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醫院受理依實際時間處理。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領取手冊時需攜帶舊手冊、身分證、印章，如為代領時，請加附代領人身分

證、印章。 
4.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5.申請自願放棄手冊需填申請書，身心障礙者年滿 20 歲且未受禁治產宣告者

不克親自申請時得填「委任書」委託他人辦理；未滿 20 歲或受禁治產宣告

者，應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代辦申請。申請時須將原手冊繳回註銷，且自

放棄手冊後其原享有之身心障礙者相關福利亦將一併取消，如欲恢復手冊

時，需依身心障礙鑑定流程重新辦理。 

 

項目名稱 33、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申請人、配偶、所有子女及其配偶、無工作能力之孫子女、認列綜合所得稅

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最近 3 個月內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死亡者

附死亡除戶謄本，離婚者附離婚前之全戶全部除戶戶籍謄本，未於本國設籍

者請附國外身分證明文件）。  

3. 申請人郵局或台北富邦銀行存摺封面及最近一年內頁影本（若夫妻同為 65

歲以上，須同時提供） 

4.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限本人） 

5.其他相關文件：依申請人全家人口所具身分及現況另檢附下列文件： 

（1）榮民證正反面影本及郵局存摺內頁影本 

（2）軍公教人員退休資料（含優惠存款證明、半年俸資料） 

（3）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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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戶內有 16 歲以上 25 歲以下之學生者需加蓋當學期

註冊章，註明與正本無誤並簽章) 

（5）其他與申請人相關之證件（如：兵役證明、入監服刑證明、大陸配偶證

明文件…等）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50 日 
(區公所︰17 日) 

(稅捐機關：25 日) 

(社會局︰8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戶籍謄本非屬北市轄區範圍者，請申請人自行檢附。 

2.申請日以申請人備齊所有證件後起算。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或郵寄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5.本市市民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由戶長或其法定代理人檢附文件，向戶籍所在

地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無法自行申請者，得由鄰長、里長、里幹事或由

社會工作人員代為申請。 

 

項目名稱 34、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正本 

2.身心障礙手冊正本（繳驗後影印並歸還正本） 

3.戶口名簿正本（繳驗後影印並歸還正本） 

4.3 個月內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且註明申請人姓名、地址（限臺、澎、金、馬

地區開立） 

5.領據、印章（如親自辦理，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若為代辦，代辦人可以

簽名代替，但身障者需蓋章） 

6.申請人之郵局或台北富邦銀行存摺封面影本（須有戶名及帳號） 

7.低收入戶卡正本（繳驗後影印並歸還正本，無則免附） 

8.委託書（非本人親自申請者填寫並請受委託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9.其他文件依申請器具項目及身分檢附，如：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3個月內醫師

診斷證明書正本、輔具買賣契約書影本、3個月內輔具檢測合格證明書正本、

3個月內輔具評估建議書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註冊章，註

明與正本無誤並簽章)或在學證明，請詳見「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

具費用補助標準表」(http://www.dosw.taipei.gov.tw/)有關規定。 

申請方式 親自或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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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自申請日起至補助款撥入申請人帳戶日止所需作業時間為 2個月。 

 

項目名稱 35、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並應簽章（內含切結書） 

2.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1份（正本現場查驗後歸還） 

3.申請人及配偶及、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

及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最近 3 個月

內全戶戶籍謄本 1份（已死亡者檢附除戶謄本） 

4.申請人之郵局或台北富邦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1份 
5.其他有關證明影本（如軍公教薪資證明或退休證明、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兵

役證明、離婚協議書、在監證明、租賃契約書等影本、外籍配偶居留證）1

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50 日 
(區公所︰17 日) 

(稅捐機關：25 日) 

(社會局︰8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申請日以申請人備齊所有證件後起算。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或郵寄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36、低收入戶子女就學交通補助費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學生證（加蓋註冊章）正反面影本，若學生證為 IC 卡請準備在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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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收入戶卡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補助對象：本市列冊之低收入戶戶內人口就讀國中以上、大專以下之子女，

且符合下列規定者： 

（1）未滿 25 歲。 

（2）就讀高中（職）以上者須為就讀臺灣地區高中（職）、二專、五專、二技、

四技或大學之法定修業年限以內之學生（含夜間部）。但延長修業年限、

就讀大學院校碩、博士班、空中大學、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在職進

修班、學分班之學生，不予補助。 

2.每年 3月 31 日、10 月 31 日前，由申請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辦理，逾期不受

理。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37、低收入戶喪葬補助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戶口名簿正本（已劃刪亡者之戶口名簿，足以證明申請人與死者家屬或親屬

關係之證明文件） 

3.法院檢察官或醫院填發之死亡證明書正本 

4.埋（火）葬許可證正本（火葬需丁聯） 

5.墓地或靈骨塔使用證明書影本（埋葬許可證已註明葬於本市公墓者，可免附

墓地使用證明書）或骨灰寄存單 

6.申請人身分證正本、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7.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 
8.申請人郵局或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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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5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1.依臺北市貧困市民喪葬補助費申請須知第三點規定：「（一）低收入戶死亡，

應由其家屬或親屬於其死亡後 2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死亡者之戶籍

所在地區公所申請，逾期概不受理。」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38、育兒補助申請查定 

應備證件 

1.申請表（申請人請於申請表上簽名及蓋章） 

2.申請人及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

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應計算家庭人口

之戶籍資料 1份。  

3.兒童父或母一方之台北富邦銀行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份 

4.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國民（含華橋、外籍人士）或大陸地區人民需檢附

旅行證或居留證影本、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自第一次入境迄今)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因國稅單位無法提供當年財稅資料，申請人如家庭總收

入與稅籍所得資料不符時，請自動檢具薪資證明、離職證明、因病致影響工

作能力之診斷證明．．．等，視個人狀況自行檢具） 
※申請人非兒童父母時請提具法院法定代理人民事裁定書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53

日 
(區公所︰28 日) 

(稅捐機關：25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1.本補助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料之日為受理申請日。 
2.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受委託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項目名稱 39、三歲以下兒童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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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證件 

1.申請表（申請人請於申請表上簽名及蓋章） 

2.申請人及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

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應計算家庭人口

之戶籍資料 1份。 

3.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國民（含華橋、外籍人士）或大陸地區人民需檢附

旅行證或居留證影本 
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因國稅單位無法提供當年財稅資料，申請人如家庭總收

入與稅籍所得資料不符時，請自動檢具薪資證明、離職證明、因病致影響工

作能力之診斷證明．．．等，視個人狀況自行檢具） 

※申請人非兒童父母時請提具法院法定代理人民事裁定書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不須複審者：48日 

須複審者：60 
(區公所初審︰15 日)

(稅捐機關：25 日)  

(社會局複審：12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1.經審查合格者，接受健保費補助之生效時間，於當月 15 日以前核定通過者，

自當月起算；於 16 日以後核定通過者，自次月起算。 

2.其他相關規定依「三歲以下兒童醫療補助辦法」為主。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或郵寄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受委託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項目名稱 40、中低收入家庭幼童身分認定申請查定 

應備證件 

1.申請表（由幼托機構提供、至區公所索取或自社會局網站下載） 

2.申請人或代申請人之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3.申請人及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

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應計算家庭人口

之戶籍資料 1份。 

4.申請人及配偶之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國民（含華橋、外籍人士）或大陸地區人

民需檢附旅行證或居留證影本 

5.兒童該學期就托/讀之學費繳費收據（浮貼於申請表背面）。(正、影本皆可)

6.申請人郵局或銀行存摺等影本（限就托外縣市機構者提供）。 
7.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因國稅單位無法提供當年財稅資料，申請人如家庭總收

入與稅籍所得資料不符時，請自動檢具薪資證明、離職證明、因病致影響工

作能力之診斷證明．．．等，視個人狀況自行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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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53

日 
(區公所︰16 日) 

(稅捐機關：25 日) 

(社會局︰12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1.補助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料之日為受理申請日。 
2.網路預約之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3.申請人非兒童父母時請提具寄養家庭合約書或其他委託書正本。 

4.本身分認定受理期限每年第一學期為 8月 1日~9 月 30 日止；第二學期為每

年 2月 1日~3 月 31 日止，逾期不受理。 

5.中低托教補助申請人之兒童需就托已立案之公私立托兒所且當年度9月1日

年滿 3歲或就讀幼稚園且當年度 9月 1日年滿 4歲之學齡前幼童；扶幼計畫

中低收入家庭身分認定之申請人之兒童需就讀已立案之公私立托兒所、幼稚

園且當年度 9月 1日年滿 5歲者之學齡前幼童，惟依特殊教育法規定就讀公

私立幼稚園者或依相關法令核定緩讀並經安置於幼稚園之學齡兒童者不在

此限（以申請表上記載之出生年月日期間為準）。  

6.補助標準： 

（1） 扶幼計畫補助：以「中低收入家庭」身分就讀公立幼稚園及托兒所可享

「免費」措施；就讀私立幼稚園及托兒所，每學期最高

以等同於公立幼稚園學雜費收費總額給予補助。 

（2） 中低托教補助：每人每學期最高 6,000 元，但已請領原住民兒童托育補

助、特殊境遇婦女子女托育津貼等相同性質之補助者，

不得重複申請本項補助。 

7.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受委託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項目名稱 41、國民年金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資格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家庭應計算人口 3個月內戶籍謄本 1份（包括本人及配偶、（養）父母、 

（養）子女、同一戶籍之其他直系血親或兄弟姐妹、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

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3.其他證明文件（薪資證明、在學或服役證明、身心障礙者手冊影本、公立就

業服務機關開立之失業認定證明、居留證影本、及低收入戶卡證明影本等資

料）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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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53 天 

（區公所 9日） 

（內政部協助查

調財稅 44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1. 申請人以申請備齊所有證件後起算。 

2. 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或郵寄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

受理。 

3. 查稅 44 日，原因為內政部統一協查財稅需時 30 日，惟財稅資料申請查調

後，如列計人口有被申報所得稅扶養親屬，則需再增加第 2次查調該申報

人財稅之情況，需時 14 日。 

4. 委任代理人者，應檢附委任書及代理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項目名稱 42、申請籌組社區發展協會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發起人名冊 

3.章程草案 
4.發起人(需 30 人以上、年滿 20 歲、設籍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身分證正反面

或工作地之證明資料影本（1式各 4份，社會局 2份、區公所 2份）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6

日 

(區公所︰6日) 

(社會局：10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網路預約申辦，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項目名稱 43、申請成立社區發展協會 

應備證件 

1.第一次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紀錄（含簽到本） 

2.當選理監事之會議紀錄（含簽到本） 

3.選任職員簡歷冊 

4.會員大會手冊（須含組織章程、年度工作計畫及預算、收支預、、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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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附本次會員大會召開前「審定會員資格」之籌備會會議紀錄】） 

5.工作人員簡歷冊 

6.會址使用同意書（需同意人蓋章）（需檢附房屋所有權狀影本或繳稅證明  影

本） 

7.移交清冊 
8.理事長當選證明書申請表 1份、理事長照片 2張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6

日 

(區公所︰6日) 

(社會局：10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 詳如附表 

備註 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項目名稱 44、農業動力用電申辦基本電費減免輔導 

應備證件 

1.農業灌溉及水利設施操作用電經辦妥水權登記取得水權狀、臨時用水執照或

經水利主管機關證明依法免為水權登記 

2.農作物栽培及收穫後處理用電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

件（例：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或農業機械使用證 
3.農產品冷藏及糧食倉儲用電經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糧食主管機

關核發證明文件 

4.水產養殖用電領有漁業權執照或入漁權證明、養殖漁業執照 

5.畜牧用電經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 

6.例外案件請參見備註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2小

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臺北市政府第 6次擴大授權區公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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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接電請逕洽電力公司辦理。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依「農業動力用電範圍及標準」規定，農業動力用電以合於下列規定之用電

並直接供農業所需者為限： 

（1）農業灌溉及水利設施操作用電：抽水或揚水以灌溉農作物為目的或操作

各種農業水利設施之用電。 
（2）農作物栽培及收穫後處理用電：農作物播種、育苗及栽培管理或各種農

產品乾燥、脫粒、洗選、分級、包裝之處理機械用電，或設施園藝所需

之光照及溫度調節用電。 
（3）農產品冷藏及糧食倉儲用電：農民團體及農產品批發市場冷藏農產品，

或農民團體存儲公糧、稻米、雜糧之倉儲操作或碾米機械之用電。 
（4）水產養殖用電：海上養殖所需之岸上飼料原料儲藏、冷凍、混合、投餌、

洗網機械；陸上養殖所需之抽水、排水、打氣、溫室加溫、循環水等水

質改善設備、飼料原料儲藏、冷凍、混合、投餌機械之用電。 
  （5）畜牧用電：飼養家畜、家禽、污染防治設施、雞蛋洗選、分級包裝或

            集乳站機械之用電。 
5.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45、受理農戶種稻及輪作休耕補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三聯單） 

2.印章或簽名       

3.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登記謄本正本 

4.農戶基本耕地總清冊 
5.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 

6.戶籍所在地農會存摺影本（未有此項證件者請攜帶身分證、印章至農會辦理）

7.代耕證明 
8.土地分管證明（共有土地）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區公所：1小時) 

(產業發展局：6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2

個月(60 日)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區公所僅負責申請案之收件，後續之審查部分由本府產業發展局轉農糧署負

責辦理，故處理期限之計算係指區公所受理申請時間，而非指完成整個補助

程序。 

2.每年兩期，申報期限為每年 3月及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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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建檔之農戶免附農戶基本耕地總清冊。 
4.網路預約申辦，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與面談至區公所後方能正

式受理。 

5.84 年 1 月 1 日前設立及位於外縣市之土地，應檢附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登記

謄本。 

6.設籍臺北市 84 年 6 月後之除、現戶之謄本，得由該申請案件之受理機關逕

至市政資料庫下載檢附。 

7.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46、陽明山國家公園採箭竹筍許可證核發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身分證正本 

3.最近 3個月內 1吋相片 2 張 

4.繳費 

5.土地所有權狀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曾申請者備 1吋近照 1張，以舊證換新證。 

2.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公告，自即日起至 97 年 12 月 31 止，陽明山國

家公園園區內暫停開放採摘箭竹筍。開放時間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公告

為準。 
3.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須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理。 

4.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47、耕地租約變更終止或註銷登記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式 2份 

2.租約書 

3.有關訂立、變更、續訂、終止或註銷之證明文件 

4.身分證明文件 

5.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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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請說明                ）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23

日  

(區公所：17 日) 

(地政處：6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若係單方申請案件及案情複雜者，其處理期限得酌予延長。 
2.網路預約，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應備證件與面談至區公所後方能正式受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48、鄰里公園借用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申請人印章、身分證 

3.活動計畫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5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臺北市公園場地使用注意事項及臺北市公園場地使用注意事項補充規定。

2.請於借用日 10 天前填具借用申請書及活動計畫書、借用人（單位）身分證

明文件，提出申請。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4.申請書內容核定後，通知申請人於 3天內繳交保證金 2萬元。 

5.借用人如要求於保證金退還時，直接匯入其所設立之金融機構帳戶時，須另

行繳交其所指定之金融帳戶戶名、帳號影本。 

 

項目名稱 49、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其屬法人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3.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使用部分需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 

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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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人無法出席領勘時，代理人應檢附委託書及代理人身分證影本 

6.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可從「臺北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申請及查詢系統」查詢者，得免予檢附)  
7.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本市地政機關能提供網路

查詢，得免予檢附） 

8.申請土地如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應另檢附國家公園管理處核發之「國家公

園區域內農業用地證明書」1份 

9.繳費證明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3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申請時，應分別檢具相關法人

證明文件，替代自然人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 

2.申請土地如有興建農舍或農業設施，應於地籍圖上明確標示，並簽名或蓋章。

 

項目名稱 50、社區共同天線核轉 

應備證件 

由政府機關團體、中華民國國民組設之公司、財團法人或電氣行號申請設立 

1.申請書一式 5份【應載明事項：（1）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住

址、學歷及經歷（2）申請設立目的（3）財務狀況（4）作業能力（5）申

請服務之區域詳圖（6）服務區域電視接收機用戶數（7）經費來源、經營

方式（8）預定收費數額（9）服務處所及維護方式（10）工程計畫（含天

線及機線設備狀況）】。 

2.工程計畫書一式 5份。 

3.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一式 5份。 

4.公司執照影本一式 5份。 

5.服務行政區域圖一式 5份。 

6.收視不良調查表一式 5份。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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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2

日 

(區公所：6日) 

(觀光傳播局︰6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2

個月(60 日)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經建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區公所函轉申請案【區公所僅負責申請案之初審，後續之審查部分由本府觀

光傳播局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辦理，故處理期限之計算係指區公所受

理申請時間，而非指完成整個申請程序】。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1、義務役入營服役證明書申請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或身分證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網路預約申辦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

受理。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2、乙種國民兵申請補（換）發證書 

應備證件 
1.最近 3個月內 2吋半身相片 2張 

2.身分證正本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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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據臺北市政府兵役處 89 年 12 月 7 日北市兵一字第 8922831600 號函轉頒

「兵役法修正施行前補充兵及國民兵管理運用辦法」，授權區公所核發。 
2.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4、僑民申請暫緩徵兵處理 

應備證件 
1.返國居住屆滿 1年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2.僑務主管核發證明文件 

3.相關主管單位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4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項目名稱 53、應徵役男申請延期徵集入營 

應備證件 
1.相關證明文件（詳如備註欄網頁）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4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戶口名簿影本涉及外縣市管理者，須自行檢附。 
2.相關證明文件網頁網址 http://w2.tcdms.taipei.gov.tw/word/徵兵規則附
件-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doc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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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55、役男免役證明書申請補發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戶口名簿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日（包括跨區、

縣市補發）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在舊法施行期間判定為丁等體位而在新法實施後始申請免役証明者仍可適

用。 

2.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4.依據內政部役政署 97 年 10 月 2 日役署徵字第 0975005827 號及臺北市政府

兵役處 97 年 10 月 15 日府授兵檢字第 09731475300 號函辦理，戶役政資訊

系統修改後區公所權限僅能辦理役男免役證明書遺失補發。 

 

項目名稱 56、役男禁役證明書申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3.法院判決確定書、入監執行指揮書及出（在）監證明書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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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4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7、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各項補(慰)助申請 

應備證件 
1.生育、喪葬、急難慰助等有關事項證明文件 

2.家屬郵局存摺正本（查驗無誤即歸還）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3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網路預約限本市市民，申請人仍需臨櫃繳驗相關證件至區公所方能正式受

理。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8、服兵役役男家屬及遺屬特別補助費申請 

應備證件 

1.有關事項證明文件 

2.家屬郵局存摺正本（查驗無誤即歸還）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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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3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2.戶籍資料涉及外縣市管理者，須自行檢附。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59、役男申請改判體位 

應備證件 

※申請公費複檢者，應備證件： 

1.3 個月內公私立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書若註記「兵役訴訟無效」者，則不

受理） 

2.申請書 1份（由役政系統列印）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身分證正本 

※申請自費複檢者，應備證件： 

1.向戶籍地區公所領取同意書 

2.申請書 1份（由役政系統列印）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身分證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區公所3日）（兵

役處 4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項目名稱 60、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申請 

應備證件 
1.財稅資料及有關證明文件 

2.家屬郵局存摺正本（查驗無誤即歸還）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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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請說明                ）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9日

（區公所3日）（兵

役處 6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有關證明文件如醫師診斷證明、身心障礙者手冊、重大傷病卡、學生證、榮

民就養證明等影本視個案狀況檢附。 

2.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3.戶籍資料涉及外縣市管理者，須自行檢附。 

 

項目名稱 61、受理後備軍人轉、免役體檢申請 

應備證件 

1.公私立醫院最近 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乙份 

2.身分證正本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退伍證明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隨到隨辦受理，1

日內轉臺北市後

備指揮部核定。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為考量醫院體檢作業負荷，並避免浪費醫療資源達到便民目的，持兵役（甲

種）用證明書者、內政部會商行政院衛生署指定之檢（複）查醫院診斷證明

書、國軍醫院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得免參加體檢，

可直接判定體位。但持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仍應檢附前述診斷證

明書，俾利體位判等。 

2.複檢人員一律持「健保卡」參加複檢，「後備軍人」複檢者相關費用由當事人

自行負擔。 
3.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起算。 

 

項目名稱 62、後備軍人緩召 

應備證件 
1.申請「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緩召者： 

 (1)退伍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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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切結保證書 

 (3)其他有關證件 

 (4)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2.申請「無同父兄弟」緩召者： 

 (1)切結保證書 

 (2)退伍令影本（初次申請者）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上年度緩召核准通知書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每年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受理申

請，於 5 月 31 日

前轉台北市政府

兵役處、台北市 

後備指揮部核定。 

二、財稅資料統一

於 5 月 10 日前送

財稅中心查證。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對申請人之身分認定若仍有疑義，得要求當事人補繳其他證明文件。 

2.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項目名稱 63、常備兵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申請提前退伍 

應備證件 

1.生（養）父母結婚設籍登記起至現戶籍全部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工作單位證明 

4.財稅資料及有關證件 

5.家庭狀況調查審核表 2份 

6.其他相關證件（視個案狀況檢送）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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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0 

日 

（區公所 30 日）

（兵役處 30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據新頒「常備兵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申請提前退伍規定」修訂。 

2.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項目名稱 64、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役 

應備證件 

1.生（養）父母結婚設籍登記起至現戶籍全部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工作單位證明 

4.財稅資料及有關證件 

5.家庭狀況調查審核表 2份 

6.其他相關證件（視個案狀況檢送）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網路預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0 

日 

（區公所 30 日）

（兵役處 30 日） 

2.網路申辦：3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據新頒「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修訂。 

2.網路預約自申請人備齊相關證件至區公所完成受理後次日起算 3日。 

 
項目名稱 65、替代役備役證明補發申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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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區公所：3日）

（兵役處：4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66、離營證件補發申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影本（正本核對後歸還）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3.申請書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6 日（區公所 3日

核轉台北市後備

指揮部）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核定後再由區公所通知申請人領件。 

2.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67、後備軍人離營證件年齡、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更正申請 

應備證件 
1.離營證件 

2.戶籍謄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6 日（區公所 3日

核轉台北市後備

指揮部）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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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核定後再由區公所通知申請人領件。 

2.原列籍貫配合戶籍法規取消,另兵籍號碼依兵籍規則由身分證統一編號取

代。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68、役男申請短期出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印章（受委託人亦需備妥身分證、印章） 

2.護照正本 

3.役男於 19 歲之年 1月 1日起至未滿 20 歲（依民法計算）申請出境，其申請

書需經監護人簽章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 小時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役男申請出境，應由本人或成年之家屬提出申請；如委託他人申請，應附委

託書，且受託人應年滿 20 歲以上。 

2.役男申請短期出境須於護照內加蓋核准章；並請於出境時攜帶出境申請書，

以便查驗。 

3.為免資料查核不實，已在機場等待出境，始要求異地申辦案件，不予受理。

4.委託書（委託非家屬代為申請者需檢附）。 

5.年滿 20 歲以上，現就讀國內學校之在學緩徵役男，亦可以網路方式向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https://nas.immigration.gov.tw）申請短期出國。 

 
項目名稱 69、役男申請服宗教因素替代役 

應備證件 

1.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2. 申請人自傳、理由書、切結書 

3. 政府立案宗教團體開立之證明文件(含宗教團體經政府登記立案之文件及 

役男信仰宗教心理狀態不適服常備兵役證明書) 

申請方式 親自或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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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5 日 

（區公所：5日） 

（兵役處：1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符合宗教因素申請服替規定者，得於徵集服役前提出申請。 

2. 依「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之規定，於受理申請後 5 日天內函轉兵役處

複審。兵役處函轉內政部役政署核定。 

3. 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代理人應備國民身分證、印章及申請人委

託書。 

 
項目名稱 70、役男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 

應備證件 

1.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2. 全戶戶籍謄本(父母結婚登記至現戶) 

3. 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卡正本及影本等有關資料 

4. 里長證明、家屬在學證明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 親自或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40 日 

（區公所：20 日） 

（兵役處：20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機關一） 

（機關二）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符合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規定者，得於徵集服役前提出申請。 

2. 因家庭因素申請者，區公所受理後得向當事人或其他機關實地複查，於 20

日函轉兵役處核辦。 

3. 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代理人應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及申請人委

託書 

 
項目名稱 71、役男申請服專長(志工)資格替代役 

應備證件 

1.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2. 專長替代役應備申請役別之專長證照（件）正本及影本 

3. 志工替代役應備志工團體開具志工服務時數證明 

申請方式 親自或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54



□其它（請說明                ）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6 日 

（區公所：1小時） 

（兵役處：6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據內政部頒「年度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之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

每年4月至5月依內政部每年役男申請服替代役實施計畫規定期限辦理。【非

公告期間不受理】 

2.在受理申請期限，由役男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登錄及下載申請書，並至戶籍

地區公所核驗證明文件與核章後，役男自行掛號郵寄內政部役政署，由役政

署完成審核與辦理抽籤作業。 

3.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代理人應備國民身分證、印章及申請人委 

託書。 

4.限制條件： 

(1)申請役男須無緩徵、申請改判體位或延期徵集等事故。（但應屆畢業役

男緩徵事故原因能於年度 1月 31 日前消滅者，得提出申請）。   

(2)大專程度以上役男具預備軍、士官資格者，須於申請時切結俟經徵服一

般替代役後即放棄預備軍、士官資格。 

(3)役男須無各類（役）別需用機關所定因犯罪經判決有罪確定不予許可申

請服一般替代役或限制服一般替代役類（役）別條件（但少年犯罪、過

失犯或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不在此限）。 

 
項目名稱 72、役男申請服一般資格替代役 

應備證件 
1.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2. 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 

申請方式 親自或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6 日 

（區公所：1小時） 

（兵役處：6 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依據內政部頒「年度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之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

每年4月至5月依內政部每年役男申請服替代役實施計畫規定期限辦理。【非

公告期間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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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受理申請期限，由役男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登錄及下載申請書，並至戶籍

地區公所核驗證明文件與核章後，役男自行掛號郵寄內政部役政署，由役政

署完成審核。 

3.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代理人應備國民身分證、印章及申請人委 

託書。 

4.限制條件： 

(1)申請役男須無緩徵、申請改判體位或延期徵集等事故。（但應屆畢業役

男緩徵事故原因能於年度 1月 31 日前消滅者，得提出申請）。   

(2)大專程度以上役男具預備軍、士官資格者，須於申請時切結俟經徵服一

般替代役後即放棄預備軍、士官資格。 

(3)役男須無各類（役）別需用機關所定因犯罪經判決有罪確定不予許可申

請服一般替代役或限制服一般替代役類（役）別條件（但少年犯罪、過

失犯或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不在此限）。 

5.按公告員額扣減專長及志工資格錄取員額後之餘額由兵役處或公所辦理抽

籤。 

 
項目名稱 73、替代役役男申請提前退役 

應備證件 

1.生（養）父母結婚設籍登記起至現戶籍全部戶籍謄本 

2.身心障礙手冊 

3.財稅資料及有關證件 

4.替代役役男申請提前退役調查審核表 2份 

5.其他相關證件（視個案狀況檢送）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37 

日 

（區公所 20 日）

（兵役處 10 日） 

（役政署 7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代理申請須委託成年家屬為之。代理人應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及申請人委託

書。 

2.申請人請提供服勤單位名稱、電話、地址。 

 
項目名稱 74、役男申請延期返國 

應備證件 

1.因重病、意外災難或其他不可抗力之特殊事故 

(1)申請書 

(2)經驗證之當地就醫醫院診斷證明書 

(3)經驗證之相關證明文件 

(4)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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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任駐外外交人員之子，隨父或母出境而就學者 

(1)申請書 

(2)經驗證之在學證明 

(3)相關證明文件 

(4)父或母之駐外證明 

(5)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 

3.未在學役男上遠洋作業漁船工作，未能如期返國須延期者 

 (1)申請書 

 (2)經轄區漁會證明之船東保證書 

 (3)其他相關證明 

 (4)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 

申請方式 家屬親自辦理、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 日 

（區公所3日）（兵

役處 4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兵役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須由役男成年家屬代為申請。如委託他人申請，受委託人應帶國民身分證、

印章及申請人委託書。 

 
項目名稱 75、民事及告訴乃論刑事事件之調解聲請 

應備證件 

1.身分證 

2.有關聲請調解資料 

3.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4.網路申辦可用自然人憑證驗證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非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刑事：15 日 

民事：15 日 

調解書須送法院

審核 

2.網路申辦：15 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電話:詳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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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網路或電話係屬預約性質，正式受理仍須親自或郵寄相關佐證之資料及證

件始可辦理後續作業。 

2. 另當事人聲請延期者，得延長 10 日。 

3.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76、調解不成立證明書 

應備證件 
1.聲請書 1份 

2.印章（未攜帶者得以簽名為之） 

申請方式 郵寄、親自、委託申辦、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7日 2.網路申辦：4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項目名稱 
77、投保（轉入）全民健康保險第一類（里鄰長保險）、第五類（低收入戶福

保）、第六類（地區人口）保險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正本（尚未領有身分證者） 

3.原投保單位轉出表 

4.以下依不同情況（不同身分）檢附不同證明文件 

 (1)具有榮民或榮民遺眷身分者檢附榮民證或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正本或影 

    本 

 (2)退休人員（非農、漁、工會會員或公司負責人退休）請備退休證明文件 

 (3)年滿 20 歲在學者，應檢附學生證正本或影本，以眷屬身分加保；畢業 1

年內，得以眷屬身分加保時，檢附畢業證書 

 (4)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檢附低收入戶卡及社會局核准低收入戶公文 

 (5)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者檢附身心障礙手冊 

 (6)外籍人士、港澳、大陸人士須檢附居留證或具團聚、依親居留、長期居 

    留事由之入出境許可證正本（首次加保者需提供歷次之居留證或 

    出入境證） 

 (7)回國首次加保者須檢附首次返國前全部之護照或入出境證明書、除籍及

現戶謄本 

 (8)出獄者檢附出入監證明等相關證件 

 (9)退伍者檢附退伍令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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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特殊情況未帶轉出單者，現場由櫃檯人員利用電腦查詢轉出日期，或申請人

填寫轉出聲明書乙份。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78、退保(轉出)全民健康保險第一類（里鄰長保險）、第五類（低收入戶福保）、

第六類（地區人口）保險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正本 

2.以下依不同情況（不同身分）檢附不同證明文件 

  (1)徵集令 

  (2)服刑（管訓）證明 

  (3)死亡證明或除戶謄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傳真、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親自、委託申

請方式：1小時 

(2)其他申請方

式：5日（限第六

類（地區人口） 

2.網路申辦：4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郵寄申請日以郵戳日之次日為申請日。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79、停保全民健康保險第一類（里鄰長保險）、第六類（地區人口）保險 

應備證件 身分證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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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親自、委託申

請方式：1小時 

(2)其他申請方

式：5日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郵寄申請日以郵戳日之次日為申請日。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80、恢復全民健康保險第一類（里鄰長保險）、第六類（地區人口）保險 

應備證件 
1.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尚未領有身分證者） 

2.護照（新、舊、外國）或入出境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護照上出入境日期不明確，請先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入出境證明文

件。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除籍及現戶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81、變更全民健康保險第一類（里鄰長保險）、第五類（低收入戶福保）、第六

類（地區人口）保險對象基本資料 

應備證件 
身分證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傳真、網路申辦(全程式) 

 60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 

(1)親自、委託申

請方式：1小時 

(2)其他申請方

式：5日（限第六

類（地區人口）辦

理通訊地址變更 

2.網路申辦： 4

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郵寄申請日以郵戳日之次日為申請日（限第六類（地區人口）辦理通訊地址

變更)。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82、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認定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2.以下依不同情況（不同身分）檢附不同證明文件 

(1)死亡者檢附死亡證明書 

(2)行蹤不明者檢附向警察機關報案且取得未經銷案達 6個月以上證明 

(3)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者檢附身心障礙手冊 

(4)罹患重大傷病或患病須長期療養不能工作者須檢附最近一個月須長期療

   養不能工作之診斷證明或重大傷病卡 

(5)懷胎 6個月以上或分娩 2個月以內者須檢附最近 1個月之診斷證明、子

   女之出生證明或戶籍資料 

(6)服役通知書或足資證明役期尚有 1年以上之文件 

(7)申請時失業達半年以上者，須檢附前一工作單位之離職證明書、相關機

   關之停歇業、退伍令、出監證明，或向公立就業輔導機構填寫之求職登

   記表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或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 

  (8) 單親，須獨自扶養未成年之子女者，須檢附戶籍資料（得由受理機關逕

     自市政資料庫下載檢附）、訴狀、法院判決書影本、保護令影本、警 

     察處理家暴事件調查表影本、警察局報案單影本或立案之社會福利團體

     個案輔導資料   

(9) 子媳雙亡或子亡媳改嫁，須獨自扶養未成年之孫子女者須檢附戶籍資 

   料（得由受理機關逕自市政資料庫下載檢附）或立案之社會福利團體個

   案輔導資料 

  (10)洽國稅局各地稽徵所申請最近 2年內所得財產資料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無 非網路繳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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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1小

時 

2.網路申辦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健保課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若符合下列情形之一，不得以失業定之： 

(1)在工農漁會加保者 

(2)滿 65 歲以上或 20 歲以下者 

(3)從未工作者 

(4)夫妻一方在 1類加保者 

(5)出國（辦停保）者 

(6)夫妻一方在 2、3類加保者 

(7)服刑中（辦退保）者 

(8)退伍或服刑期滿未滿半年者不得以「主要家計負擔者申請時失業已達半

年」為申請經濟困難資格認定。 

2.保險對象非本市市民者，請自行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委託辦理者應檢附委託人、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項目名稱 83、借（使）用區公所大禮堂申請 

應備證件 

1.申請書 1份 

2.使用切結書 

3.印章及身分證正本 

申請方式 親自、委託申辦、郵寄、傳真、網路申辦(全程式) 

繳費方式 

網路繳款 非網路繳款 

■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金流 

■網路 ATM□網路銀行□線上信用卡

□其它（請說明                ） 

■臨櫃繳費■金融機構匯款□信用卡 
□郵政劃撥□便利商店代收 

□支票或匯票□電話繳款 
□其它（請說明                ） 

處理時限 

1.一般申請：3日 2.網路申辦：2日

■全程式 

□非全程式   

□網路預約 

3.須會外機關審查 4.須層轉核釋 

承辦單位 

本市各區公所秘書室 

電話：詳如附表 

傳真：詳如附表 

備註 

1. 依臺北市各區行政中心禮堂場地使用管理辦法。 

2. 場地之預訂，應於使用日前 3個月內為之，並於使用日前 15 日內辦理申請。

3. 本申請案費用繳交後始生效。 

4. 受託人需攜帶身分證、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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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本所各課室服務電話及電子信箱 

 

 

 

 
課     室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區 長 23043800 

Wh_011@mail.taipei.gov.tw

副 區 長 23064468 分機 101 

主 任 秘 書 23064468 分機 102 

民  政  課 23064468 分機110---120

社  會  課 23064468 分機220---236

經  建  課 23064468 分機277---283

兵  役  課 23064468 分機250---266

健  保  課 23064468 分機204---205

調 解 會 23064468 分機 170 

秘 書 室 23064468 分機300---318

人 事 室 23064468 分機340---344

政 風 室 23064468 分機330---331

會 計 室 23064468 分機35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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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萬華區各里里長與里辦公處電話一覽表 

里  別 里  長 里 辦 公 處 里 長 手 機 

福星 李黃玉根 23312566 0910128896 

萬壽 吳益水 23817481 0933816808 

西門 葉木麟 23817300 0936201950 

新起 高添福 23754746 0918305237 

菜園 吳錫壽 23110366 0922056765 

青山 李昭成 23025859 0933121742 

富民 范添成 23611726 0910038567 

福音 王文塗 23141239 0912909539 

仁德 許淑惠 23316860 0920408935 

富福 許文輝 23026455 0935198759 

柳鄉 李茂雄 23084411 0921891111 

雙園 許惠城 23066865 0955234834 

糖廍 李平順 23062780 0918639088 

和平 李彬基 23361001 0918578811 

綠堤 邱蔡鴦美 23023658 0936113859 

華江 楊華中 23040042 0988004356 

頂碩 李智聰 23024222 0939512951 

日善 曾雅涓 23396877 0937938777 

忠德 鄭明裕 23093767 0935241255 

孝德 游堯堂 23393197 0932308589 

和德 洪天化 23395285 0937896753 

錦德 丁嘯虎 23045558 0937838288 

全德 蘇萬興 23032366 0936458779 

保德 楊美女 23071186 0936048525 

銘德 楊年發 23091872 0910111490 

榮德 陳欣漢 23037876 0928118833 

壽德 陳朝陽 23391389 0928616879 

興德 黃進福 23395162 0936161227 

華中 林財發 23076266 0931044486 

新忠 邱文龍 23392806 0953009862 

新和 張鴻杰 23078133 0933156279 

新安 郭正中 23049324 0936077184 

日祥 鍾  駿 23376359 0933121189 

忠貞 林錫祺 23093320 0953190521 

凌霄 位永欽 23376040 0982500400 

騰雲 李重華 23096837 092862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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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華區各機關服務電話及地址 

 

單          位 電話號碼 地         址 

萬華警察分局 23140364 桂林路 135 號 

萬華區第一、第二 

戶政事務所 
23062706 和平西路 3 段 120 號 4 樓 

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23033092 東園街 152 號 

萬華區清潔隊 23069144 環河南路 2 段 102 號 5 樓 

建成地政事務所 23062122 和平西路 3 段 120 號 8 樓 

稅捐處萬華分處 23021191 和平西路 3 段 120 號 6 樓 

國稅局萬華稽徵所 23042270 桂林路 52 號 4、5、6、7 樓

臺北市聯合醫院中醫院區 23887088 昆明街 100 號 
 

 

 

四、萬華區鄰里公園一覽表 
 

順序 公園名稱 里別 面積〈m〉 地址 

1 寺前公園 富福里 472 西園路 1段 282-2 號〈萬華火車站新站旁〉 

2 老松公園 福音里 2130 桂林路與永福街之間〈老松國小對面〉 

3 長沙公園 菜園里 1782 環河南路段與長沙街 2段口 

4 華西公園 青山里 1097 華西街 21 巷邊〈桂林路與華西街口〉 

5 柳鄉公園 柳鄉里 1000 環河南路 2段 100 巷內 

6 大理公園 糖部里 1230 環河南路 2段 125 巷口 

7 綠堤公園 綠堤里 1260 環河南路 2段 159 巷邊 

8 華江八號公園 華江里 1260 環河南路 2段 202～218 號間 

9 西園公園 日善里 1300 東園街 67 巷及 73 巷間〈西園國小對面〉 

10 東園公園 榮德里 579 萬大路 424 巷及 486 巷 68 弄間 

11 桂林公園 青山里 1765 桂林路底〈立人高中旁〉 

12 華江一號公園 柳鄉里 298 和平西路3段 309巷與環河南路2段 158巷間

13 華江二號公園 柳鄉里 350 環河南路 2段 154、156、158 巷間 

14 糖部公園 糖部里 450 大理街 175 巷內 

15 華江七號公園 華江里 540 和平西路 3段 302 巷 1 號 

16 聚德公園 糖部里 510 大理街 175 巷及和平西路 3段 286 巷 1 弄間 

17 福星公園 福星里 1355 昆明漢口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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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華區區民活動中心一覽表 

 

名    稱 
面積及可

容納人數 

費 用 保證金

及 

清潔費

地        址 
基本費 

電 費水 費

無冷氣 有冷氣一 般特 殊

柳鄉 151 坪 
1250 150 800 100 200 

8000 環河南路 2段 102

號 3 樓 300 人 5000 

萬大 

第一 

151 坪 
1250 150 800 100 200 

8000 萬大路614之1號

 300 人 5000 

萬大第二 
(前段) 

75 坪 
750 100 800 50 100 

5000 萬大路臨 600 之 1

號 100 人 3000 

萬大二 
(後段) 

75 坪 
750 100 800 50 100 

5000 

100 人 3000 

汕頭二 

 

118 坪 
1100 150 800 100 200 

8000 興寧街 2號 B1 

200 人 4400 

汕頭 

 

118 坪 
1100 150 800 100 200 

8000 興寧街 2號 3樓 

200 人 4400 

國光 

 

50 坪 
500 100 800 50 100 

5000 國興路 46 之 2 號

B1 100 人 2600 

光復 

 

34 坪 
350 50 600 50 100 

4000 西園路 2段臨 370

號之 1號 70 人 2400 

新富 

(一樓) 

45 坪 
350 50 600 50 100 

4000 廣州街 152 巷 10

號 80 人 2400 

新富 

(二樓) 

45 坪 
350 50 600 50 100 

4000 

80 人 2400 

新富 

(三樓) 

45 坪 
350 50 600 50 100 

4000 

80 人 2400 

長順 

 

110 坪 
1100 150 600 100 200 

8000 長順街臨 127 號 

200 人 4400 

菜園 40 坪 
350 50 600 50 100 

4000 環河南路 1段臨

280 之 3 號 80 人 2400 

和德 50 坪 
500 100 800 50 100 

5000 西園路 2段臨 382

之 10 號 100 人 2600 

萬華 
 (大禮堂) 

151 坪 
1250 150 1000 100 200 

8000 東園街 19 號 2 樓

300 人 5000 

萬華 
(會議室) 

20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30 人 2000 

青山 51 坪 
500 100 600 50 100 

5000 環河南路 2段臨 5

之 1號 100 人 2600 

昆明 

 

121 坪 
1100 150 1000 100 200 

8000 昆明街284號3樓

200 人 4400 

萬青 
 (教室一) 

33 坪 
350 50 300 50 100 

4000 萬大路411號2樓

25 人 2400 

萬青 
(教室二) 

33 坪 
350 50 300 50 100 

4000 

25 人 2400 



萬青 
(卡啦ok室) 

33 坪 
350 50 300 50 100 

4000 

25 人 2400 

興義 
(教室一) 

24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興義街 23 號 1 樓

24 人 2000 

興義 
(教室二) 

24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興義街 25 號 1 樓

24 人 2000 

興義 
(教室三) 

24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興義街 25 號 2 樓

24 人 2000 

興義 
(卡啦 ok

室) 

24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興義街 23 號 2 樓

15 人 2000 

雙園 

(教室一) 
25 坪 

250 50 300 50 100 
4000 西園路 2段 9號 1

樓   25 人 2000 

雙園 

(教室二) 

8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西園路 2段 9號 2

樓   10 人 2000 

雙園 

(教室三） 

12 坪 
250 50 200 50 100 

4000 
西園路 2段 9號 2

樓  15 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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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萬華區各級學校一覽表 

 

學  校  名  稱 地                        址 學  校  電  話

市立華江高中 西藏路213號 2301-9946 

市立大理高級中學(含國中) 長順街2號 2302-6959 

私立立人高中(含國中) 桂林路171號 2311-3423 

市立萬華國中 西藏路201號 2339-4567 

市立雙園國中 義興街2號 2303-0827 

市立龍山國中 南寧路46號 2336-2789 

市立新和國小 西藏路125巷31號 2303-8298 

市立雙園國小 莒光路315號 2306-1892 

市立東園國小 東園街195號 2303-4803 

市立大理國小 艋舺大道 389 號 2306-4311 

市立西園國小 東園街73巷65號 2303-0257 

市立萬大國小 萬大路346號 2303-7654 

市立華江國小 環河南路2段250巷42弄2號 2306-4353 

市立西門國小 成都路98號 2311-3519 

市立老松國小 桂林路64號 2336-1266 

市立龍山國小 臺北市和平西路 3段 235 號 2308-2977 

市立福星國小  中華路1段66號 2314-4649 

私立光仁小學 萬大路423巷15號 2303-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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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北市和平西路3段120號11樓

地圖位置 站牌名稱 站牌位置說明 公車

A
捷運龍山寺

站(出口1) 

和平西路3段與西

園路2段交接

1.201.231.245.263.264.310.658.651.656.657.701.702.
703.703(副).907.和平幹線.藍28.藍29

B
捷運龍山寺

站(出口2) 
和平西路3段上

1.38.231.234.245.263.264.265.310.658.628.651.656.6
57.701.702.703.705.907

C 龍山寺站 西園路1段 38.234.265.628.673.705 

D 萬華車站 康定路 201.202(區間).205.229.49.601.62.藍29 

E 萬華車站 康定路 201.202(區間).229.49.601.62.藍29 

F 大理服飾 西園路2段 234.265.38區間.651.673.藍28 

G 大理服飾 西園路2段 234.265.38區間.651.673.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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