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發各項證明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1.房屋稅繳納證明
納稅人 1.納稅人：本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隨到隨辦
2.地價稅繳納證明
代理人 (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另附行車執照查驗
3.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 繼承人 即還)
4.契稅繳納證明
2.代理人：
5.工程受益費繳納證明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6.契價證明書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7.房屋稅課稅明細表
(3)授權書或委任書
8.地價稅課稅明細表
3.繼承人：
9.房屋稅當期稅籍證明
(1)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被繼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
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
人死亡資料，則應附除戶謄本
(3)與被繼承人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10.房屋稅當期轉帳納
稅繳納證明
11.地價稅當期轉帳納
稅繳納證明
12.使用牌照稅當期轉
帳納稅繳納證明

納稅人
代理人
繼承人
存款人

1.納稅人：本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隨到隨辦
(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另附行車執照查驗
即還)
2.代理人：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3.繼承人：
(1)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被繼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
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
人死亡資料，則應附除戶謄本
(3)與被繼承人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4.轉帳代繳稅款存款人：存款人身分證正
本 (查驗即還)

13.娛樂稅繳納證明

代徵人 1.代徵人：
隨到隨辦
代理人 (1)中央或地方政府核發之核准函及設立
或變更登記表或公司登記事項證明書
(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替正本)、印章
(2)負責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3)代徵人統一編號
2.代理人：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授權書或委託書

14.地方稅無欠稅證明

納稅人 1.申請書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納稅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及初審
3.代理人申請：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2)納稅人身分證(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
替正本)、印章

查調財產或所得
項目

申請人

15.全國財產總歸戶線
上查調
16.綜稅所得線上查詢
(查調個人、全戶或被繼
承人財產)

納稅人
代理人
或
授權辯
護人
繼承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申請查調個人財產(所得)
隨到隨辦
1.納稅人：本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還、加
附影本備查)
2.代理人或授權辯護人：
(1)代理人或辯護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
還，加附影本備查）
(2)納稅義務人(或繼承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3.繼承人：
(1)繼承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還，加附影
本備查)
(2)與被繼承人之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3)被繼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
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
人死亡資料，則應附除戶謄本
*申請查調全戶財產(所得)
1.申請人( 代理 人或辯護人 ) 身分證 正本
(查驗即還，加附身分證影本備查)
2.全戶戶口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
3.全戶已成年者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或
切結後身分證影本）
4.授權書（可共同書立）
附註：本人、繼承人代理人或辯護人為外

國人或外籍配偶無身分證者，應檢附內政
部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查驗即還，加附
影本備查）

15.全國財產總歸戶線
上查調
16.綜稅所得線上查詢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所
得)

債權人
代理人
或
委任受
任人

1.申請書(簽名或蓋章)
隨到隨辦
*債權人申請
2.身分證明文件：
(1)個人：身分證正、影本
(2)營利事業組織：中央或地方政府核發之
核准函及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公司登
記事項證明書（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
替正本）
(3)其他組織：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證照
（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替正本）
(4)外國人或外籍配偶無身分證者：內政部
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
（查驗即還，加
附影本備查）
3.司法機關之執行名義正、影本：
(1)依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執行
名義：（第
5 款除外）
確定之終結判決（應再檢附判決確定
證明書；或文末載有「本判決不得上
訴」之判決；經法院裁定認可之大陸
地區民事確定給付判決）
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
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
判，債權人應於收受假扣押、假處分
裁定書 30 日申請
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
依公證法規定得強制執行之公證書
其他依法律上之規定得強制執行名
義者：

A.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
B.確定之支付命令（需附確定證明
書）
C.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
D.仲裁人之判斷
E.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暨裁定確
定證明書
F.刑事判決有關罰金、罰鍰、沒收、
沒入及追徵之裁判 得據以執行者
(2)合於上列各項執行名義所發之債權憑
證
(3)財政部有關函釋規定
4.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申請書(簽名
或蓋章）
*代理人或委任受任人申請
除上項證件外應加附：
1.授權書或委任書正、影本
2.代理人或受任人之身分證正、影本
附註：債權人每申請查調一位債務人之財
產或所得資料，應繳納服務費新臺
幣 250 元。

欠稅(費)查詢及補發稅單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17.遺產稅完(免)稅證明 納稅人 1.遺產稅免稅證明書
查欠(房地稅)
代理人 2.開徵期間加附當期繳款書收據正本

隨到隨辦

18.信託案件查欠(房地 納稅人 土地移轉契約書或登記清冊
稅)
代理人

隨到隨辦

19.地方稅欠稅查詢和
補發稅單

納稅人 1.納稅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後退還)
代理人 2.代理人：
房屋承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受人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隨到隨辦

20.補發房屋稅當期繳
款書
21.補發地價稅當期繳

納稅人 1.納稅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後退還)
隨到隨辦
代理人 (補發娛樂稅繳款書另請提供代徵人統一
編號)

款書
22.補發使用牌照稅當
期繳款書
23.補發娛樂稅當期繳
款書

2.代理人：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24.開立印花稅大額憑
證繳款書

納稅人 應稅憑證正本或影本
代理人

隨到隨辦

25.移送執行處案件查
欠及補發稅單

納稅人 提供行政執行處傳案通知書、納稅人身分 隨到隨辦
代理人 證統一編號或營業人統一編號

即時查詢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26.房屋稅當期課稅資
料或稅籍查詢
27.地價稅歷史資料查
詢

納稅人 1.納稅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 隨到隨辦
代理人
還)
繼承人 2.代理人或授權辯護人申請：
(1)代理人或辯護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
還）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3.繼承人申請：
(1)繼承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還)
(2)被繼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
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
人死亡資料，則應附除戶謄本
(3)與被繼承人之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28.使用牌照稅課稅資
料查詢

納稅人 1.納稅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隨到隨辦
代理人 2.代理人申請：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2)納稅人身分證正本(得以加註具結之影
本代替正本)、印章

29.身心障礙者免徵使
用牌照稅查詢

納稅人 提供納稅義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理人

30.全國地價稅自用住
宅用地查詢

納稅人 1.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查 隨到隨辦
代理人 驗即還)
2.代理人申請：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隨到隨辦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31.印花稅票發售單位
查詢
32.印花稅稅率查詢

納稅人 無
代理人

隨到隨辦

33.娛樂稅課稅資料查
詢

納稅人 1.代徵人申請：
隨到隨辦
代理人 (1)中央或地方政府核發之核准函
(2)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公司登記事項證
明書(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替正
本)、印章
(3)負責人身份證正本、印章
(4)代徵人統一編號
2.代理人申請
上述(1)~(4)外，另檢附(5)代理人身分證正
本、印章

34.土增稅申報案件情
形查詢

土地所 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隨到隨辦
有權人
代理人

35.契稅申報案件處理
情形查詢

納稅人 提供納稅義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理人

隨到隨辦

36.人民申請案件處理
情形查詢

納稅人 提供收文文號、姓名
代理人

隨到隨辦

37.土地公告現值查詢

納稅人 提供土地地段、地號
代理人

隨到隨辦

38.物價指數查詢

納稅人 提供查詢年月
代理人

隨到隨辦

39.土地增值稅享用自
用住宅優惠稅率查
詢

土地所 1.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查 隨到隨辦
有權人 驗即還)
代理人 2.代理人申請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還)
(2)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40.轉帳納稅約定查詢

納稅人 提供納稅義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存款人
代理人

隨到隨辦

41.轉帳納稅非約定查
詢

納稅人 提供納稅義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理人

隨到隨辦

42.限本人查調資料建
檔查詢

納稅人 本人身分證正本、印章或簽名

隨到隨辦

43.違章案件查詢

一般民 提供納稅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人統一 隨到隨辦
眾 編號

44.退稅查詢

納稅人 1.納稅人：本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代理人 2.代理人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還）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隨到隨辦

45.一般稅務查詢

一般民 無
眾

隨到隨辦

46.汽機車最新車籍查
詢

納稅人 提供納稅人車號、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 隨到隨辦
代理人
人統一編號

試算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47.契稅估算

納稅人 1.納稅人申請：本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 隨到隨辦
代理人
還)
繼承人 2.代理人或授權辯護人申請：
(1)代理人或辯護人身分證正本（查驗即
還）
(2)授權人身分證影本
(3)授權書或委任書
3.繼承人申請：
(1)繼承人身分證正本 (查驗即還)
(2)被繼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
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
人死亡資料，則應附除戶謄本
(3)與被繼承人之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48.土地增值稅簡易試
算

土地所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登記簿影本
有權人
代理人

隨到隨辦

49.預估重購土地退還
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 出售與重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影本
有權人
代理人

隨到隨辦

50.滯納金、滯納利息線 納稅人 無

隨到隨辦

上核算作業

代理人

更正繳款書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51.更正房屋稅繳款書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姓名
52.更正地價稅繳款書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姓名
53.更正牌照稅繳款書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姓名

納稅人 戶口名簿
代理人

隨到隨辦

54.房屋坐落門牌變更

納稅人 1.房屋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2.戶政單位門牌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

隨到隨辦

55.房屋稅投遞地址變
更
56.地價稅投遞地址變
更
57.牌照稅投遞地址變
更
58.娛樂稅投遞地址變
更

納稅 1.申請單(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人
2.提供納稅人變更後投遞地址
代理人

隨到隨辦

申報收件及減免申請
項目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59.房屋稅籍名義變更

納稅人 1.房屋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2.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付)

輔導填寫
及初審

60.房屋營業面積或期
間變更

納稅人 1.房屋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納稅人印章
3.相關證明文件 及初審
(無者免附)

61.房屋新、增、改建申 納稅人 1.房屋新、增、改建現值及使用情形申報 輔導填寫
報設籍
代理人 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及初審
2.使用執照影本

3.平面圖
4.所有權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等資格證明
文件影本
5.如產權未區分者應附分配協議書
6.如為無照違章建築房屋，應由房屋所有
人出具承諾書及其他有關文件
7.如有公共設施者，請附分攤協議書正本
62.房屋使用情形變更

納稅人 1.房屋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變更為合法登記工廠者：
及初審
(1)工廠登記證影本
(2)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公司登記
事項證明書影本

63.房屋拆除、焚毀、坍 納稅人 1.房屋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塌申報
代理人 2.拆除執照

輔導填寫
及初審

64.房屋稅免稅申請(毀 納稅人 1.災害減免稅捐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 輔導填寫
損面積五成以上)、減 代理人 章)
及初審
半申請(毀損面積三
2.房屋災害毀損程度證明
成以上不及五成)
65.地價稅課稅面積更
正

納稅人 地價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66.地價稅自用住宅申
請

納稅人 1.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納稅人簽名 輔導填寫
代理人 或蓋章，並請詳細填寫全戶及設籍人資料) 及初審
2.未辦保存登記者請檢附建物勘測成果表
3.如有三等親內親屬以外他人設籍，請填
寫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67.地價稅改課田賦申
請
68.地價稅公共設施保
留地申請
69.地價稅巷道或騎樓
用地申請

納稅人 1.地價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2.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70.地價稅加油站、停車 納稅人 1.地價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場用地申請
代理人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文件
3.使用計畫書或使用執照影本

輔導填寫
及初審

輔導填寫
及初審

輔導填寫
及初審

71.地價稅工業(廠)用地 納稅人 1.地價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輔導填寫
申請
代理人 2.建廠期間
及初審
(1)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載明與物品製
造、加工有關之用途)及其他相關文件

(2)建廠完成前依法需先取得工廠設立許
可：加附工廠設立許可
3.建廠完成後
(1)已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工廠登記核准
函、工廠登記證
(2)未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使用執造或建
築改良物證明文件(文件上用途記載與
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建築物)。
72.地價稅寺廟用地申
請

納稅人 1.地價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2.寺廟登記證影本

輔導填寫
及初審

73.身心障礙者免徵使
用牌照稅申請

納稅人 1.身心障礙者免稅申請書(車主及駕駛人簽 輔導填寫
代理人 名或蓋章)
及初審
2.身心障礙者領有駕駛執照
(1)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本
(2)行車執照正本
(3)駕駛執照正本
(4)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5)代理人申請者，補附委託書及切結書
3.身心障礙者未領有駕駛執照
(1)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本
(2)行車
執照正本
(3)車輛使用人駕駛執照正本
(4)戶口名簿正本(身心障礙者應與車主設
籍同一戶口或同址)
(5)使用人如非車主且未同戶請補附切結
書

74.契稅申報

納稅人 1.契稅申報書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或所有權移轉證明文
件(例：法院判決書、和解書等影本)
3.已辦理所有權登記房屋，請填寫建號。
4.未辦理所有權登記房屋，亦檢附所有權
人及新所有權人雙方身份證明文件影
本。

75.契稅撤銷申報申請

納稅人 1.契稅撤銷申報申請書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原核發契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
及初審
3.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正本
4.由權利人單獨申請撤銷者，應檢附法院
判決確定書或和解筆錄等有關證明文

件。
76.土地增值稅申報

納稅人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所有權移 輔導填寫
代理人 轉契約書影本
其他用地除上述外，尚需檢附：
2.自用住宅土地：
(1)土地所有權人有無租賃申明書
(2)未保存建物附建物勘查成果圖
(3)申請「一生一屋」者，請加附「土地
所有權人出售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
自用住宅用地申請表」
3.私人捐贈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1)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許可設立證明文件
(2)捐贈文書
(3)財團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謄本)
(4)法人章程
(5)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
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4.農業用地申請不課征土地增值稅：
(1)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2)視同農業用地，另檢附仍依原來農業
用地使用分區別或用地別管制使用之
證明文件。
5.公共設施保留地：都市計畫土地附使用
區分證明

77.撤回土地現值申報
申請

納稅人 1.撤回土地現值申報申請書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原核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 及初審
3.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正本

78.土地增值稅自用住
宅用地重購退稅申
請

納稅人 1.重購退稅申請書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原出售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 及初審
約文件影本
3.新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
文件影本
4.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
本(無法提示，改立具切結書)
5.出售土地及重購土地之建物證明文件
6.出售土地係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
值稅，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有)無租賃情形

申明書

79.印花稅彙總繳納申
報收件

納稅人 1.申報表
代理人 2.繳款書收據

隨到隨辦

80.娛樂業開業代徵娛
樂稅申請
81.娛樂業變更登記申
請

納稅人 1.娛樂業登記申請書(蓋章)
代理人 2.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輔導填寫
及初審

82.娛樂業停(復)業申請 納稅人 1.娛樂業登記申請書(蓋章)
83.娛樂業歇業申請
代理人 2.負責人印章
3.註銷申請請加附當用份繳款收據聯
84.娛樂稅課稅數量更
正

納稅人 1.娛樂業登記申請書(蓋章)
代理人 2.相關證明文件

輔導填寫
及初審
輔導填寫
及初審

重溢繳退稅及其他各項申請
項目
85.房屋稅重溢繳退稅
86.使用牌照稅重溢繳
退稅
87.地價稅重溢繳退稅
88.娛樂稅重溢繳退稅
89.印花稅重溢繳退稅

申請人

應備證件

作業方式

納稅人 1.重溢繳退稅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輔導填寫
代理人 2.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地價稅、娛樂稅： 及初審
各稅繳款書收據正本等相關重溢繳證明
文件。
2.印花稅：
(1)貼花之應稅憑證正本或大額憑證繳款
書收據正本。
(2)其他重溢繳之相關證明文件。

90.退稅支票更正(逾一 納稅人 1.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年未兌現申請重新 代理人 2.納稅人印章
辦退)
3.支票或相關證明文件

輔導填寫
及初審

91.印花稅彙總繳納申
請、變更或取消

納稅人 1.印花稅總繳申請書(蓋章)
代理人 2..納稅人印章
3.印模卡 2 份(取消彙總繳納者免附)

隨到隨辦

92.申請復查

納稅人 1.復查申請書(蓋章)
2.納稅人 輔導填寫
代理人 印章
及初審
3.繳款書、原處分書或核定稅額通知書

4.相關證物
93.提起訴願

納稅人 1.訴願申請書(正副本共二份)(蓋章)
代理人 2.納稅人印章
3.復查決定書(逕提訴願案件者免附)
4.相關證物

輔導填寫
及初審

94.轉帳納稅申請(變更) 納稅人 1.委託轉帳代繳各項稅款約定書(存款人帳 隨到隨辦
95.轉帳納稅終止
代理人 戶印鑑章)或終止委託轉帳代繳稅款約定
存款人 書
2.提供納稅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存款
人金融機構存摺、印章
96.房屋稅分單繳納申
請

納稅人 1.稅單分單申請書(納稅人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2.納稅人印章
3.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97.預約免下車服務

納稅人 1.納稅人：本人身分證、印章
預約辦理
代理人 2.代理人：代理人身分證、印章。納稅人身
繼承人

98.印製各類申請書

輔導填寫
及初審

分證正本(得以加註具結之影本代替正
本)、印章
3.繼承人：繼承人身分證正本、印章。被繼
承人除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死亡證明文
件)，如戶口名簿無法查知被繼承人死亡
資料，則應檢附除戶謄本及與被繼承人關
係證明文件。

納稅人 無
代理人

隨到隨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