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關名

稱

機關網

址
機關地址 服務時間 電話 傳真

便民辦公室地

址

便民辦

公室電

話

便民

辦公

室傳

真

便民辦公室服

務時間
民意信箱 FaceBook APP YouTube 電子書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各項戶籍登

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中區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中區

興中街80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13：

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每週一至週五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週一、三17：30~18：30

04-22247517 04-22253290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無 無 公告訊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東區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東區

和平街61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17:30~18:30

04-22200209

0972-674058

04-22229301 臺中市東區長

福路245號(東

區區公所一樓)

04-

2215198

8

無 每週二至週四

上午08：

30~11：30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南區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南區

工學路72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17:30-18:30

04-22627887

0972-674059

04-22628948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西區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西區

三民路一段

161號三樓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17:30-18:30

04-22247300 04-22228480 臺中市西區三

民路一段161號

1樓(中華電信

大樓1樓)

04-

2224730

0轉158

無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

12：00；下午

13：30～17：

30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北區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北區

永興街299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2343542 04-22351421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申辦須知 等待人數

西屯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407臺中市西

屯區市政北

二路386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22550081

0800-222280

0972-674077

04-22552622 407臺中市西屯

區臺灣大道三

段99號

文心樓聯合服

務中心一樓23

號櫃檯

04-

2228911

1分機

21634

04-

225234

41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

12:00；下午

13:00-17:00

中午彈性上班

:無；夜間延

長上班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申辦須知 等待人數

南屯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南屯

區永春東路

679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4736255

0972-479953

04-24736266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資訊一覽表

http://www.hcentral.taichung.gov.tw/
http://www.hcentral.taichung.gov.tw/
mailto:81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hcentral.taichu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QWJX56Y3ZJA9jMFIOXIRw
https://www.hcentral.taichung.gov.tw/1517435/Lpsimplelist
https://www.taichung.gov.tw/12026/calendar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civil.taichung.gov.tw/21974/Nodelist
https://www.heast.taichung.gov.tw/
https://www.heast.taichung.gov.tw/
mailto:82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east001
https://www.heast.taichung.gov.tw/
https://www.taichung.gov.tw/12026/calendarList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1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s://www.heast.taichung.gov.tw/
http://www.hsouth.taichung.gov.tw/
http://www.hsouth.taichung.gov.tw/
mailto:84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hsouth2262/about?ref=home_edit_profile&section=work
https://www.hsouth.taichung.gov.tw/1595155/Lpsimplelist
https://www.hsouth.taichung.gov.tw/1595156/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dvSearch/index/160/Metasearch/0?ApplyType=0&CodeLv0=0&Lv1Dept=387020000A&Lv2Dept=387022300A
https://www.hsouth.taichung.gov.tw/1595165/Lpsimplelist
https://www.hsouth.taichung.gov.tw/
http://www.hwest.taichung.gov.tw/
http://www.hwest.taichung.gov.tw/
mailto:w4396@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ww4396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mn8zHFqXRamV5qIACMMmg
https://www.hwest.taichung.gov.tw/1597566/EBookList
https://www.hwest.taichung.gov.tw/1597481/Lpsimplelist
https://www.hwest.taichung.gov.tw/1597483/Lpsimplelist
https://www.hwest.taichung.gov.tw/1597582/Lpsimplelist
https://www.civil.taichung.gov.tw/21804/21813/21950/21974/Nodelist
https://www.hwest.taichung.gov.tw/
http://www.hnorth.taichung.gov.tw/
http://www.hnorth.taichung.gov.tw/
mailto:85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hnorth.taichu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yV2mZA3qws96Osc37RzZQ
https://www.hnorth.taichung.gov.tw/1597363/EBookList
https://www.hnorth.taichung.gov.tw/1597330/Lpsimplelist
https://www.hnorth.taichung.gov.tw/1597331/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s://www.hnorth.taichung.gov.tw/
http://www.hxitun.taichung.gov.tw/
http://www.hxitun.taichung.gov.tw/
mailto:v6001@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4%B8%AD%E5%B8%82%E8%A5%BF%E5%B1%AF%E5%8D%80%E6%88%B6%E6%94%BF%E4%BA%8B%E5%8B%99%E6%89%80-803739143000326/?ref=h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DAZSXusqcWEXqEptltVtBw/videos?sort=dd&view=0&shelf_id=0
https://www.hxitun.taichung.gov.tw/1942705/EBookList
https://www.hxitun.taichung.gov.tw/1595274/Lpsimplelist
https://www.hxitun.taichung.gov.tw/1595275/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hxitun.taichung.gov.tw/1595299/Nodelist
https://www.hxitun.taichung.gov.tw/
http://www.hnantun.taichung.gov.tw/
http://www.hnantun.taichung.gov.tw/
mailto:87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antu20140528?ref=h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VgScb9QAvOJrSXha0lHtg
https://www.hnantun.taichung.gov.tw/1597051/Lpsimplelist
https://www.hnantun.taichung.gov.tw/1597052/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dvSearch/index/160/Metasearch/0?ApplyType=1&CodeLv0=0&Lv1Dept=387020000A&Lv2Dept=387022600A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s://www.hnantun.taichung.gov.tw/


機關名

稱

機關網

址
機關地址 服務時間 電話 傳真

便民辦公室地

址

便民辦

公室電

話

便民

辦公

室傳

真

便民辦公室服

務時間
民意信箱 FaceBook APP YouTube 電子書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各項戶籍登

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資訊一覽表

北屯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北屯

區崇德路三

段10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 ；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22453371

0972-674199

04-22463381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豐原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420209 臺中

市豐原區市

政路4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5221044

0972-539471

04-25255162 臺中市豐原區

陽明街36號

04-

2228911

1#21703

04-

251229

45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7:00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電子書 電子報 最新消息 無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東勢戶

政事務

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東勢

區豐勢路516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 ；下

午: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25873644

0972-539462

04-25871683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大甲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大甲

區民權路52

號六樓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

上班17：30~18：30

04-26876157

0800-030668

0972-539449

04-26880878 臺中市大甲區

中山路二段317

號

04-

2682157

3

04-

268137

93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9：

00~12：00；

下午13：

00~16：00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清水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巿清水

區鰲峰路239

號

每週一至週五08：0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 - 13：30

夜間延長上班 17：30 - 18：30

04-26280801

0972-539469

04-26280809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沙鹿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沙鹿

區鎮政路16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26627104

0972-539464

04-26652409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梧棲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梧棲

區中興路212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

班 17:30-18:30

04-26562543

0972-539466

04-26564014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后里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后里

區公安路90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夜間延長上

班 17：30~18:30

04-25562241

0972-539459

04-25579118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http://www.hbeitun.taichung.gov.tw/
http://www.hbeitun.taichung.gov.tw/
mailto:8800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beitu080
https://www.hbeitun.taichung.gov.tw/1521675/Lpsimplelist
https://www.hbeitun.taichung.gov.tw/1521664/1521673/1521676/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hbeitun.taichung.gov.tw/1521691/Nodelist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
mailto:tchg004@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hfengyuan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Y1gE3O9iy5XZDKlrkiE-g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1598003/EBookList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1598002/EBookList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1597997/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1597987/1598013/1598014/2150413/post
https://www.hfengyuan.taichung.gov.tw/
http://www.hdongshi.taichung.gov.tw/
http://www.hdongshi.taichung.gov.tw/
https://talk.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387024900A
https://www.hdongshi.taichung.gov.tw/1394323/EBookList
https://www.hdongshi.taichung.gov.tw/1394283/Lpsimplelist
https://www.hdongshi.taichung.gov.tw/1394284/Lpsimplelist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1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www.hdajia.taichung.gov.tw/
http://www.hdajia.taichung.gov.tw/
mailto:dajiahd@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臺中市大甲區戶政事務所/196428343824460
https://www.hdajia.taichung.gov.tw/media/332954/35310495871.pdf
https://www.hdajia.taichung.gov.tw/1523385/1523396/1523397
https://www.hdajia.taichung.gov.tw/1523398/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
http://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
mailto:t239@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tchg013
https://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1394395/EBookList
https://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1394357/Lpsimplelist
https://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1428968/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ssortBusines/Institution/152/132/0/387020000A?CType=0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s://www.hqingshui.taichung.gov.tw/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
mailto:tchg0090@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hshalu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1596232/1596256/1596263/1622222/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1596232/1596239/1596240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1596241/Lpsimplelist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1
https://www.hshalu.taichung.gov.tw/1596248/Nodelist
http://www.hwuqi.taichung.gov.tw/
http://www.hwuqi.taichung.gov.tw/
https://talk.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tchg014/
https://www.hwuqi.taichung.gov.tw/1520343/Lpsimplelist
https://www.hwuqi.taichung.gov.tw/1520381/Lpsimplelist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AdvSearch/index/160/Metasearch/0?ApplyType=0&CodeLv0=0&Lv1Dept=387020000A&Lv2Dept=387023500A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https://www.hwuqi.taichung.gov.tw/
http://www.hhouli.taichung.gov.tw/
http://www.hhouli.taichung.gov.tw/
mailto:houli15@taichun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臺中市后里區戶政事務所/1438578716399778?ref=hl
https://www.hhouli.taichung.gov.tw/1595586/Lpsimplelist
https://www.hhouli.taichung.gov.tw/1595587/Lpsimplelist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671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72


機關名

稱

機關網

址
機關地址 服務時間 電話 傳真

便民辦公室地

址

便民辦

公室電

話

便民

辦公

室傳

真

便民辦公室服

務時間
民意信箱 FaceBook APP YouTube 電子書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各項戶籍登

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資訊一覽表

神岡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神岡

區神岡路121

之1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5622183

0972-539468

04-25613289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潭子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潭子

區豐興路一

段512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5366068 04-25366010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等待人數

大雅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大雅

區雅環路2段

299號2樓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3時

30分至17時30分

中午彈性上班12時至13時30分；夜間延長

上班17時30分至18時30分

04-25664274

0972-634804

04-25687102

04-25670861

臺中市大雅區

忠義里仁愛路

69號

04-

2569477

6

無 每週二至週五

上午9時至12

時；下午13時

30至16時30分

(原住民綜合

服務中心星期

一休息)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東勢戶

政事務

所(新社

辦事處)

機關網

址

臺中市新社

區興社街2段

28之2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12:00；下午

13:30至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至13:30；夜間延長上

班：無

04-25811420

0972-539460

04-25814607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東勢戶

政事務

所(石岡

辦事處)

機關網

址

臺中市石岡

區明德路18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12:00；下午

13:30至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至13：30；夜間延

長上班:無

04-25722972 04-25722374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外埔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外埔

區六分路352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

班:無

04-26833430

0972-539472

04-26837207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大安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大安

區中庄里12

鄰中山南路

302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

班：無

04-26712214

0972-634826

04-26711724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烏日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烏日

區高鐵路一

段170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 ；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23372054

0972-263418

04-23365883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無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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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

稱

機關網

址
機關地址 服務時間 電話 傳真

便民辦公室地

址

便民辦

公室電

話

便民

辦公

室傳

真

便民辦公室服

務時間
民意信箱 FaceBook APP YouTube 電子書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各項戶籍登

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資訊一覽表

大肚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大肚

區頂街里14

鄰沙田路三

段38之1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

班17:30~18:30

04- 26997881

0972-539465

04-26995661 臺中市大肚區

蔗廍里13鄰遊

園路一段191號

04-

2691583

0

04-

269158

35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6:30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龍井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龍井

區龍泉里沙

田路四段257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6353644

0972-539461

04-26359915 臺中市龍井區

新庄里中沙路

新庄仔巷19之1

號

04-

2652262

3

無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12

點；下午1點

30分至4點30

分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無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霧峰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霧峰

區吉峰路16

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

17:30

中午彈性上班12:00-13:30；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3393497

0972-263400

04-23320117 臺中市霧峰區

四德路533號

04-

2339735

1

04-

233973

50

每週二至週五

下午13:30－

16:30

民意

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無 無 最新

消息

無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太平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太平

區大源路2之

18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3936767

0800-699800

0972-263412

04-23929809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無 電子報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大里區

戶政事

務所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大里

區新興路7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上班 17：30-18：30

04-24063251

0972-263411

04-24061214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YouTube 無 無 最新消息 無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洽公等待

人數

東勢戶

政事務

所(和平

辦事處)

機關網

址

臺中市和平

區南勢里巴

新街8號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12:00；下午

13:30至17:30

中午彈性上班 12:00-13:30    ；夜間延長

上班-無

04- 25941554

0972-634805

04-25942807 無 無 無 無 民意信箱 粉絲頁 無 無 電子書 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線上預約 登記須知 無

備註：如遇每月最後一日為工作日，暫停夜間延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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