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暨分局、稽徵所 

受理機關團體附設幼兒園補報營利事業所得稅諮詢窗口 

稽徵機關名稱 姓名 聯絡電話(含分機)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總局) 
羅河堯 02-23113711 分機 1320 

謝易樺 02-23113711 分機 1325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信義分局 
陳秀暖 02-27201599 分機 200 

陳芬娟 02-27201599 分機 208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北投稽徵所 
林邦毅 02-28951515 分機 200 

呂桂芳 02-28951515 分機 216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大同稽徵所 
李建德 02-25853833 分機 200 

李欣怡 02-25853833 分機 201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中北稽徵所 
詹玉綺 02-25024181 分機 5150 

藍珮菱 02-25024181 分機 5157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萬華稽徵所 
孫惠玲 02-23042270 分機 700 

蘇雍雅 02-23042270 分機 710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中正分局 
張琦 02-23965062 分機 500 

林美琪 02-23965062 分機 504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松山分局 
劉潔瑜 02-27183606 分 300 

陳舒維 02-27183606 分 312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南港稽徵所 
莊桓旭 02-27833151 分機 500 

蔣春蘭 02-27833151 分機 503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文山稽徵所 
楊世豪 02-22343833 分機 201 

鍾惠媚 02-22343833 分機 207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大安分局 
林怡君 02-23587979 分機 350 

劉燕萍 02-23587979 分機 362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中南稽徵所 
李怡嬌 02-25063050 分機 5260 

賴處凱 02-25063050 分機 5251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士林稽徵所 
江雪萍 02-28315171 分機 351 

陳敏陽 02-28315171 分機 356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內湖稽徵所 
張雅惠 02-27928671 分機 700 

吳美靜 02-27928671 分機 70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暨分局、稽徵所 

受理機關團體附設幼兒園補報營利事業所得稅諮詢窗口 

稽徵機關名稱 姓名 聯絡電話(含分機) 

審查一科 黃淑珍 07-7256600 分機 7148 

鳳山分局 陳怡穎 07-7404001 分機 5915 

三民分局 鄭美玉 07-3228838 分機 6733 

新興稽徵所 黃素勤 07-2367261 分機 6433 

鹽埕稽徵所  王素賣 07-5337257 分機 6536 

苓雅稽徵所  黃慧蓉 07-3302058 分機 6256 

鼓山稽徵所  陳慧玲 07-5215258 分機 6637 

楠梓稽徵所  陳玫秀 07-3522491 分機 5032 

前鎮稽徵所  黎彥君 07-7151511 分機 6141 

小港稽徵所  林姿伶 07-8123746 分機 6033 

左營稽徵所  吳秀蘭 07-5874709 分機 6935 

旗山稽徵所  何雪枝 07-6612027 分機 5663 

岡山稽徵所 彭貞仁 07-6260123 分機 5436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暨分局、稽徵所 

受理機關團體附設幼兒園補報營利事業所得稅諮詢窗口 

稽徵機關名稱 姓名 聯絡電話(含分機) 

總局 陳文周 (03)3396789 分機 1321 

基隆分局 謝依娟 (02)24331900 分機 102 

七堵稽徵所 吳含笑 (02)24551242 分機 105 

信義稽徵所 柯美蘭 (02)24286511 分機 102 

板橋分局 廖怡茜 (02)29683569 分機 723 

三重稽徵所 王淑寬 (02)29776868 分機 112 

(107.12.6 以前) 

(02)82875811 分機 833 

(107.12.7 以後) 

淡水稽徵所 林怡君 (02)26251532 分機 116 

新店稽徵所 葉記旻 (02)29161202 分機 238 

瑞芳服務處 薛芹羚 (02)24969641 分機 104 

汐止稽徵所 周哲綾 (02)26486301 分機 106 

中和稽徵所 邱啓睿 (02)22436789 分機 134 

新莊稽徵所 王鈺惠 (02)89956789 分機 103 

宜蘭分局 蘇翠萍 (03)9357201 分機 2102 

羅東稽徵所 游景忠 (03)9546508 分機 104 

楊梅稽徵所 李思潔 (03)4311851 分機 105 

桃園分局 鄭忠民 (03)3396511 分機 113 

中壢稽徵所 陳啟玲 (03)2805123 分機 123 

大溪稽徵所 謝逸芝 (03)3900265 分機 105 

竹北分局 曾綉鈴 (03)5585700 分機 112 

竹東稽徵所 林淑芳 (03)5946640 分機 124 

新竹分局 林淑芬 (03)5336060 分機 615 

花蓮分局 廖婉伶 (03)8311860 分機 122 

玉里稽徵所 鄭瑾又 (03)8881070 分機 102 

金門稽徵所 蔡曉芬 (082)323984 分機 104 

馬祖服務處 曾秀蓮 (0836)25861 分機 10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暨分局、稽徵所 

受理機關團體附設幼兒園補報營利事業所得稅諮詢窗口 

稽徵機關名稱 姓名 聯絡電話(含分機) 

審查一科 蔡雅芬 04-23051111 分機 7167 

苗栗分局 范育嘉 037-320063 分機 114 

豐原分局 辛延玲 04-25291040 分機 110 

台中分局 林佳燕 04-22588181 分機 119 

南投分局 林敬翔 049-2223067 分機 121 

彰化分局 鄭麗玲 04-7274325 分機 110 

雲林分局 許椿賞 05-5345573 分機 102 

竹南稽徵所 陳玟聿 037-460597 分機 107 

沙鹿稽徵所 吳麗敏 04-26651351 分機 103 

東勢稽徵所 蔡宜茹 4-25881178 分機 102 

大屯稽徵所 楊小玲 04-24852934 分機 101 

東山稽徵所 曾詩涵 04-24225822 分機 109 

民權稽徵所 丁國平 04-23051116 分機 121 

大智稽徵所 賴宣軒 04-22612821 分機 112 

埔里稽徵所 李惠娟 049-2990991 分機 102 

竹山稽徵所 謝佳音 049-2641914 分機 112 

員林稽徵所 蔡宜君 04-8332100 分機 107 

北斗稽徵所 陳定忠 04-8871204 分機 102 

虎尾稽徵所 張恩慈 05-6338571 分機 110 

北港稽徵所 王雅惠 05-7820249 分機 107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暨分局、稽徵所 

受理機關團體附設幼兒園補報營利事業所得稅諮詢窗口 

稽徵機關名稱 姓名 聯絡電話(含分機) 

嘉義市分局 范植永 05-2282233 分機 101 

嘉義市分局 林學君 05-2282233 分機 102 

嘉義縣分局 陳建宗 05-3621010 分機 116 

嘉義縣分局 尤吟如 05-3621010 分機 108 

民雄稽徵所 柯名彥 05-2062141 分機 110 

民雄稽徵所 周秀錡 05-2062141 分機 107 

臺南分局 陳昱霖 06-2220961 分機 137 

臺南分局 賴淑宜 06-2220961 分機 132 

新營分局 李明樺 06-6573111 分機 124 

新營分局 王嬿菁 06-6573111 分機 103 

新化稽徵所 楊琬婷 06-5978211 分機 115 

新化稽徵所 黃鈺婷 06-5978211 分機 114 

佳里稽徵所 賴惠寶 06-7230284 分機 112 

佳里稽徵所 陳秀美 06-7230284 分機 102 

安南稽徵所 林掙嬌 06-2467780 分機 101 

安南稽徵所 杜修婷 06-2467780 分機 102 

屏東分局 蘇麗芬 08-7311166 分機 101 

屏東分局 洪淑珍 08-7311166 分機 102 

東港稽徵所 林建德 08-8330132 分機 101 

東港稽徵所 王英明 08-8330132 分機 100 

潮州稽徵所 陳素珍 08-7899871 分機 106 

潮州稽徵所 李淑惠 08-7899871 分機 109 

恆春稽徵所 吳奕娟 08-8892484 分機 100 

恆春稽徵所 謝尚真 08-8892484 分機 104 

澎湖分局 呂俐瑩 06-9262340 分機 101 

澎湖分局 蕭幼雯 06-9262340 分機 105 

臺東分局 卓岱樺 089-360001 分機 111 

審查一科 吳素萍 06-2223111 分機 1102 

審查一科 邱瓊花 06-2223111 分機 8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