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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變更項目 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公 

 

務 

 

機 

 

關 

 

證 

 

照 

 

類 

健保資料 

1. 身分證  

2. 戶口名簿 

3. 印章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通訊地

址變更通報。戶籍地異動，

應辦理投保單位變更，請另

洽戶籍地公所或健保署辦

理。 

◎戶籍地公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 66 號    

 電話：(04)2258-3988 

免付費電話：0800-030-598 

豐原聯絡辦公室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 146號 

沙鹿聯絡辦公室   臺中市沙鹿區福鹿街 16號 

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 

1. 身分證(未滿 14 歲者檢附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 印章 

3. 1 吋照片 3張(僅異動戶籍地

址者免附) 

4. 原身心障礙手冊 

5. 非本人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

身分證、印章 

◎ 請洽各區公所辦理 

中區公所 22222502 梧棲區公所 26564311 

東區公所 22151988 烏日區公所 23368016 

西區公所 22245200 神岡區公所 25620841 

南區公所 22626105 大肚區公所 26991105 

北區公所 22314031 大雅區公所 25663316 

敬老愛心卡 

1. 身分證 

2. 印章 

3. 2 吋照片 1張 

4. 如申請身分為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者，另附繳身心障礙手

冊。 

5. 如申請身分為年滿 55歲以上

原住民者，請攜帶戶口名簿

等可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

件。 

◎ 請洽各區公所辦理 

西屯區公所 22556333 后里區公所 25562116 

南屯區公所 24752799 霧峰區公所 23397128 

北屯區公所 24606000 潭子區公所 25388699 

豐原區公所 25222106 龍井區公所 26352411 

大里區公所 24063979 外埔區公所 26832216 

    

社會救助案件 

社會福利案件 

1. 身分證 

2. 戶口名簿 (須含記事) 

3. 印章、郵局存簿、學生證....等相關

證件 

◎ 詳情請洽各區公所 

太平區公所 22794157 和平區公所 25941501 

清水區公所 26270151 石岡區公所 25722511 

沙鹿區公所 26622101 大安區公所 26713511 

大甲區公所 26872101 新社區公所 25811111 

東勢區公所 25872106 

國民年金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通訊地址

變更通報或洽勞保局辦理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臺中辦事處：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31 號   電話：(04)2221-6711 

◎臺中市第二辦事處：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616號 電話：(04)2520-3707 

土地所有權狀 
◎變更地籍資料，洽地政機關： 

1. 身分證 

2. 印章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戶籍地

址變更通報。 

中正地政 22372388 東勢地政 25886008 

中興地政 23276841 大里地政 24818870 

建物所有權狀 

中山地政 22242195 太平地政 23933800 

豐原地政 25263188 清水地政 26237141 

雅潭地政 25336490 大甲地政 26867125 

龍井地政 2636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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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 

變更戶籍(通訊)地址洽監理機

關： 

1. 身分證   

2. 印章  

3. 駕照、行照(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證) 

4. 費用：駕照 200 元 

         汽車行照 200元 

         機車行照 150元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戶籍(通

訊)地址變更通報。 

◎臺中市監理站   臺中市北區北屯路 77號    

  電話：(04)2234-1103 分機 100 

◎豐原監理站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 120號 

  電話：(04)2527-4229 分機 100 

◎臺中區監理所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2號 

  電話：(04)2691-2011 分機 100 

行照 

房屋稅 

變更戶籍(通訊)地址洽稅務機

關： 

1. 身分證      

2. 印章 

3. 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戶籍(通

訊)地址變更通報。 

文心分局 22580606 大智分局 22825205 

民權分局 22296181 東山分局 22329735 

地價稅 
豐原分局 25262172 大屯分局 24853146 

沙鹿分局 26624146 東勢分局 25871160 

民 

 

生 

 

類 

自來水用戶姓名

變更 

1. 身分證      

2. 印章 

3. 原用戶水費收據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用戶姓

名(限改名)、通訊地址變更

通報。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住址：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2號 

電話：04-2221-8341 

或洽各營運(服務)所 

電力用戶姓名變

更 

1. 身分證  

2. 印章 

3. 原用戶電費單收據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用戶姓

名(限改名)變更通報。 

台中區營業處：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 2段 86號   

電話：(04)2224-5131 

或洽各服務據點 

電話用戶姓名變

更 

1. 身分證     

2. 印章 

3. 戶口名簿  

4. 健保卡 

請洽各電信業者 

天然氣用戶姓名

變更 

1. 身分證 

2. 印章  

3. 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當

年度)或租賃契約書 

◎ 戶政便民服務，提供用戶資

料、通訊地址變更通報。 

請洽各天然氣公司服務據點 

 臺中市政府為民服務專線「1999 臺中市民一碼通」 

 本表資料僅供參考，各項業務請詳洽辦理機關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關心您 
                                      

便民資訊小叮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