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各縣市申請商業變更登記辦理時間、應備文件一覽表 

單位名稱 受理單位 地址 洽詢電話 辦理時間 應備文件 備註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

展處 

工商管理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 

(02)24256633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FAQ  選擇工商管

理科 

臺北市商業處 登記服務科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北區 1 樓 

(02)27208889 轉

6491、6485 

委託、郵寄、網路

申辦：5 天 

臨櫃：1 小時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及相關書表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工商登記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

段 161 號 3、4 樓 

(02)29603456 轉

5407 

 

3 天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及相關書表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商業行政科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1 樓 

(03)3322101 轉

5151、5158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發布單位選

擇經濟發展局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

展處 

工商科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03)5216121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 工商發展科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03)5518101 轉 臨櫃：7 日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https://economy.klcg.gov.tw/tw/Download/DownloadData?DSerNo=0C00015C
https://economy.klcg.gov.tw/tw/Download/DownloadData?DSerNo=0C00015C
https://economy.klcg.gov.tw/tw/Services/FAQ
https://tcooc-bu.gov.taipei/
https://tcooc-bu.gov.taipei/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List/bussiness-registration2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List/bussiness-registration2
http://edb.tycg.gov.tw/
http://edb.tycg.gov.tw/
https://www.tycg.gov.tw/ch/home.jsp?id=10462&parentpath=0,10405,10461
https://www.tycg.gov.tw/ch/home.jsp?id=10462&parentpath=0,10405,10461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ch/index.jsp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ch/index.jsp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ch/home.jsp?id=44&parentpath=0,5,21&mcustomize=filedownload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607180023&t=Download&mserno=201603090024
https://dep-construction.hccg.gov.tw/ch/home.jsp?id=44&parentpath=0,5,21&mcustomize=filedownload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607180023&t=Download&mserno=201603090024
https://iedd.hsinchu.gov.tw/
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ApplyCase/CaseInfo/88?PSN=428


 

P.2 

單位名稱 受理單位 地址 洽詢電話 辦理時間 應備文件 備註 

展處 10 號 6116 

陳小姐 

及相關書表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

展處 

工商科 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037)324428 

(037)328118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臺中市經濟發展局 工商登記科 

 

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台

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

段 99 號文心樓 1 樓 

陽明聯合服務中心：台中

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依受理項目區分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商業登記專區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管理科 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049)2225144 

轉 1411～1413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

綠能發展處 

商業科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1 樓 

(04)7531146 

陳科員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行政科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

段 515 號 

(05)5522224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https://iedd.hsinchu.gov.tw/
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ApplyCase/CaseInfo/88?PSN=428
http://www.miaoli.gov.tw/economic_affairs/index.php
http://www.miaoli.gov.tw/economic_affairs/index.php
https://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News.aspx?n=1025&sms=9467
https://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News.aspx?n=1025&sms=9467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44841/post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6542/Lpsimplelist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6542/Lpsimplelist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6530/Nodelist
http://www.nantou.gov.tw/big5/index.asp?dptid=376480000AU180000
https://www.nantou.gov.tw/big5/download.asp?dptid=376480000AU180000&catetype=01&cid=1378&cid1=1379
https://www.nantou.gov.tw/big5/download.asp?dptid=376480000AU180000&catetype=01&cid=1378&cid1=1379
https://greenenergy.chcg.gov.tw/07other/other01_list.asp?topsn=4859
https://greenenergy.chcg.gov.tw/07other/other01_list.asp?topsn=4859
https://economic.yunlin.gov.tw/
https://economic.yunlin.gov.tw/News.aspx?n=1529&sms=9846&_CSN=826
https://economic.yunlin.gov.tw/News.aspx?n=1529&sms=9846&_CSN=826


 

P.3 

單位名稱 受理單位 地址 洽詢電話 辦理時間 應備文件 備註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工商科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05)2254321 轉

129、136 

7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便民服務系統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

展處 

工商管理科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

東段一號 

(05)3620052 1-7 天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及相關書表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工商行政科 永華：台南市安平區永華

路二段 6 號 

民治：台南市新營區民治

路 36 號 

永華市政中心 

(06)3901372、

(06)3901373、 

民治市政中心

(06)6354648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及相關書表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商業行政科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07)3368333 轉

2199 

1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商業登記作業流程

暨處理天數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

展處 

工商科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08)7320415 

賴小姐 

黃先生 

3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http://www.chiayi.gov.tw/web/build/index.asp
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8&s=431596
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8&s=431596
https://e-service.chiayi.gov.tw/main/ap/dtl.jsp?sid=1656&cid=65&did=68
http://economic.cyhg.gov.tw/
http://economic.cyhg.gov.tw/
https://economic.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047564791DA8940B&sms=CB516ECD4CCA9498&s=743CBD484B709588
https://economic.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047564791DA8940B&sms=CB516ECD4CCA9498&s=743CBD484B709588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119&s=14207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119&s=14207
https://edbkcg.kcg.gov.tw/
https://edbkcg.kcg.gov.tw/
https://edbkcg.kcg.gov.tw/News.aspx?n=A65C9E31FBF4F9DA&sms=A40D23461874FC08
https://edbkcg.kcg.gov.tw/News.aspx?n=A65C9E31FBF4F9DA&sms=A40D23461874FC08
https://edbkcg.kcg.gov.tw/cp.aspx?n=3D3A58201B2725BA
https://edbkcg.kcg.gov.tw/cp.aspx?n=3D3A58201B2725BA
http://www.pthg.gov.tw/planeab/Index.aspx
http://www.pthg.gov.tw/planeab/Index.aspx
https://www.pthg.gov.tw/planeab/cp.aspx?n=9D549C9F7D94F03E&s=B05D72625287C3EB
https://www.pthg.gov.tw/planeab/cp.aspx?n=9D549C9F7D94F03E&s=B05D72625287C3EB


 

P.4 

單位名稱 受理單位 地址 洽詢電話 辦理時間 應備文件 備註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

遊處 

工商科 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03)9251000 轉

1810～1828 

5 天 商業變更登記流程

及相關書表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 工管理科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03)8227171 轉

532、533 

3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流程及書表 

 

臺東縣政府建財政

及經濟發展處 

工商管理科 臺東市博愛路 275 號 (089)326141 轉

340 

 

14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流程及書表 

 

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發展科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06)9274400 轉

302、340 

5-7 天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發展科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082)326204 請洽詢 商業變更登記相關

書表 

金門縣政府網路e櫃

台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

展處 

工商科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2975 7 天  商業設立登記相關

書表 

 

 

http://bt.e-land.gov.tw/
http://bt.e-land.gov.tw/
https://www.gov.tw/News3_Content.aspx?n=2&s=501675
https://www.gov.tw/News3_Content.aspx?n=2&s=501675
http://pw.hl.gov.tw/
https://td.hl.gov.tw/Detail_sp/ae9b4eaa2dd54970b28250abc1f12f78
https://td.hl.gov.tw/Detail_sp/ae9b4eaa2dd54970b28250abc1f12f78
http://www.taitung.gov.tw/Publicwork/Default.aspx
http://www.taitung.gov.tw/Publicwork/Default.aspx
http://ttcc.taitung.gov.tw/taitungservice/tw/item_detail.aspx?itemid=P04&p=k
http://ttcc.taitung.gov.tw/taitungservice/tw/item_detail.aspx?itemid=P04&p=k
https://www.penghu.gov.tw/economic/
https://eservice.penghu.gov.tw/Service_Content.aspx?n=A7ECB1F9E8CAF76E&p=B9D13F32793AF9DF&s=FB8532B7BE9A1ED8
https://eservice.penghu.gov.tw/Service_Content.aspx?n=A7ECB1F9E8CAF76E&p=B9D13F32793AF9DF&s=FB8532B7BE9A1ED8
https://ead.kinmen.gov.tw/
https://ead.kinmen.gov.tw/News.aspx?n=24FC0CAADFEAE7A2&sms=4FEFD09995C4BB81&page=2&PageSize=20
https://ead.kinmen.gov.tw/News.aspx?n=24FC0CAADFEAE7A2&sms=4FEFD09995C4BB81&page=2&PageSize=20
https://e-service.kinmen.gov.tw/KMEPWeb/wSite/ct?xItem=7669&ctNode=310&mp=2
https://e-service.kinmen.gov.tw/KMEPWeb/wSite/ct?xItem=7669&ctNode=310&mp=2
http://www.matsu.gov.tw/
http://www.matsu.gov.tw/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class/371030000A0004/159/?pagenum=3&cclassid=157&qmctitle=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class/371030000A0004/159/?pagenum=3&cclassid=157&qmc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