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政府提供死亡登記後續辦理事項一次告知單 

建議辦理事項 
權               責               機               關 

名       稱 服 務 電 話 

遺產稅申報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4-5 樓)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5

號 4 樓)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民雄稽

徵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建國

路二段 263 之 1 號) 

05-2282233 

 

05-3621010 

 

05-2062141 

土地建物所有

權移轉 

大林地政事務所 

(大林鎮新興街 110 號) 

水上地政事務所 

(水上鄉嘉朴路 33 號) 

朴子地政事務所 

(朴子市光復路 37 號) 

竹崎地政事務所 

(竹崎鄉和平村坑子坪 163 號) 

 

05-2652641 

05-2680681 

05-3792074 

05-2614835 

 

勞保及國民年

金喪葬給付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東區大業街 2 號) 
05-2223301 

查調被繼承人

財產歸戶資料

參考清單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4-5 樓)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5

號 4 樓)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民雄稽

徵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建國

路二段 263 之 1 號) 

05-2282233 

 

05-3621010 

 

05-2062141 

陳報遺產清冊

或拋棄繼承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嘉義市林森東路 282 號) 

 

05-2783671 



自來水用戶過

戶申請 

嘉義服務所 

(嘉義市民權路 293 號) 

朴子服務所 

(朴子市文明路 28 號) 

義竹服務所 

(義竹鄉傳芳村 475-2 號) 

新港營運所 

(新港鄉中山路 165 號) 

民雄營運所 

(民雄鄉西安村安和路 393 號) 

 

05-2652270 

05-3700625 

05-3414045 

05-3746674 

05-2262806 

電力用戶變更 

嘉義區營業處 

(嘉義市垂楊路 223 號) 

朴子服務所 

(朴子市光復路 42 號) 

栗子崙服務所 

(東石鄉溪崙村栗子崙 640 號) 

民雄服務所 

(民雄鄉東湖村東勢湖 86-8 號) 

新港服務所 

(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 39 號) 

水上服務所 

(水上鄉水上村中山路二段 23 號) 

中埔服務所 

(中埔鄉中埔村 170-1 號) 

竹崎服務所 

(竹崎鄉和平村田寮 99 號) 

大林服務所 

(大林鎮平林里中興路 274 號) 

太保服務所 

(太保市太保里太保 102 號) 

05-2226711 

05-3792029 

05-3451038 

05-2261251 

05-3742048 

05-2682016 

05-2531004 

05-2611003 

05-2652101 

05-3711009 

 

汽、機車過戶 嘉義區監理所 05-3623939 



(嘉義縣朴子市七路 29 號) 

嘉義市監理站 

(嘉義市東區保建街 89 號) 

 

05-2770150 

銀行存款 金融單位  

保險給付 保險公司  

國民年金 (喪

葬給付及遺屬

年金給付) 

勞保局國民年金業務處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 42 號)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東區大業街 2 號) 

02-23961266#6602 

 

05-2223301 

農保喪葬津貼 所屬投保農會轉勞動部勞保局  

健保退保 健保投保單位  

急難救助、特

殊境遇家庭緊

急生活扶助 

太保市公所 

(太保市太保里 66 號) 

朴子市公所 

(朴子市光復路 34 號) 

布袋鎮公所 

(布袋鎮興中里自由路 2號) 

大林鎮公所 

(大林鎮中興路 2段 239號) 

民雄鄉公所 

(民雄鄉中樂村文化路 7號) 

溪口鄉公所 

(溪口鄉中山路 89 號) 

新港鄉公所 

(新港鄉中山路 155 號) 

六腳鄉公所 

(六腳鄉蒜頭村 73 號) 

東石鄉公所 

(東石鄉東石村 3 號) 

義竹鄉公所 

(義竹鄉仁里村 389 號) 

鹿草鄉公所 

05-3711106 

05-3795102 

05-3475979 

05-2653211 

05-2262101 

05-2695950 

05-3742104 

05-3801121 

05-3732201 

05-3411314 

05-3752711 



(鹿草鄉西井村 287 號) 

水上鄉公所 

(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 141 號) 

中埔鄉公所 

(中埔鄉中埔村中埔 128 號) 

竹崎鄉公所 

(竹崎鄉竹崎村中山路 59 號) 

梅山鄉公所 

(梅山鄉中山路 282 號) 

番路鄉公所 

(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 101 號) 

大埔鄉公所 

(大埔鄉大埔村 54 號) 

阿里山鄉公所 

(阿里山鄉樂野村 2 鄰 69 號) 

05-2682406 

05-2533321 

05-2611010 

05-2622121 

05-2591951 

05-2521310 

05-2562547 

 

( 以下項目按

實 際 需 求 填

寫) 

  

   104.09.09 訂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