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石岡區衛生所 行政相驗的 死亡證明書, 用途:

石岡區衛生所 行政相驗 網路專區

除戶證明 (法定申報期限：三十日內，逾期依戶籍法科罰罰鍰)

 可由死亡者之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等，準備死亡證明書正本、死亡

者的身分證（若遺失則免附）、戶口名簿，及申請人身分證、印章，前

來辦理死亡登記，辦妥死亡登記後，即可同時申請除戶戶籍謄本。

 除戶謄本或日據謄本可跨區申請嗎？

已電腦連線，申請除戶謄本或日據謄本，可就近至任一戶所跨區辦理，應

攜帶資料如下：

1.身分證 2.印章(可簽名) 3.戶籍謄本工本費每張 15 元。幫人代辦要附委託書，

三親等內之血親代辦免附委託書。電腦連線跨區辦理，他方戶政所須為上班

時間，如果欲利用夜間辦理，因全國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僅部分實施夜間

延長上班，如涉及其他縣市戶役政資訊系統未同步開啟(即請領他縣市戶籍

謄本)，請先以電話向戶政事務所確認，以避免往返奔波，浪費寶貴的時間。

石岡區戶政事務所：

石岡區明德路 18 號 

電話：04-2572-2949 

傳真：04-25722374

tchg008@ms17.hinet.net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中午彈性上班 :  12:00~13:30

東勢區戶政事務所

04-25873644

新社區戶政事務所

04-2581-1420

完成死亡登記, 後續申辦事項:  遺產稅申報 (被繼承人死亡日之次日起算 6 個月內辦理遺產稅申報)

申請單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國定假日不辦公)

電話:(04)23051111 ;

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稅務問題);  

上班時間:星期一~五 8:00-12:00AM、1:30-5:30PM;

東勢稽徵所: 東勢區正二街臨 1 號

服務轄區︰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和平區

服務電話︰(04)25881178--全功能櫃台-分機 208

傳真電話︰(04)25881175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00-5:00

如何辦理遺產稅申報？-

財政部

後續申辦事項: 不動產繼承 (繼承登記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得處罰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mailto:tchg008@ms17.hinet.net
http://www.shigangphc.taichung.gov.tw/#%23


申請單位：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東勢區東新里東蘭路 26 號] 

電話：04-25886008 ～25886011,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上午 8:00 至 12:00 下午 13:00 至 17:30 例假日休假

轄區範圍包括 : 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等地區

東勢地政事務所

完成死亡登記, 後續申辦事項: 存款繼承

中華郵政 郵局 存款繼承

石岡區：

  石岡郵局: 石岡區石岡街 86 號 (04)2572-2960

            週一至週五 08:00-12:30 14:00-17:00 ; 週六:08:30-12:00

東勢區：

東勢郵局 : 中山路 43 號 ; (04)2587-2701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 週六:08:30-12:00

東勢中嵙口郵局: 豐勢路 188、190 號, (04)2587-2614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新社區：

   新社中興嶺郵局: 新社區中興嶺 170-2 號  (04)2581-2382

                  週一至週五 郵務:08:00-12:30 14:00-17:00

新社郵局:  新社區中和街 5段 1 號  (04)2581-1470

          週一至週五 郵務:08:00-17:00 , 週六:08:30-12:00

農會 存款繼承

石岡鄉農會

石岡區萬安里石岡街 67 號 電話: 04-25721246

東勢區農會

   東勢區南平里豐勢路 297 號, 電話: 04-25872151

  新社區農會

      新社區新社里中和街四段 226 號 電話：04-25811511

和平區農會

    和平區東關路 3段 161 號, ：(04)25941518  

石岡鄉農會

東勢區農會

新社區農會

和平區農會

完成死亡登記, 後續申辦事項: 汽機車過戶

申請單位：臺中區監理所 (汽車 或 機車過戶)

大肚區遊園路 1段 2 號 

總機：(04)2691-2011 轉分機 100

服務時間:星期一 ~ 五 08:00~17: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不休息

全國免付費監理業務服務專線 0800-231035

-------------------------------------------------------------------------------------------------

臺中市監理站 ( 只有機車過戶)

北區北屯路 77 號 總機：(04)22341103

臺中市監理站

(網頁上請按電腦版)
臺中區監理所



豐原監理站 ( 只有機車過戶)

豐原區豐東路 120 號 總機：(04)25274229

彰化監理站: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 2段 457 號 總機：(04)7867161

南投監理站: 南投市中興路 201 號 總機：(049)2350923

埔里監理分站: 埔里鎮水頭里水頭路 68 號 總機：(049)2980404

豐原監理站

(網頁上請按電腦版)

抛棄繼承 限定繼承 (繼承人遵期向法院申報遺產清冊，實施”遺產””債務”清算程序)

申請單位：

臺中地方法院: 自由路一段 91 號  TEL:(04)2223-2311轉 3803 或 380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員林鎮中山路 2段 240 號‧電話總機：(04) 834317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苗栗市中正路 1149 號‧代表號：037-330083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南投市中興路 759 號 049-224259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健保退保 (請洽原投保單位)

原投保單位應該在轉出或退保原因發生之日起三天內，填寫「投保對象退保

申報表」一式兩份，送交本署轄區分區業務組辦理退保手續。

中央健康保險署: 

中區業務組     (04)2258-3988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 66 號

豐原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 146 號

沙鹿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臺中市沙鹿區福鹿街 16 號

彰化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彰化市中華西路 369 號 3樓

南投聯絡辦公室 (04)2258-3988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 126 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 投、退、停、復

保

喪葬津貼

1.  農保-喪葬津貼：各農會

2.  榮民-喪葬津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東區建德街 181 號 電話：(04)22824983  

豐原區陽明街 20 號 電話：(04)25271288

    (檢附申請資料: 1.除戶戶籍謄本, 2.未領取政府機關核發喪葬補助費切結

書; 申請期限: 請於死亡日起１年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  勞保, 國民年金- 喪葬津貼 申請單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臺中市辦事處, 西區民權路 131 號,04-22216711;  

臺中市第二辦事處, 豐原區成功路 616 號,04-25203707

4.  公務人員: 請洽原任職機關辦理: 本人死亡(殮葬補助,公保給付, 撫卹金, 

因公死亡慰問金), 眷屬死亡(生活津貼, 公保給付)

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死亡給付 - 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

東勢地區 銀行 & 人壽保險公司　



第一銀行 東勢分行 東勢區豐勢路 105 號  (04) 2587-4121 , (04)2587-4126 

華南銀行 東勢分行 東勢區三民街 282 號  (04) 2587-1180

彰化銀行 東勢分行 東勢區豐勢路 456 號  (04) 2587-7160

台中商業銀行 東勢分行 東勢區中山路 61 號 (04) 2587-2185, 0932-013046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東勢區中山路 28 號 10樓 (04)2520-3059

(週一~週五上午 8:30~下午 17:30; 每週三夜間延長服務時間至 19:3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東勢通－收  豐勢路 631 號 7樓 (04) 2587-2641

如果想確認死者有沒有保險，請上網或撥打（02）2561-2144 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詢。

臺中市衛生局 和 石岡區衛生所 關心您 (04) 2572-1887 ; (04) 2572-2314
叮嚀:請民眾”定期參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推動的 免費四項癌症篩檢。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