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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歡迎加入標準檢驗局義務監視員行列！ 

為落實消費者保護政策，本局除針對國內市場銷售之商品

執行「市場檢查」作業外，自民國八十年起推行「消費品義務

監視員制度」，藉由社會大眾力量，協助舉發市售逃避檢驗及標

示不符等違規商品，實施十餘年來頗具成效。在我國加入 WTO

後，配合國際潮流，本局已逐步放寬產品上市前之管制；為加

強產品上市後的監督與管理，未來義務監視員工作的推動將更

顯重要。 

本手冊內容以本局「商品義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程序

管理辦法」（如附錄一）為基礎，希望幫助您進一步瞭解義務監

視員的工作，若日常生活中對相關業務有任何疑問或指教，歡

迎與本局或轄區分局聯繫。 

每個人都是消費者，唯有透過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建構安

全的消費環境。感謝您的熱心參與，更期待透過彼此心得與經

驗之分享，能早日達成「人人都是義務監視員，個個拒買違規

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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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義務監視員工作說明 

一、反映事項 

1.無「商品檢驗標識」之應施檢驗商品 

對於經濟部公告為應施檢驗之商品（即須經檢驗合格

始可上市銷售之商品；如附錄二），義務監視員若發現

其本體上未按規定標貼「商品檢驗標識」（如附錄三），

請即向本局或轄區分局反映。 

2.無「同」字標記之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 

供交易使用或與公共安全、醫療衛生有關之度量衡

器，由經濟部公告為應受檢定檢查之範圍者（如附錄

四），義務監視員若於市場上發現未依規定貼附「同」

字檢定合格單（如附錄五），請即向本局或轄區分局反

映。 

3.擅自使用正字標記 

正字標記（如附錄六）主要使生產廠商藉正字標記之

信譽，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場，消費者亦可經由辨

識正字標記簡易地購得合宜的優良產品，權益因此獲

得保障，為防止擅自使用正字標記之產品流入市面，

影響廠商及消費者權益，標準法第 16條亦明文規定擅

自使用正字標記之相關作為及處罰，若義務監視員於

市場上發現該等情事時，請即向本局或轄區分局反映。 

4.標示不全之商品 

為維護生產者信譽，保障消費者利益，並建立良好商

業規範，市售商品應依「商品標示法」規定正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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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管機關如附錄七），義務監視員若於市場上發現

未依規定標示之商品，亦請即向本局或轄區分局反映。 

二、「反映案件報告書」填寫要領 

義務監視員發現屬前節所述之違規事項時，請即填報「反

映案件報告書」（如附錄，表一至表四）後，以專用信封

郵寄、傳真、E-mail 或經由本局網站向本局（或轄區分

局）反映。為利案件後續查核及掌握時效性，提供幾點

「反映案件報告書」之填寫要領如下： 

1.「案件代碼」：為利反映案件之登錄與計算，一件商品

以一個代碼為原則。 

2.「擺設位置（圖）」：請詳細敘述（或圖示）商品在銷

售地點之陳設位置，以方便查核人員作業。 

3.「反映事實」： 

（1）應施檢驗商品發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及

「中文標示」時，僅需勾選未標示「商品檢驗標

識」一項即可，無需重複勾選「違反商品標示

法」。 

（2）經查為「已下架」或「未陳售」之商品，若日

後在同一地點再次發現陳列銷售，仍可再向本局

（或分局）反映，並勾選「屬前次反映案件」及

註明前次案件代碼。 

（3）不同的「反映事實」，請分開填寫於不同的「反

映案件報告書」中，以利辨識。 

4.「日期」：請註記發現日期，並儘速向本局（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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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以掌握查核時效。 

5.若在不同商店（或連鎖店）發現同一涉違規商品，僅

需填報一項商品及其中一家銷售商店名稱即可，以避

免重複查核。 

6.案件線上反映、「反映案件報告書」表單下載或消費

者 保 護 業 務 簡 訊 等 ， 均 置 於 本 局 官 網

（http://safety.bsmi.gov.tw）/商品安全資訊網/

義務監視員專區，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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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義務監視員之任期 

義務監視員之任期為一年，每年重新遴聘一次，工作績效

優良者，本局得繼續聘用。為利提供業務資訊及活動聯繫，

義務監視員之聯絡電話、地址若有異動，請告知本局或轄

區分局。 

肆、義務監視員之獎金 

義務監視員之工作為義務性質，為激勵其工作績效，得依

規定計算酌給獎金，於任期屆滿時發給。酌給方式如下： 

一、基本獎金：有效案件每件新臺幣 200 元。 

（上限：新臺幣 12,000 元） 

二、加成獎金：除基本獎金外，依有效件數率（有效件數÷

反映件數）酌給加成獎金，計算方式如下表。 

三、反映度量衡器之案件，經調查違規者亦酌給獎金。 

有效件數率 加成獎金 

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

百分之六十 

基本獎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

百分之八十 

基本獎金總額百分之三十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基本獎金總額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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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商品義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中所

指商品，以應施檢驗商品為主。 

二、義務監視員之工作性質為協助本局舉發市售違規商

品，將情報傳送本局處理，並未賦予義務監視員執行

公務之權力。 

三、義務監視員赴超市、商店查訪時，語態宜溫婉，勿強

行盤查，以免引起不必要之糾紛。 

四、反映案件應注意時效，並填具「反映案件報告書」傳

送總局或轄區分局辦理。 

五、義務監視員若有任何疑問可利用本局免付費電話

0800-231623 或洽各轄區分局主辦科室聯繫。各分局

及總局地址、聯絡電話如下表（傳真、電話及 E-mail

信箱詳見「反映案件報告書」）： 

六、「1950」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已正式啟用。若遇消費

爭議，可拿起電話撥「1950」四個號碼，這個電話就會

直接轉接到當地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請多加

利用。 

 

分局別 地址 聯絡電話 

花蓮分局 花蓮市海岸路 19號 （03）8221121 轉 652 

基隆分局 基隆市港西街 8號 （02）24245350 

新竹分局 新竹市民族路 109 巷 14 號 （03）5427011 轉 665 

臺中分局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轉 652 

臺南分局 臺南市北門路 1段 179 號 （06）2264101 轉 217 

高雄分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號 （07）2511151 轉 714 

總  局 臺北市濟南路 1段 4號 （02）2343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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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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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商品義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一日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經標五字第０九０五００二七八三號

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經標五字第０九二五００一０九八

０號令修正發布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經濟部經

標字第 0 九六 0 四六 0 五八九 0 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十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驗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商品義務監視員（以下簡稱監視員）由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以下簡稱標準檢驗局）及其所屬轄區分局（以

下簡稱檢驗機關）就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遴選之： 

一、具有服務熱忱或社會工作經驗。 

二、經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其他政府機關或消費者保護團體推薦。 

三、依其他具體情形認為適當。 

第三條   依前條遴選之監視員，應經標準檢驗局職前訓練後

聘任之。 

第四條   監視員聘期為一年，每年遴聘一次，並得視情況續

聘。 

第五條   監視員之工作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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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映無商品檢驗標識之應施檢驗商品。 

二、反映市售標示不全或品質不良商品。 

三、轉達一般消費者提出之反映案件。 

四、隨時利用各種機會及管道，協助標準檢驗局辦理

消費者保護之教育宣導，並將宣導情形以書面向

檢驗機關提出。 
五、協助標準檢驗局宣導有關商品檢驗之政策及法規。 

六、協助標準檢驗局推動其他有關消費者保護措施之事

項。 

第六條   標準檢驗局得視監視員之工作績效，依下列規定酌

給獎金： 

一、反映案件經調查為有效件數者，酌給基本獎金每件

新臺幣二百元，基本獎金總額以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為上限。 

二、除前款基本獎金外，得依有效件數率酌給加成獎

金，計算方式如下： 

（一）有效件數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六

十者，加發基本獎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二）有效件數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

十者，加發基本獎金總額百分之三十。 

（三）有效件數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加發基本獎

金總額百分之四十。 

前項有效件數，指依商品檢驗法第五十條第二項第

三款封存者；有效件數率，指以有效件數除以反映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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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商數。 

第七條   監視員舉發違規商品之程序如下： 

一、監視員發現有涉違規之商品時，填具反映案件報告

書。 

二、檢具反映案件報告書向檢驗機關以書面或電子郵

件方式提出。 

第八條   監視員為消費者轉寄涉案商品之樣品時，應經檢驗

機關同意。 

前項寄送之郵資，得由監視員檢具相關單據向檢驗

機關申請匯還。 

第九條   檢驗機關遴聘之監視員，無執行公務之權力。 

監視員赴市場訪查時，不得強行盤查；如有影響檢驗

機關形象或不能勝任者，檢驗機關得予解聘。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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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2：應施檢驗商品及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明細表 

電視機(映像管式、液晶、電漿) 手提式錄放音機 收音機 

數位錄音筆 CD 隨身聽 喇叭音箱(內含擴大機) 

數位無線電視機上盒 隨身聽、MP3、MP4、MP5 

音響擴大機 汽車音響 電漿電視機 液晶電視機 

顯示器(液晶、電漿) 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數位式錄放影機（DVD、VCD 、LCD、LD） 行車記錄器 

車用 DVD、VCD 電腦卡拉 OK（電腦點唱機） 

掃瞄器 滑鼠 電腦鍵盤 電腦手寫板 

液晶顯示器（電腦用） 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 

PDA（個人資料處理機） 影印機 自動櫃員機 

光碟機(電腦用) 軟碟機、硬碟機(電腦用含內接式、外接式) 

顯示卡(電腦用) 隨身碟 音效卡(電腦用) 

計算機 網路卡(電腦用) 電腦主機板 

電子辭典 電動碎紙機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UPS 不斷電系統 收銀機 刷卡機 電動打字機 

電 

子 

資 

訊 

產 

品 

GPS 衛星導航機 讀卡機 平板電腦 

奶瓶消毒鍋(器) 調乳器 嬰幼兒服裝及服飾附屬品 

嬰兒學步車 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 手推嬰幼兒車 嬰幼兒 

童用品 兒童自行車（座墊最大高度在 435mm以上，未滿635mm，憑藉後

輪驅動） 

人形玩具 非人形玩具 騎乘玩具 建築玩具 

樂器玩具 益智玩具 遙控玩具 吹氣玩具 

填充玩具 食品玩具 仿真運動球類玩具 

玩 

 

 

 

 

其他玩具（圖印印章、毽子、跳繩、彈珠、陀螺、紙笛、

吹笛、扯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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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黏土 兒童沐浴書/布書 卡通造型瓶蓋 手提燈籠 

兒童用貼紙 掌上型遊樂器 節慶/裝扮玩具 螢光棒 

整人玩具 兒童遊戲帳棚 塑膠存錢筒 固齒器 

吊飾（包括繫繩及吸盤等）及鑰匙圈附掛玩具者 

塑膠有圖案或數文字彩色地墊 腳踏車（車座高度 435mm 以下） 

 

     

具 

非固定式鞦韆、溜滑梯及遊戲屋等組裝玩具 飛盤 

電鍋 電子鍋 電火鍋 電燉鍋 

電壺 電煎藥壺 電熱水瓶 果汁機 

電動榨汁機 食物料理機 磨咖啡豆機 電咖啡機 

電濾煮器 電爐 電磁爐 微波爐 

電烤箱 保溫盤 烤麵包器 電熱烤盤 

電動刨冰機 電氣蒸籠 電熱便當箱 電動攪拌器 

鬆餅機（蛋捲機） 電冰箱 洗碗機 烘碗機 

開飲機 飲水供應機 貯備型電開水器 

即熱式電熱水器 儲存式電熱水器 排油煙機 

吸塵器（不含充電式） 地板打蠟機 洗衣機 脫水機 

乾衣機 被服烘乾機 電（蒸汽）熨斗 

冷氣機 電扇 除濕機 電暖器 

電梳(電美髪組) 吹風機 電芳香器 茗茶機(泡茶機) 

烘手機（自動乾手機） 泡腳機 電蚊香器 電捕蚊燈 

手提式按摩器(不含充電式) 電刮鬍刀(不含充電式) 

電動削鉛筆機(不含充電式) 電動擦鞋機(不含充電式) 

魚缸加溫器(石英加溫器) 電剪髮器(不含充電式) 

電熱敷墊 電毯 電暖護腳套 

電暖墊（被） 電暖靠枕 電暖抱枕 

 

 

 

一 

 

 

般 

 

 

家 

 

 

電 

電暖護腳墊（套） 電暖護套 保暖電懷爐（電暖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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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清淨機 電湯匙 燙（整）髮器 冷藏保溫箱（櫃） 

文具用品 塑膠擦（俗稱：橡皮擦） 

直(環)式螢(日)光燈管 螢(日)光燈用安定器 

省電燈泡（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緊密型螢光燈管 

燈具(小夜燈、桌燈、崁燈、壁燈、吸頂燈、檯燈、立燈、吊燈) 

照明 

燈具 

神桌用神明燈 水族箱用燈具 聖誕燈串 

建築用防火門 建築用鋼筋 鋼纜（索） 荷重用鈎環 

荷重用吊鈎 耐燃壁紙 水泥 防火塗料 

層積材（角材） 合板 粒片板 中密度纖維板 

木質地板 集成材 

耐燃建材（石膏板、岩綿裝飾吸音板、矽酸鈣板、纖維水泥板等） 

電源轉接器 電源插接器 電源線組 漏電斷路器 

橡膠絕緣電線 插頭、插座 壁開關、壁插座 

建材 

及 

配電 

器材 

塑膠絕緣電線(PVC、PE 電線) 閘刀開關 無熔絲開關 

卡式爐 登山爐 休閒爐 瓦斯烤箱 

瓦斯熱水器 瓦斯爐 瓦斯用橡膠軟管 

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 

瓦斯罐（卡式爐用、登山爐用、噴燈用、填充打火機用） 

瓦斯 

及 

高壓 

器具 
瓦斯鋼瓶用開關 瓦斯附錶控制調整器 瓦斯調整器 

電鑽(限檢驗交流電用) 手提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 

手提圓盤電磨機(限檢驗交流電用) 電鋸(限檢驗交流電用) 

手提電動圓鋸機(限檢驗交流電用) 電剪(限檢驗交流電用) 

手提電刻磨機 

(限檢驗交流電用) 

電動套筒扳手 

(限檢驗交流電用) 

電動 

 

手工具 

手提打蠟機 

(限檢驗交流電用)  

其他電動手工具 

(限檢驗交流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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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輪胎 輕合金盤型輪圈(汽車用 18吋以下) 

汽車用座椅安全帶 滑溜板 溜冰鞋(含直排輪鞋) 

交流馬達 電鈴 PVC 塑膠管 低壓電表用塑膠箱體及固定板 

壁掛式陶瓷臉盆 產業用防護頭盔 
防護頭盔（機車安全帽、騎

乘自行車等運動用頭盔） 

護目鏡 安全鞋 安全帶（作業用） 安全手套 千斤頂 

高壓鋼瓶閥 乙炔鋼瓶閥 高壓鋼瓶 太陽眼鏡 

休閒 

、 

防護 

用具 

及 

其他 
家庭用壓力快鍋 動力衝剪機械 衛生套(保險套) 

計乘車計費表 浮液型牛乳比重計 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水銀式及電子式體溫計 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電度表（含瓦時

計、乏時計、需量

瓦時計、電子式電

度表、匹配於電度

表之變比器） 

速度計（含公務檢測用

雷達測速儀、公務檢測

用雷射測速儀（光達

式）、公務檢測用感應

式線圈測試儀） 

濃度計（含公務檢測

用呼氣酒精測試器及

分析儀、公務檢測用

車輛排氣分析儀、稻

穀水分計） 

法定 

度量 

衡器 

衡器（含非自動衡

器及非連續累計自

動衡器） 

體積計（含液體用量

器、膜式氣量計、水量

計、油量計、液化石油

氣流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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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應施檢驗商品標識規定 

標準

檢驗

局 
印製 

 
一般 
商品 

各項應施檢驗商品 

 
驗證 
登錄 
商品 

電器、電子、電腦資訊產

品、建築裝修、瓦斯器材、

嬰兒用品、電動手工具、

玩具、壁掛式陶瓷臉盆及

個人防護用具等 

 
符合性 
聲明 
商品 

文字處理機、電動打字機、
計算機、收銀機、電腦零組
件、主機板及各項內插卡、
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硫
化橡膠管、防焰合板、防焰
壁紙、太陽眼鏡 

 
型式 
認可 
商品 

直流電子產品、電腦資訊產

品、瓦斯罐、拋棄式及簡易

型打火機、木製品（層積

材、合板、粒片板、木質地

板、中密度纖維板、集成材） 
 管理 

系統 
認可 
商品 

水泥及防火塗料 

業

者

自

行

印

製

（

須

依

規

定

或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 

 監視查 
驗經核 
准自行 
印製者 

玩具 

 

R00000 

D00000 

T00000 

Q00000 

M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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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其種類及範圍如下： 
一、計程車計費表。 
二、衡器：非自動衡器、重力式自動裝料衡器及非連續累計

自動衡器。但不包括下列各衡器： 
（一）檢定標尺分度數（n）均大於一００００，且非供

交易使用之非計價衡器。 
（二）最大秤量大於一公噸之懸掛式衡器。 
（三）體重計。  
（四）動態衡量之非自動衡器。 

三、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四、體積計： 

（一）液體用量器：刻有分度之金屬製量桶及量槽。但

不包括下列量槽： 
1.全量大於一一０立方公尺之量槽。 
2.壓力式量槽。 

（二）膜式氣量計。但不包括使用空氣最大流量大於每

小時九０立方公尺之氣量計。 
（三）水量計：容積型、速度型（奧多曼、單一噴嘴及

多重噴嘴）、連結式及渦流型水量計。但不包括口

徑大於三００毫公尺之水量計。 
（四）油量計。但不包括口徑大於一六０毫公尺之油量

計。 
（五）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五、浮液型牛乳比重計。 
六、下列電度表。但不包括攜帶式電度表、標準電度表及電

壓六００伏特以上之電度表。 
（一）瓦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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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乏時計。 
（三）需量瓦時計 
（四）電子式電度表。 
（五）匹配於電度表之變比器。但不包括大於標稱系統

電壓六九千伏特之變比器。 
七、速度計： 

（一）公務檢測用雷達測速儀。 
（二）公務檢測用雷射測速儀（光達式）。 
（三）公務檢測用感應式線圈測速儀。 

八、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九、濃度計： 

（一）公務檢測用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 
（二）稻穀水分計。 
（三）公務檢測用車輛排氣分析儀。但不包括機車及柴

油車用之車輛排氣分析儀。 
十、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十一、水銀式及電子式體溫計。 

第一項第二款應經檢定之非計價衡器，其非供交易、證

明或公務檢測使用，並經標示其意旨者，免予檢定。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供交易使用之非計價衡器及第七

款第二目公務檢測用雷射測速儀（光達式）列為應經檢定法

定度量衡器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但

對於施行日前已使用中之公務檢測用雷射測速儀（光達式）

，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一項第三款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中之指針式血壓計

及第十一款電子式體溫計列為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之規

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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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七款第三目公務檢測用感應式線圈測速儀列

為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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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暨合格印證 

種類 圖樣 合格印證 

水量計 

Water meters 

 
 

電度表 

Electricity meters 
  

膜式氣量計 

Diaphragm gas meters 
  

油量計 

Oil meters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low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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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圖樣 合格印證 

計程車計費表 

Taximeters   

非自動衡器 

Non-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s 

 

 

 

 

重力裝料衡器 

Automatic gravimetric 

filling weighing 

instruments 

非連續累計自動衡器 

Discontinuous 

totalizing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s  

 

 

活動地秤 

Portable weighbridge 
  

固定地秤 

Fixed weigh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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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圖樣 合格印證 

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Non-Invasive 

mechanical 

sphygmomanometers   

公務檢測用雷達測速儀 

Radar speedometers 

for law enforcement  
 

公務檢測用呼氣酒精測

試器及分析儀 

Breathe alcohol 

testers and analyzers 

for official 

inspection 

  

公務檢測用雷射測速儀 

Laser speedometers 

for law enforcement   

公務檢測用感應式線圈

測速儀 

Inductive loop 

speedometers for law 

enforcement 

  

水銀式及電子式體溫計 

Mercury and 

electrical 

thermometers 
  



 23

種類 圖樣 合格印證 

公務檢測用車輛排氣

分析儀 

Vehicle exhaust 

emissions analyzers 

for official 

inspection 

  

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Sound level meters 

for official 

inspection 
  

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Illuminance meters 

for official 

inspection 
  

稻穀水分計 

Rice grain moisture 

meters 
 

 

液體用量器 

Liquid volumetric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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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一、正字標記圖示： 

 
 
 

二、正字標記產品類別： 

A. 土木工程及建築     B. 機械工程 

C. 電機工程、電子工程 D. 機動車及航太工程 

G.. 鐵金屬冶鍊        H. 非鐵金屬冶鍊 

K. 化學工業          L. 紡織工業 

N. 農業、食品        O. 木業 

P. 紙業              R.  陶業 

S. 日常用品          T. 衛生及醫療器材 

Z.  工業安全、品質管制、物流及包裝、一般及其他 

正字標記品目、廠商及證書資料，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bsmi.gov.tw）
查詢，路徑為「業務專區/標準與正字標記/正字標記/品目及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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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商品標示主管機關 
主辦單位 地址 電話 

經濟部商業司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5

號 

（02）23212200 

轉349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

省府路4號 

（049）2359171 

轉2209 

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 
第四科 臺北市市府路1號 

（02）27208889 

轉6477、6478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商業輔導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3樓 

（02）29603456 

轉5384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商業科 臺中市中港路2段89號 

（04）22289111 

轉31306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商業科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

6號 
（06）3901351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商業行政科 高雄市四維三路2號1樓 

（07）3373155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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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1373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工商科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301號3樓 

（02）24201122 

轉2106 

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局 
工商輔導科 桃園市縣府路1號1樓 

（03）3322101 

轉5122 

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 
發展處工商發展科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03）5518101 

轉6110~6112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 
處工商科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03）5216121 

轉257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工商科 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037）324428 

       32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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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地址 電話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商業科 

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1樓 

（04）7222151 

轉0333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科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25144 

轉356~358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行政科 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05）5522195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 
工商發展科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

祥和一路1號 
（05）3620437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工商科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05）2254321 

轉136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工商科 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08）7320415 

轉3313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管理科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227171 

轉532、533 

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課 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089）328815、、

3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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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連江縣政府建設局 
工商課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號 
（083）622975 

金門縣政府建設局 
工商課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號 
（082）326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