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務機關費用項目
繳費機關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動產擔保)
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地籍圖申請)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動產擔保交易登記)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台中分處(動產擔保)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動產擔保)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動產擔保交易登記)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動產擔保)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動產擔保)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動產擔保)

繳費項目入口網站
https://aesearch.taichung.gov.tw/tbrf_opendata/
https://onestop.nat.gov.tw/oss/identity/Identity/init.do
https://ppstrq.nat.gov.tw/pps/identity/Identity/init.do
http://163.29.37.119/DBAPayment

上線日期
105.11.11
105.07.01
105.03.30
105.01.30

經濟部商業司
https://ppstrq.nat.gov.tw/pps/identity/Identity/init.do

104.12.15

6

台中市西區區公所

104.12.01

7

台中市中區區公所

8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路燈工程管理處(台北市市有土地出租租金)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
http://parkland.gov.taipei/index.aspx
https://eservice.nhi.gov.tw
https://cloudicweb.nhi.gov.tw/nhiapp/
http://npm.cpami.gov.tw/
http://e-service.chiayi.gov.tw

104.06.30

https://ppstrq.nat.gov.tw/pps/identity/Identity/init.do

104.06.03

https://ppstrq.nat.gov.tw/pps/identity/Identity/init.do

104.05.27

1
2
3
4

5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APP繳費)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動產擔保)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動產擔保)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動產擔保)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動產擔保)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動產擔保)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動產擔保)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公司登記）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公司登記）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公司登記）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
經濟部水利署(水權規費)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公司登記)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公司登記)
(3)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公司登記)
(4)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公司登記)
(5)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公司登記)

25

衛生福利部(賑災捐款)

26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7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業人士許可證規費)

28

臺中市政府都會發展局(行政暨使用規費)

29

宜蘭縣政府建設局

30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3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測量科

32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33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34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5

台中市政府財政局

104.12.01
104.12.01
104.11.02
104.11.02
104.08.20

https://www.e-services.taipei.gov.tw
http://ljland.land.taichung.gov.tw/
http://ljland.land.taichung.gov.tw/
http://wr.wra.gov.tw/
http://www.taea.tnc.edu.tw/activity/mp.asp?mp=1
https://e-services.taichung.gov.tw/

104.3.1
104.3.1
104.3.1
104.1.26
104.1.26
104.1.26
104.1.12
103.12.15
103.12.3

https://onestop.nat.gov.tw/oss/identity/Identity/init.do

103.11.12

https://onestop.nat.gov.tw/oss/identity/Identity/init.do

衛生福利部(賑災捐款)
http://e-service.mohw.gov.tw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mt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業人士許可證規費)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臺中市政府都會發展局(行政暨使用規費)
http://soa.ud.taichung.gov.tw/ePay
宜蘭縣政府建設局
http://online2012.e-land.gov.tw/
桃園縣政府測量控制點管理系統
http://control-point-inquiry.tycg.gov.tw/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系統服務
(係由持卡人透由該機關內所設置之服務設備申請該服務
，個人電腦等單機系統未對外開放。)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第2代
https://landzone2.planning.ntpc.gov.tw/urdweb
實價批次服務網址
http://plvr.land.moi.gov.tw
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系統
https://onestop.nat.gov.tw/oss/identity/Identity/init.do
台中市政府財政局
http://ap-finance.taichung.gov.tw/

103.10.20
103.10.13
103.10.13
103.8.25
103.8.1
103.4.7
103.3.31
102.9.30
102.8.30
102.7.1
102.6.24

36

37

38

39

40

(1)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2)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3)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4)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5)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6)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7) 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8) 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9)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10)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11) 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
(12)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13)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14)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15)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16)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17)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18)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19) 臺中市東勢區戶政事務所
(20) 臺中市大甲區戶政事務所
(21) 臺中市清水區戶政事務所
(22)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
(23) 臺中市梧棲區戶政事務所
(24) 臺中市后里區戶政事務所
(25)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
(26)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27) 臺中市新社區戶政事務所
(28) 臺中市石岡區戶政事務所
(29) 臺中市外埔區戶政事務所
(30) 臺中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31) 臺中市烏日區戶政事務所
(32)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事務所
(33)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34) 臺中市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35)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36)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37) 臺中市和平區戶政事務所
(1)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 經濟部工業局龍德(兼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
(2)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3)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4)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5) 經濟部工業局台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
(6) 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
(7)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 新竹市政府行政處
(2)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38)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39)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40) 新北市板橋區戶政事務所
(41) 新北市汐止區戶政事務所
(42) 臺中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43)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44) 新竹縣新埔鎮戶政事務所
(45) 新竹縣芎林鄉戶政事務所
(46) 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47) 新竹市香山戶政事務所
(48) 苗栗縣頭份鎮戶政事務所
(49) 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
(50) 桃園縣中壢市戶政事務所
(51)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52) 嘉義縣民雄鄉戶政事務所
(53) 嘉義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54) 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55) 臺南市永康區戶政事務所
(56) 臺南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戶政司網路申辦服務系統
http://www.ris.gov.tw

102.6.24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http://ems.epa.gov.tw/

102.05.17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http://ems.epa.gov.tw/

102.04.01

新竹市政府民眾申請e好辦網站
https://e-services.hccg.gov.tw/

102.03.25

「紙本戶籍謄本網路申請」付費服務
http://www.ris.gov.tw

102.03.04

40

(57) 基隆市七堵區戶政事務所
(58)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戶政事務所
(59) 高雄市苓雅區戶政事務所
(60) 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
(61) 澎湖縣湖溪鄉戶政事務所
(62) 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戶政事務所
(63) 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戶政事務所
(64) 福建省連江縣北竿鄉戶政事務所
(65) 金門縣金湖鎮戶政事務所
(66) 金門縣金寧鄉戶政事務所
(67) 宜蘭縣宜蘭市戶政事務所
(68) 宜蘭縣五結鄉戶政事務所
(69) 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70) 屏東縣萬丹戶政事務所
(71) 雲林縣斗六市戶政事務所
(72) 雲林縣北港鎮戶政事務所
(73) 臺東縣台東戶政事務所
(74) 彰化縣彰化市戶政事務所
(75) 彰化縣員林鎮戶政事務所

「紙本戶籍謄本網路申請」付費服務
http://www.ris.gov.tw

102.03.04

4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形圖數值圖檔供應系統
http://www.map.udd.taipei.gov.tw/

102.02.25

42

(76)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
(77)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
(78)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79)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80)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81)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8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83)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8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85)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
(86)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87)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88)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89)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90)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91) 經濟部工業局雲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
(92) 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93)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http://ems.epa.gov.tw/

102.01.02

43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44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45

宜蘭縣政府

46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47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48

(1)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2)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49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1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52

經濟部水利署

53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 訓練處

5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55

內政部地政司16家地政機構

56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57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

經濟部商業登記線上申辦系統
https://gcis.nat.gov.tw/brcm/index.jsp
經濟部商業登記線上申辦系統
https://gcis.nat.gov.tw/brcm/index.jsp
「資訊公開申請」付費服務
http://online2012.e-land.gov.tw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線上申請」付費服務
http://www.e-zone.taichung.gov.tw/GISTAI/index2.html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線上申請」付費服務
https://Cityzone.planning.ntpc.gov.tw/service
「臺北市民e點通電子化繳費」服務
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eserviceTest/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http://ems.epa.gov.tw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http://ems.epa.gov.tw
地形圖線上申請服務
http://landuse.hccg.gov.tw/hclim/
水文資訊申請網
http://gweb.wra.gov.tw/HydroApplication/index.aspx
「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
http://elearning.taipei.gov.tw
網路申辦服務-教育活動個人報名使用系
http://personal.nmns.edu.tw/mp.asp?mp=3
地政電子資料流通服務網
http://ccs.land.moi.gov.tw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線上報名系統
http://register.nmmba.gov.tw
營造業登記證規費及營造業評鑑證書規費線上繳交服務：

101.12.17
101.11.26
101.10.29
101.9.3
101.7.16
101.6.1
101.4.30
101.4.9
101.3.20
100.11.21
100.8.25
100.8.8
100.4.15
99.6.23
99.5.17

57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

58

經濟部商業司

59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6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1

桃園縣政府13家戶政事務所

62

內政部營建署

6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6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65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66

新竹市政府

67

內政部地政司

68

基隆市政府

69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70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殯葬管理所

71

彰化縣伸港鄉

72

行政院衛生署

73

桃園縣政府

74

台北市政府

75

內政部警政署

76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77

經濟部商業司

78

雲林縣政府

79

內政部

80

內政部資訊中心

81

高雄市都市發展局

82

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

83

國立台灣美術館

84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85

新北市動物疾病防治所

http://cpabm.cpami.gov.tw/cpalic/index.jsp
商業登記線上申辦繳費服務：
https://gcis.nat.gov.tw/brcm/index.jsp
地政士證書申請系統：
https://phouse.land.moi.gov.tw/phouse/egov/iamqry_14-1.asp
線上繳交地政士證書申請費用
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
http://flora2.epa.gov.tw/mdc/
進口汽車空氣汙染物驗證核章管理系統：
https://car.epa.gov.tw/carappro/index.aspx 』
線上申辦繳費服務
『桃園縣政府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http://e-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 』
戶籍謄本線上申辦繳費服務
『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
http://cpabm.cpami.gov.tw/payment/main.jsp 』
工地主任與建物檢查人員認可證線上申請服務
『高雄市政府創新服務網：
http://e-service.kcg.gov.tw/home/index.aspx 』
建築線電子化線上申請服務
『檢驗規費繳納e化系統： https://ep.bsmi.gov.tw 』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案件申購平台：
http://eservice.nlsc.gov.tw/CaseApply/login.aspx 』
『新竹市都市計畫資訊服務網：
http://landuse.hccg.gov.tw/ 』
土地開發整合資訊及土地使用分區線上申辦服務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案件申辦系統：
http://clir.land.moi.gov.tw/cap/ 』
『基隆市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http://210.69.46.199/KLCGOnline 』
地形圖線上申請與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服務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場地管理暨提供使用系統：
http://203.71.9.116/nstm/』
『高雄市政府創新服務網：
http://e-service.kcg.gov.tw/home/index.aspx 』
禮廳線上便民申辦服務
『土地使用分區申辦系統
http://zoning.shenkang.gov.tw 』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罰鍰電子支付服務：
http://chs-www.doh.gov.tw/csnpt/index.html
桃園縣政府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http://e-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
『台北市政府地理資訊資料倉儲系統：
http://giswh.taipei.gov.tw 』
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pa.gov.tw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acgs.gov.tw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線上申辦系統
https://gcis.nat.gov.tw/eicm/eicm/index.jsp
幸福雲林 e 網通
http://e-service.yunlin.gov.tw
內政部賑災捐款系統
http://www.moi.gov.tw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流通中心：
http://ngisdata.moi.gov.tw 』
高雄市都市發展局承辦業務項目申請付費
http://e-service.kcg.gov.tw/default.aspx
『經濟統計資訊網路查詢系統：
https://2k3dmz2.moea.gov.tw/gwweb/ 』
線上資料查詢付費
國立台灣美術館承辦業務項目申請付費
http://www.tmoa.gov.tw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承辦業務項目申請付費
https://e-service.ntpc.gov.tw/
新北市動物疾病防治所承辦業務項目申請付費
https://e-service.ntpc.gov.tw/

99.5.17
99.4.12
99.1.4

98.8.24

98.7.1

98.2.20

98.3.12
98.3.10
98.2.20
98.1.1
98.1.1
97.12.5
97.10.20
97.5.1
96.10.1
96.9.1
96.8.1
96.6.5
96.1.15
96.1.15
96.1.2
95.12.20
95.10.18
95.8.10
95.5.2
95.2.13
94.12.10
94.10.31
94.10.31

86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87

行政院衛生署

88

檔案管理局

89

行政院衛生署

90

新北市

91

新北市

92

新北市

93

新北市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租賃、戶口轉移及管理費等項目
申請付費
http://grus.sipa.gov.tw/SSO/ssologin/login.jsp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桃園縣、高雄市、嘉義市）
http://chs-www.doh.gov.tw/cspt/CSPT0000S01Q01.jsp
國家檔案資訊網線上查詢付費
https://na.archives.gov.tw/archives/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申請（桃園縣、高雄市、嘉義市）
http://chs-www.doh.gov.tw/cspt/CSPT0000S01Q01.jsp
新北市四項人民申請案件項目
https://e-service.ntpc.gov.tw/
(1) 加油(氣)站設置
(2) 民宿登記申請
(3) 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及用地
面積辦法
(4) 電影片映演業－變更資本額
新北市十四項人民申請案件項目
https://e-service.ntpc.gov.tw/
(1) 新北市旅館業設立登記
(2) 林口社區運動公園及林口社區棒球場借用
(3) 縣民廣場暨音樂舞台場地借用
(4) 電影片映演業－申請設立
(5)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無犯罪紀錄證明)
(6) 停車場登記證申請
(7) 綜合營造業變更登記
(8) 綜合營造業申領證冊
(9) 建築師開業登記
(10) 種苗業登記證申請
(11) 電影片映演業－變更負責人
(12) 廢棄物處理同意設置文件
(13)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申請
(14) 水權登記申請
新北市四項人民申請案件項目
https://e-service.ntpc.gov.tw/
(1) 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場地租借
(2) 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申請
(3)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場所使用申請
(4) 債權人查調債務人課稅資料申請
租借新北市政府會議室
https://e-service.ntpc.gov.tw/

94.8.30
94.1.10
94.1.10
94.1.10

93.12.1

93.11.15

93.9.13

93.5.20

二、學校校內行政事務費用項目
1

繳費機關
繳費入口網站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第十五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 http://dev.idic.kuas.edu.tw/~kuas_mis_imp2009/test/main.php

上線日期
98.11.15

三、學雜費項目
1
2
3
4
5

學校/代收入口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收學雜費服務網104版)
第e學雜費入口網
玉山全方位代收網

6

華南銀行繳學費網站

7

玉山商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台新商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環球技術學院
兆豐商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台灣企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彰化商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明新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聯邦商銀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繳費入口網站
http://card.nknu.edu.tw/
https://eec.nou.edu.tw/pop/signup/PopMainAction.do?method=ind
ex
http://ebill.chb.com.tw/eBill/cs/pay
https://eschool.firsbank.com.tw
https://easyfee.esunbank.com.tw/school
https://school_t.hncb.com.tw/tuition/servlet/TrxDispatcher?trx=co
m.tuitionwebsite.trx.TuWeb&state=prompt
https://www.esunbank.com.tw/AgencyReceipt/Login.aspx?Return
Url=%2fAgencyReceipt%2fStudent%2fProjectList.aspx
https://school.taishinbank.com.tw
http://www.tit.edu.tw
https://school.megabank.com.tw
https://sch.tbb.com.tw/system/eGov/EGovIssueBank.asp
https://www.chb.com.tw/chbib/faces/po/po03001/PO03001_1.jsp
http://ebill.must.edu.tw/
http://stuinfo.nchu.edu.tw/cof/coflogin
http://www.ubot.com.tw/va/system_sch/Sch_Index.aspx

上線日期
105.03.01
105.01.05
104.08.31
102.7.1
99.2.1
99.1.4
98.8.27
97.7.15
97.7.15
97.1.22
97.1.21
96.8.20
96.1.15
95.8.15
95.8.15

16
17
18

台北縣立各級學校
台灣銀行繳學費代收入口網
國立空中大學

https://e-service.tpc.gov.tw/
https://school.bot.com.tw/payment/online_payment.aspx
https://info.nou.edu.tw/epay/index.cfm

95.3.7
95.1.25
94.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