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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總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所轄國稅局 分局/稽徵所
1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3525871 臺北國稅局 信義分局
2 漢神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97290286 臺北國稅局 信義分局
3 微風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53342505 臺北國稅局 信義分局
4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2853565 臺北國稅局 信義分局
5 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 27999646 臺北國稅局 信義分局
6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97301707 臺北國稅局 中北稽徵所
7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165560 臺北國稅局 中北稽徵所
8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14053007 臺北國稅局 中北稽徵所
9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2139612 臺北國稅局 中北稽徵所
10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6740494 臺北國稅局 中北稽徵所
11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16839714 臺北國稅局 松山分局
12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2555003 臺北國稅局 松山分局
13 微風廣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9477962 臺北國稅局 松山分局
14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6097091 臺北國稅局 松山分局
15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22662550 臺北國稅局 南港稽徵所
16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2958907 臺北國稅局 文山稽徵所
17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3113432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18 大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7430717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19 亞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83416573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0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1257316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1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97286918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2 統領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0937863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3 頂呱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368753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4 環球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80296032 臺北國稅局 大安分局
2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3060248 臺北國稅局 中南稽徵所
26 台灣山崎股份有限公司 22522307 臺北國稅局 中南稽徵所
27 金興發股份有限公司 24431747 臺北國稅局 中南稽徵所
28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3928945 臺北國稅局 中南稽徵所
29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2745790 臺北國稅局 士林稽徵所
30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2662257 臺北國稅局 士林稽徵所
31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3285582 臺北國稅局 內湖稽徵所
32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89390488 臺北國稅局 內湖稽徵所
33 都會生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3197354 高雄國稅局 新興稽徵所
34 大統百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3396274 高雄國稅局 新興稽徵所
35 商証股份有限公司 13168852 高雄國稅局 新興稽徵所
36 漢神名店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3827290 高雄國稅局 鹽埕稽徵所
37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9229311 高雄國稅局 鹽埕稽徵所
38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23524280 高雄國稅局 苓雅稽徵所
3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3707901 高雄國稅局 楠梓稽徵所
40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96972798 高雄國稅局 前鎮稽徵所
41 商賀股份有限公司 16478211 高雄國稅局 三民分局
42 商硯股份有限公司 12729321 高雄國稅局 三民分局
43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89743949 高雄國稅局 三民分局
44 墨凡有限公司 54630005 高雄國稅局 左營稽徵所
45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7693238 高雄國稅局 左營稽徵所
46 紹興實業有限公司 45139063 高雄國稅局 鳳山分局
47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4168333 高雄國稅局 鳳山分局
48 元榆企業有限公司 59549004 高雄國稅局 岡山稽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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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泉益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3686828 北區國稅局 基隆分局
50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33983853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1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03521905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2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5714195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3 新北市樹林區農會 33421903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4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3218091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5 嚐鱻食品有限公司 27798177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70762591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7 聯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0131638 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
58 富麗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791224 北區國稅局 三重稽徵所
59 金泰股份有限公司 50840731 北區國稅局 三重稽徵所
60 金玖股份有限公司 67319173 北區國稅局 三重稽徵所
61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80234156 北區國稅局 三重稽徵所
62 八方雲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54036645 北區國稅局 淡水稽徵所
63 百菓園水果企業有限公司 86716341 北區國稅局 淡水稽徵所
64 馬林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508331 北區國稅局 新店稽徵所
65 豐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0768666 北區國稅局 中和稽徵所
66 全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2742817 北區國稅局 中和稽徵所
67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84283164 北區國稅局 新莊稽徵所
68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84309586 北區國稅局 新莊稽徵所
69 樂法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54688322 北區國稅局 新莊稽徵所
70 奕順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6113165 北區國稅局 羅東稽徵所
71 廣進加油站有限公司 16280739 北區國稅局 羅東稽徵所
72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86649006 北區國稅局 桃園分局
73 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80060768 北區國稅局 桃園分局
74 坤業加油站有限公司 23250296 北區國稅局 桃園分局
75 向陽餐飲有限公司 42566133 北區國稅局 桃園分局
76 墊脚石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89200305 北區國稅局 中壢稽徵所
77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2591908 北區國稅局 中壢稽徵所
78 源昱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84555587 北區國稅局 大溪稽徵所
79 育旌股份有限公司 27812261 北區國稅局 竹北分局
80 佑順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3504658 北區國稅局 竹北分局
81 東嵐有限公司 28955358 北區國稅局 新竹分局
82 公園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22999288 北區國稅局 新竹分局
83 新雅茶飲企業有限公司 55931106 北區國稅局 新竹分局
84 花蓮縣花蓮市農會 94170409 北區國稅局 花蓮分局
85 風獅爺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3655484 北區國稅局 金門稽徵所
86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7940499 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87 日華金典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8506326 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88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84442769 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89 竑穗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45271 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90 群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61210008 中區國稅局 民權稽徵所
91 中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23824097 中區國稅局 臺中分局
92 振宇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9092696 中區國稅局 臺中分局
93 美味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28622330 中區國稅局 臺中分局
94 穎冠茶飲企業有限公司 53490786 中區國稅局 臺中分局
95 京庚健康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5073492 中區國稅局 豐原分局
96 金喜美股份有限公司 84078213 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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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7785285 中區國稅局 員林稽徵所
98 鈦宜食品有限公司 59032274 中區國稅局 雲林分局
99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4001199 中區國稅局 雲林分局
100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7151664 南區國稅局 臺南分局
101 淑淑的賣商行有限公司 86114729 南區國稅局 臺南分局
10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3794905 南區國稅局 臺南分局
103 高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3530229 南區國稅局 臺南分局
104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86379116 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
105 美麗學分商行 36833822 南區國稅局 新化稽徵所
106 豐屏股份有限公司 57051725 南區國稅局 屏東分局
107 大帝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9849751 南區國稅局 屏東分局
108 日日春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80468359 南區國稅局 屏東分局
109 笑笑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9430806 南區國稅局 屏東分局
110 東港鎮農會 91602403 南區國稅局 東港稽徵所
111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4830705 南區國稅局 潮州稽徵所
112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0739971 南區國稅局 恆春稽徵所
113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93080909 南區國稅局 臺東分局
114 澎坊股份有限公司 29079933 南區國稅局 澎湖分局
115 澎湖縣農會 96352609 南區國稅局 澎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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