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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暨所屬各機關檢舉專用信箱、專線電話號碼一覽表
單位
法務部

檢舉專用信箱號碼

專線電話

臺北郵政14-153號信箱

(02) 23752246

法務部中部辦公室 中興新村12號信箱

(0800) 491004

最高法院檢察署

臺北郵政14-351號信箱

(02) 23751482

高檢署

臺北郵政14-124號信箱

(02) 23822548

臺中高分檢署

臺中郵政1875號信箱

(04) 22252755

臺南高分檢署

臺南郵政791號信箱

(06) 2205572

高雄高分檢署

高雄郵政160號信箱

(07) 5853710

花蓮高分檢署

花蓮郵政9-15號信箱

(03) 8223420

金門高分檢署

金門郵政38號信箱

(082) 324581

臺北地檢署

臺北郵政14-128號信箱

(02) 23614618

士林地檢署

臺北郵政105-102號信箱 (02) 28363754

板橋地檢署

板橋郵局13-112號信箱

(02) 22624063

宜蘭地檢署

宜蘭郵政142號信箱

(03) 9330424

桃園地檢署

桃園郵政401號信箱

(03) 3353823

新竹地檢署

新竹郵政135號信箱

(02) 5256061

苗栗地檢署

苗栗郵政94號信箱

(037) 332692

臺中地檢署

臺中郵政222號信箱

(04) 22246633

彰化地檢署

員林郵政310號信箱

(04) 8360282

南投地檢署

南投郵政180號信箱

(049) 2242275

雲林地檢署

虎尾郵政5號信箱

(05) 6323424

嘉義地檢署

嘉義郵政1-25號信箱

(05) 2785132

嘉南地檢署

嘉南郵政15-20號信箱

(06) 2959802

高雄地檢署

高雄郵局第5-123號信箱 (07) 2161463

屏東地檢署

屏東市郵局81號信箱

(08) 7535215

臺東地檢署

臺東郵局115號信箱

(089) 310170

花蓮地檢署

花蓮郵政7-41號信箱

(03) 8230159

基隆地檢署

基隆郵局286號信箱

(02) 24650835

澎湖地檢署

澎湖郵局4號信箱

(06) 9261900

金門地檢署

金門郵政第30號信箱

(082) 325090

連江地檢署

南竿郵政第9號信箱

(08) 3622823

調查局

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

(02) 29188888

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檢舉專用信箱、專線電話號碼一覽表
單位

檢舉專用信箱號碼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臺北郵政第49-80號信箱

專線電話
(0800) 211655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高雄市郵政第2299號信箱 (0800) 025025

法務部暨調查局各處站檢舉專用電話及信箱一覽表
機關名稱

法務部調查局

住所

臺北縣新店市中華路74號

信箱

新店郵政60000號信箱

檢舉電話
(肅貪專線)
(02) 29171111
(檢舉專線)
(02) 29188888

臺北市調查處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176號

臺北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2) 27328888

高雄市調查站

高雄市中正四路226號

高雄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7) 2818888

臺北縣調查處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193巷2號

板橋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2) 29628888

基隆市調查站

基隆市崇法街220號

基隆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2) 24668888

桃園市調查站

桃園市縣府路19號

桃園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3) 3228888

新竹市調查站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126號

新竹郵政60000號信箱

(03) 5388888

新竹縣調查站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56號

竹北郵政60000號信箱

(035) 558888

苗栗市調查站

苗粟市府前路7號

苗栗郵政60000號信箱

(037) 358888

臺中市調查站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25號

臺中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4) 23038888

臺中縣調查站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130號

豐原郵政60000號信箱

(04) 5278888

彰化縣調查站

彰化市卦山路12號

彰化郵政60000號信箱

(04) 7248888

南投縣調查站

南投市民族路486號

南投郵政60000號信箱

(049) 228888

雲林縣調查站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67號

斗六郵政60000號信箱

(05) 5328888

嘉義市調查站

嘉義市文化路308號

嘉義郵政60000號信箱

(05) 2778888

嘉義縣調查站

嘉義縣朴子市一路1號

朴子郵政60000號信箱

(05) 3628888

臺南市調查站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208號

臺南市郵政60000號信箱

(06) 2988888

臺南縣調查站

臺南縣新營市大同路59號

新營郵政60000號信箱

(06) 6328888

高雄縣調查站

高雄縣鳳山市青年路一段99號

鳳山郵政60000號信箱

(07) 7458888

屏東縣調查站

屏東市合作街51號

屏東郵政60000號信箱

(08) 7368888

臺東縣調查站

臺東市博愛路293號

臺東郵政60000號信箱

(089) 318888

花蓮縣調查站

花蓮市中美路3-33號

花蓮郵政60000號信箱

(038) 338888

宜蘭縣調查站

宜蘭?鷏?'iexplor e'

宜蘭郵政60000號信箱

(03) 928888

澎湖縣調查站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36號

馬公郵政60000號信箱

(069) 278888

航業海員調查處

基隆市中正路303號

基隆郵政98號信箱

(02) 24633633

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
組

臺中縣梧棲鎮臨港路三段364號

航業海員調查處高雄
站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路167號

高雄市郵政44-30號

(07) 8134888

福建省調查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4號

金門郵政90號信箱

(0823) 22888

馬祖調查站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5號

馬祖郵政101號信箱

(0836) 22258

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路33號

中和郵政1-100號信箱

(02) 2482626

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組

臺中市西屯區中港三段118巷50號

臺中市郵政76號信箱

(04) 4615588

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

高雄市小港平和四路40號

高雄小港郵政29-112號

(07) 8122910

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組

花蓮市瑞美路7號

花蓮郵政21號信箱

(03) 8233712

(04) 656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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