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分行電話 聯絡窗口姓名 分機 電子信箱

總行營業部 02-23481111 賴銘松 1898 i84237@firstbank.com.tw

安和分行 02-23256000 邱瑞坪 209 i92084@firstbank.com.tw

南港分行 02-26558777 趙念琪 203 i94111@firstbank.com.tw

西門分行 02-23119111 薛志明 166 i86165@firstbank.com.tw

忠孝路分行 02-23416111 陳民 203 i87197@firstbank.com.tw

景美分行 02-29303011 顏婷華 202 i91239@firstbank.com.tw

大直分行 02-85095611 白敏華 132 i70356@firstbank.com.tw

大稻埕分行 02-25553711 陳鐸仁 212 i86117@firstbank.com.tw

信維分行 02-27557241 郭擎毅 141 i92156@firstbank.com.tw

建成分行 02-25556231 何俐嫻 222 i80316@firstbank.com.tw

華山分行 02-25368111 王如妍 112 i80312@firstbank.com.tw

大同分行 02-25913251 莊素絨 100 i79551@firstbank.com.tw

新生分行 02-25620256 李新鈞 118 i82192@firstbank.com.tw

劍潭分行 02-28802468 林木蘭 123 i78220@firstbank.com.tw

圓山分行 02-25979234 林素玲 230 i90140@firstbank.com.tw

中山分行 02-25211111 羅淵峻 238 i97300@firstbank.com.tw

中崙分行 02-27606969 吳惠君 204 i94391@firstbank.com.tw

南京東路分行 02-25062111 吳建邦 203 i85147@firstbank.com.tw

城東分行 02-25062881 李文榮 250 i85087@firstbank.com.tw

民生分行 02-27138512 陳淑賢 202 i82003@firstbank.com.tw

松江分行 02-25017171 黃銘堂 210 i89191@firstbank.com.tw

民權分行 02-27192009 丁宇賢 100 i93115@firstbank.com.tw

八德分行 02-27318878 黃美慧 202 i77109@firstbank.com.tw

長春分行 02-27192132 張仰婷 216 i90858@firstbank.com.tw

內湖分行 02-27932311 陳鳳娟 221 i82023@firstbank.com.tw

松山分行 02-27674111 劉兆雄 202 i80208@firstbank.com.tw

延吉分行 02-27315741 劉吉豐 216 i92089@firstbank.com.tw

光復分行 02-25773323 楊啟明 206 i83035@firstbank.com.tw

興雅分行 02-27655935 陳妃玉 222 i92123@firstbank.com.tw

永春分行 02-27682111 曾玉怡 106 i83178@firstbank.com.tw

內科園區分行 02-87978711 高炳宗 213 i84109@firstbank.com.tw

吉林分行 02-25311677 曾淑美 103 i68256@firstbank.com.tw

仁愛分行 02-27023111 蘇正雄 266 i79666@firstbank.com.tw

大安分行 02-27556811 歐陽節 251 i92080@firstbank.com.tw

信義分行 02-23256811 葉麗莉 209 i78218@firstbank.com.tw

復興分行 02-27722345 林佳樺 261 i94010@firstbank.com.tw

中小企業疫後振興及低碳智慧納管貸款本行聯絡窗口一覽表



敦化分行 02-27362711 林佩珊 201 i77013@firstbank.com.tw

仁和分行 02-27556556 陳達仁 269 i84241@firstbank.com.tw

世貿分行 02-27849811 林信成 202 i83282@firstbank.com.tw

木柵分行 02-22345101 陳建峰 202 i89131@firstbank.com.tw

松貿分行 02-27294409 黃怡甄 201 i91702@firstbank.com.tw

新湖分行 02-27931811 許郁琦 202 i91287@firstbank.com.tw

古亭分行 02-23695222 陳俊傑 236 i85218@firstbank.com.tw

南門分行 02-23947162 廖嘉音 202 i78285@firstbank.com.tw

公館分行 02-23623111 黃俊格 209 i91155@firstbank.com.tw

和平分行 02-27035111 田昭汶 205 i88111@firstbank.com.tw

萬華分行 02-23719221 陳晴榆 102 i96190@firstbank.com.tw

雙園分行 02-23068620 吳淑華 202 i80423@firstbank.com.tw

天母分行 02-28369898 彭建忠 102 i79473@firstbank.com.tw

北投分行 02-28913921 宋宸曜 211 i79670@firstbank.com.tw

士林分行 02-28370011 黃昭良 100 i77244@firstbank.com.tw

建國分行 02-25060110 黃婉蓉 202 i90974@firstbank.com.tw

石牌分行 02-28209111 許倍蓉 202 i83110@firstbank.com.tw

板橋分行 02-29615171 陳瑞芬 100 i82133@firstbank.com.tw

華江分行 02-22578091 許宛琪 212 i78212@firstbank.com.tw

樹林分行 02-26833191 張敏忠 221 i84107@firstbank.com.tw

土城分行 02-22679611 陳俊明 131 i83365@firstbank.com.tw

江子翠分行 02-82570111 彭美靜 209 i94282@firstbank.com.tw

北土城分行 02-22607811 李怡慶 202 i83314@firstbank.com.tw

林口工二分行 02-26021101 翁宗輝 102 i77158@firstbank.com.tw

三重埔分行 02-29822111 曾小玲 120 i83047@firstbank.com.tw

長泰分行 02-29884433 林偉祺 61 i93135@firstbank.com.tw

蘆洲分行 02-82826788 林輝雄 102 i83147@firstbank.com.tw

頭前分行 02-22762311 賴豐華 200 i92008@firstbank.com.tw

五股分行 02-29845577 蔡宜玹 216 i80413@firstbank.com.tw

重陽分行 02-29868822 蔡慶安 201 i86053@firstbank.com.tw

五股(工)分行 02-22997811 吳明儒 130 i96051@firstbank.com.tw

淡水分行 02-26202611 黃瓊儀 201 i68331@firstbank.com.tw

新蘆分行 02-22800219 莊明德 202 i78181@firstbank.com.tw

新店分行 02-29181835 張仁斌 202 i89153@firstbank.com.tw

大坪林分行 02-22184651 賴文玲 102 i81107@firstbank.com.tw

泰山分行 02-29097111 賴光彥 211 i79546@firstbank.com.tw

新莊分行 02-29929001 鄧文力 201 i88064@firstbank.com.tw

鶯歌分行 02-26791921 徐禮武 202 i83039@firstbank.com.tw



中和分行 02-22495011 陳宏彥 212 i89196@firstbank.com.tw

永和分行 02-29221711 范家銘 201 i11264@firstbank.com.tw

雙和分行 02-29408000 李應良 202 i94013@firstbank.com.tw

連城分行 02-82272111 李子源 266 i90132@firstbank.com.tw

瑞芳分行 02-24967711 陳琬瑜 206 i89249@firstbank.com.tw

埔墘分行 02-29599211 郭雅秀 266 i77347@firstbank.com.tw

丹鳳分行 02-29021111 蕭美玲 212 i82005@firstbank.com.tw

基隆分行 02-24279121 陳麗玲 130 i83158@firstbank.com.tw

哨船頭分行 02-24266141 張淑卿 208 i70225@firstbank.com.tw

汐止分行 02-26471688 施俊彰 222 i95111@firstbank.com.tw

汐科分行 02-86926000 林芝瑩 210 i90749@firstbank.com.tw

幸福分行 02-29989111 張瑜娟 202 i78343@firstbank.com.tw

宜蘭分行 03-9324111 曾淑惠 203 i80405@firstbank.com.tw

羅東分行 03-9545611 張世欣 202 i85043@firstbank.com.tw

蘇澳分行 03-9962711 李宜憲 201 i82304@firstbank.com.tw

桃園分行 03-3326111 林宏壽 258 i85096@firstbank.com.tw

北桃分行 03-3353131 張瓊勻 503 i90500@firstbank.com.tw

大湳分行 03-3661966 何雯鈴 208 i92099@firstbank.com.tw

內壢分行 03-4552410 鄧元誠 120 i85248@firstbank.com.tw

中壢分行 03-4225111 鍾佩瑄 219 i97246@firstbank.com.tw

西壢分行 03-4918111 黃貫聰 111 i87214@firstbank.com.tw

平鎮分行 03-4939211 林大鈞 58 i91210@firstbank.com.tw

大園分行 03-3857111 黃志龍 202 i94104@firstbank.com.tw

南崁分行 03-3216882 顏志洋 207 i88149@firstbank.com.tw

迴龍分行 02-82006111 吳津苗 210 i84151@firstbank.com.tw

林口分行 03-3186611 劉宗賢 101 i89278@firstbank.com.tw

大溪分行 03-3882101 羅友青 265 i79454@firstbank.com.tw

龍潭分行 03-4991111 鄭沂珍 202 i81076@firstbank.com.tw

新竹分行 03-5226111 高嘉真 202 i88724@firstbank.com.tw

東門分行 03-5249211 陳千慧 202 i96129@firstbank.com.tw

竹科分行 03-5637111 林玉鳳 217 i78266@firstbank.com.tw

竹東分行 03-5963251 黃運宣 202 i87149@firstbank.com.tw

關西分行 03-5872411 曾健時 21 i85140@firstbank.com.tw

竹北分行 03-5559111 邱毓文 202 i90116@firstbank.com.tw

苗栗分行 037-322411 羅右鑫 202 i89269@firstbank.com.tw

竹南分行 03-7477111 吳婉莉 207 i90271@firstbank.com.tw

頭份分行 037-672611 傅芮昌 103 i84077@firstbank.com.tw

台中分行 04-22233611 趙美惠 215 i86030@firstbank.com.tw



南台中分行 04-22231111 洪淑貞 202 i77214@firstbank.com.tw

北台中分行 04-22238111 馬慈卿 202 i84264@firstbank.com.tw

中港分行 04-23136111 蘇錫勳 202 i83100@firstbank.com.tw

北屯分行 04-22366111 江曉勝 252 i82368@firstbank.com.tw

進化分行 04-22300311 唐曉娟 202 i80300@firstbank.com.tw

南屯分行 04-23801515 殷俊楠 117 i83160@firstbank.com.tw

豐原分行 04-25225111 邱國書 237 i83037@firstbank.com.tw

大里分行 04-24838111 許慈蘭 202 i81041@firstbank.com.tw

中科分行 04-25659111 莊瑞銘 219 i88076@firstbank.com.tw

東勢分行 04-25874121 賴明源 202 i83113@firstbank.com.tw

沙鹿分行 04-26621331 張淑芳 213 i82080@firstbank.com.tw

大甲分行 04-26882981 許銘富 102 i82357@firstbank.com.tw

太平分行 04-22799011 李宥萱 202 i80050@firstbank.com.tw

清水分行 04-26238111 林木城 122 i79471@firstbank.com.tw

大雅分行 04-25686111 程志賢 202 i86175@firstbank.com.tw

南投分行 04-92223111 楊奕惠 202 i81148@firstbank.com.tw

草屯分行 049-2338181 黃淑芬 202 i75102@firstbank.com.tw

埔里分行 049-2982711 周美慧 15 i78263@firstbank.com.tw

彰化分行 04-7232161 施曉琪 45 i78080@firstbank.com.tw

員林分行 04-8328811 陳淑華 603 i80379@firstbank.com.tw

鹿港分行 04-7772111 邱賢明 203 i83331@firstbank.com.tw

溪湖分行 04-8824111 周念江 202 i88159@firstbank.com.tw

北斗分行 04-8782111 李國禎 210 i83281@firstbank.com.tw

和美分行 04-7551111 黃偉誌 202 i87042@firstbank.com.tw

嘉義分行 05-2272111 許弘源 65 i86108@firstbank.com.tw

興嘉分行 05-2859833 郭銘恭 12 i87161@firstbank.com.tw

朴子分行 05-3795111 蔡美金 28 i76131@firstbank.com.tw

斗六分行 05-5324311 廖佩瑀 27 i79401@firstbank.com.tw

北港分行 05-7833211 塗志賢 211 i83248@firstbank.com.tw

西螺分行 05-5862131 蔡孟學 223 i88163@firstbank.com.tw

虎尾分行 05-6322330 王拱辰 203 i80214@firstbank.com.tw

台南分行 06-2224131 陳俊良 202 i83316@firstbank.com.tw

富強分行 06-2904453 張靜宜 112 i94211@firstbank.com.tw

赤崁分行 06-2268111 蕭智舟 202 i86234@firstbank.com.tw

竹溪分行 06-2160111 薛建宏 28 i91091@firstbank.com.tw

金城分行 06-2248833 蔡家明 213 i99272@firstbank.com.tw

安南分行 06-2465111 鄭亘晃 201 i84166@firstbank.com.tw

新營分行 06-6324211 李璧如 101 i84066@firstbank.com.tw



鹽水分行 06-6521611 吳益州 22 i89127@firstbank.com.tw

麻豆分行 06-5729901 蔡同烈 201 i83310@firstbank.com.tw

善化分行 06-5817350 吳維倫 201 i83250@firstbank.com.tw

佳里分行 06-7226111 林珮瑱 202 i89302@firstbank.com.tw

新化分行 06-5901111 劉彩琴 208 i92133@firstbank.com.tw

大灣分行 06-2713251 陳嘉佑 202 i84171@firstbank.com.tw

南科園區分行 06-5051111 高明祥 110 i79639@firstbank.com.tw

歸仁分行 06-3300111 鄭雅穗 268 i74125@firstbank.com.tw

永康分行 06-2513211 楊正信 209 i86110@firstbank.com.tw

高雄分行 07-3350811 蔡美娥 177 i79597@firstbank.com.tw

鹽埕分行 07-5519201 謝宏裕 101 i78155@firstbank.com.tw

新興分行 07-2719111 蕭智元 222 i87010@firstbank.com.tw

三民分行 07-2718111 吳淑卿 129 i85255@firstbank.com.tw

苓雅分行 07-2822111 鄧大千 251 i86295@firstbank.com.tw

左營分行 07-5815511 翁麗喜 201 i81214@firstbank.com.tw

楠梓分行 07-3511211 陳家昇 36 i85050@firstbank.com.tw

五福分行 07-2225111 林正民 203 i87210@firstbank.com.tw

十全分行 07-3112131 陳秀晴 49 i90955@firstbank.com.tw

前鎮分行 07-3344191 鄭春婷 251 i91008@firstbank.com.tw

灣內分行 07-3821526 劉美玉 202 i79049@firstbank.com.tw

博愛分行 07-5588311 林裕煌 20 i81207@firstbank.com.tw

小港分行 07-8066601 黃清暉 202 i84088@firstbank.com.tw

五甲分行 07-7260211 鄭麗芬 117 i81121@firstbank.com.tw

鳳山分行 07-7463611 王春發 202 I85136@firstbank.com.tw

路竹分行 07-6963211 龔秀琪 302 i83077@firstbank.com.tw

岡山分行 07-6212111 高麗菊 31 i79336@firstbank.com.tw

旗山分行 07-6621811 許敏惠 202 i79230@firstbank.com.tw

林園分行 07-6436111 曾玉娟 141 i70080@firstbank.com.tw

屏東分行 08-7325111 孫勝義 201 i85216@firstbank.com.tw

潮州分行 08-7883771 郭瓊君 18 i81071@firstbank.com.tw

東港分行 08-8350111 鄭志淵 229 i86259@firstbank.com.tw

恆春分行 08-8893231 蘇寶成 23 i79430@firstbank.com.tw

梓本分行 07-6172111 廖曼伶 127 i91085@firstbank.com.tw

萬巒分行 08-7811211 王文賢 17 i93017@firstbank.com.tw

花蓮分行 03-8324611 沈智賢 202 i86047@firstbank.com.tw

台東分行 089-324211 楊政勳 22 i91246@firstbank.com.tw

澎湖分行 06-9273211 鐘仁宏 21 i93244@firstban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