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受理辦理勞工紓困貸款網頁連結
編
號

線上申辦
金融機構名稱

網頁資訊

分行資訊

(網站更新或新建
置中 6/15 開辦)

1

臺灣銀行

https://reurl.cc/GmrN3Z

https://reurl.cc/V64nzY

★

2

臺灣土地銀行

https://reurl.cc/Lbdnky

https://reurl.cc/ZOy82M

★

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https://www.tcb-bank.co

https://reurl.cc/ZOy84a

4

第一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VEXmaN

https://reurl.cc/Ak8bk8

★

5

華南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qg8KoR

https://reurl.cc/62QXXO

★

6

彰化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EnzbLn

https://reurl.cc/E71YD1

★

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0jOaRM

https://reurl.cc/mn0z7A

★

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https://www.tbb.com.tw

https://reurl.cc/NjyOY9

★

9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https://reurl.cc/6alboZ

https://reurl.cc/En7Rqa

★

10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https://www.fubon.com/

https://reurl.cc/lV7nXj

11 國泰世華銀行

https://www.cathaybk.co

12 高雄銀行

https://reurl.cc/rg80dy

13 全國農業金庫

https://www.agribank.co

m.tw

banking
https://reurl.cc/QdZNOo

m.tw

m.tw

提供 36 個受理分行(P.3)

https://reurl.cc/Q93mpp

https://reurl.cc/R4WL8e

15 匯豐銀行

https://www.hsbc.com.tw

https://reurl.cc/O1G4nv

16 瑞興商業銀行

https://www.taipeistarba

17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https://www.skbank.com.

18 陽信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LbdeQK

提供 104 個受理單位(P.5)

19 三信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9rX00n

https://reurl.cc/qdrKvn

20 元大商業銀行

https://www.yuantabank.

https://reurl.cc/b5leyE

tw

com.tw

1

★
★
★

https://reurl.cc/yZYnZO

14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nk.com.tw

★

★

https://reurl.cc/eExWmb
https://reurl.cc/vD0XZe

★

★

21 聯邦商業銀行

https://www.ubot.com.tw https://reurl.cc/R4Wg0n

22 永豐商業銀行

https://bank.sinopac.co

23 玉山商業銀行

https://www.esunbank.c

24 凱基商業銀行

https://www.kgibank.com
/

https://reurl.cc/lVgN7v

★

25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2rg7na

提供 9 個受理單位(P.9)

★

26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https://www.jihsunbank.c

27 安泰銀行

https://reurl.cc/VEXnyA

提供 17 個受理單位(P.11)

2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https://www.ctbcbank.co
m/

中國信託紓困專線

29 台中商業銀行

https://reurl.cc/eE8nxj

提供 82 個受理單位(P.12)

30 花蓮二信

https://www.hl2c.com.tw

提供 19 個受理分行(P.15)

31

https://www.dbs.com.tw

客戶服務中心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

m

https://reurl.cc/WdREa9
https://reurl.cc/5lOXZG

om.tw

om.tw

(02)-2171-1779

(02)66129889
https://reurl.cc/0jOQWM

https://reurl.cc/ar4E7Q

33 嘉義三信

https://chiayi3c.scu.org.tw
/

https://chiayi3c.scu.org.tw
/spoint.htm

34 金門信用

https://kinmen.scu.org.tw
/

https://kinmen.scu.org.tw
/spoint.htm

35

https://www.hwataibank.c https://www.hwataibank.c
om.tw/
om.tw/aboutus/aboutus0
2/

2

★
★

提供 19 個受理分行(P.10)

32 遠東商銀

華泰商業銀行

★

★
★

★

★

高雄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高雄市

營業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07-5570535*264

高雄市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180 號

07-3327131*36

高雄市

市府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 樓

07-3350260*26

高雄市

建國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199 號 1 樓

07-2230511*32

高雄市

鼓山分行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1018 號

07-5321001*26

高雄市

右昌分行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780 號之 3

07-3637478*15

高雄市

南高雄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 51 號 1 樓

07-3301060*26

高雄市

灣內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470 號

07-3865905*203

高雄市

草衙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路 52 號

07-8413847*31

高雄市

楠梓分行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 141 號

07-3524391*30

高雄市

小港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58 號 2 樓

07-8122268*102

高雄市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479 號

07-5819131*13

高雄市

北高雄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012 號

07-5599291*103

高雄市

大發分行

高雄市大竂區鳳林三路 381 號

07-7861899*28

高雄市

桂林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 332 號.

07-7931616*19

高雄市

九如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459 號

07-3812499*31

高雄市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362-6 號

07-7763688*23

3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高雄市

三民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7 號

07-3218813*31

高雄市

三多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171 號

07-7511168*29

高雄市

前金分行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145 號

07-5718263*117

高雄市

岡山本洲分行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路 17 號

07-6223566*19

高雄市

旗津簡易分行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 54 號

07-5718263*18

屏東縣

屏東分行

屏東市中正路 152 號 1 樓

08-7368811*203

台南市

台南分行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191 號 1 樓

06-2955588*24

台南市

成大分行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 163 號

06-2351616*21

台中市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290 號

04-24816799*212

台中市

台中分行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69 號

04-22522588*21

台中市

北屯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59 號

04-22928366*607

桃園市

中壢分行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二段 18 號 1 樓 03-4010589*219

桃園市 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413 號

03-3381288*289
03-5230333*21

新竹市

新竹分行

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633 號

新北市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00 號

02-89671250*206

台北市

博愛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38 號

02-23751188*218

台北市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98 號

02-82271399*40

台北市

大直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一路 97 號

02-85021656*34

台北市

台北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45 號 1 樓

02-25630101*205

4

陽信商業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基隆市信義區
台北市士林區

營業單位

地址

基隆分行 信一路 117 號
營業部

中正路 255 號

電話號碼
（02）24222828*4
（02）28822330*4

台北市士林區

士林分行 大北路 82 號

（02）28823660*4

台北市士林區

劍潭分行 通河街 131 號

（02）28854181*4

台北市士林區

社子分行 延平北路五段 260 號

（02）28121112*4

台北市士林區

蘭雅分行 中山北路六段 169 號

（02）28362072*4

台北市士林區

天母分行 天母東路 15 號

（02）28732500*4

台北市士林區

社中分行 社中街 220 號

（02）28151415*4

台北市大同區

長安分行 長安西路 205 號

（02）25595500*4

台北市大同區

大同分行 慶北路三段 110 號

（02）25988979*4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分行 信義路四段 188 號

（02）27068388*4

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分行 和平東路一段 63 號

（02）23965998*4

台北市中山區

吉林分行 吉林路 304 號

（02）25611188*4

台北市中山區

龍江分行 龍江路 356 巷 49 號

（02）25165945*4

台北市中山區

中興分行 民生東路三段 36 號

（02）25165268*4

台北市中山區

台北分行 民生東路一段 43 號

（02）25633710*4

台北市中正區

古亭分行 汀洲路二段 40 號

（02）83692288*4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分行 成功路四段 70 號

（02）27922433*4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分行 內湖路一段 250 號

（02）26586698*4

台北市文山區

木柵分行 木柵路三段 96 號

（02）22345890*4

台北市文山區

景美分行 景後街 95 號之 12

（02）29300202*4

台北市北投區

石牌分行 石牌路一段 90 號

（02）28238480*4

台北市北投區

北投分行 光明路 152 號

（02）28917361*4

台北市北投區

大屯分行 中和街 304 號

（02）28919196*4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分行 民生東路五段 167 號

（02）27606335*4

台北市松山區

延吉分行 延吉街 11 號

（02）25786201*4

台北市松山區

南京分行 南京東路四段 132 號

（02）25790229*4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分行 復興北路 143 號

（02）27196166*4

台北市信義區

大安分行 和平東路三段 225 號

（02）27337711*4

5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分行 南港路二段 97 號 1 樓

（02）27851001*4

台北市萬華區

萬華分行 西園路二段 207 號 1 樓

（02）23058699*4

新北市三重區

三重分行 自強路四段 108 號

（02）89817171*4

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分行 重新路四段 28 號

（02）29779886*4

新北市土城區

土城分行 金城路三段 33 巷 2 號

（02）82611818*4

新北市中和區

中和分行 建一路 245 號

（02）22225199*4

新北市中和區

新和分行 華新街 89 號

（02）89419339*4

新北市中和區

雙和分行 景平路 722 號

（02）82423919*4

新北市五股區

五股分行 中興路一段 12 號

（02）89769000*4

新北市永和區

永和分行 中山路一段 188 號

（02）29265899*4

新北市汐止區

汐止分行 大同路一段 175 號

（02）86919985*4

新北市板橋區

板橋分行 四川路一段 133 號

（02）29550008*4

新北市板橋區

溪洲分行 篤行路三段 89 號

（02）26819960*4

新北市板橋區

新埔分行 四維路 245 號

（02）82537789*4

新北市泰山區

泰山分行 明志路一段 110 號

（02）22979797*4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分行 中正路 263-5 號

（02）89117676*4

新北市新莊區

新莊分行 龍安路 533 號

（02）82019069*4

新北市新莊區

新福分行 幸福路 800 號

（02）29983366*4

新北市蘆洲區

蘆洲分行 集賢路 393 號

（02）82822068*4

桃園市中壢區

中壢分行 健行路 171 號

（03）4281116*4

桃園市桃園區

大業分行 大業路一段 55 號

（03）3478899*4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分行 中山東路 32-20 號

（03）3360555*4

桃園市桃園區

東桃園分行 經國路 523 號 1 樓

（03）3161859*4

桃園市桃園區

南桃園分行 中山路 382 號

（03）3310299*4

桃園市龜山區

林口分行 文化三路 331 號

（03）3273559*4

新竹市東區

新竹分行 中央路 247 號

（03）5153608*4

新竹市東區

林森分行 西大路 109 號

（03）6100189*4

新竹縣竹北市

竹北分行 光明六路東一段 236 號

（03）6585818*4

苗栗縣公館鄉

苗栗分行 大同路 205 號

（037）222618*4

台中市大里區

大里分行 國光路二段 666 號

（04）24820329*4

台中市北區

北屯分行 文心路四段 172 號

（04）22925258*4

6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台中市西區

台中分行 臺灣大道二段 229 號

（04）23109996*4

台中市西區

向上分行 向上南路一段 166 號

（04）24722528*4

台中市東區

精武分行 精武東路 188 號

（04）22112368*4

台中市龍井區

龍井分行 臺灣大道五段 256、258 號 （04）26330898*4

彰化縣社頭鄉

社頭分行 員集路二段 257 號

（04）8721017*4

彰化縣員林鎮

員林分行 靜修路 12 號

（04）8322171*4

彰化縣彰化市

彰化分行 曉陽路 187 號

（04）7289399*4

南投縣名間鄉

南投分行 員集路 122 號

（049）2733855*4

雲林縣土庫鎮

雲林分行 復興路 39 號

（05）6628889*4

嘉義市西區

嘉義分行 中興路 298 號

（05）2342023*4

台南市中西區

台南分行 忠義路二段 148 號

（06）2282171*4

台南市仁德區

仁德分行 中正路二段 273 號

（06）2706361*4

台南市永康區

永康分行 中華路 625 號

（06）2036607*4

台南市安平區

西華分行 中華西路二段 359 號

（06）2979880*4

台南市安南區

安順分行 安和路一段 202 號

（06）2563146*4

台南市東區

中華分行 中華東路三段 102 號

（06）2670751*4

台南市東區

東寧分行 東寧路 247 號

（06）2375141*4

台南市南區

健康分行 健康路二段 370 號

（06）2612136*4

高雄市三民區

高雄分行 九如一路 192 號

（07）3843163*4

高雄市三民區

三鳳分行 中華三路 293 號

（07）2315101*4

高雄市三民區

大順分行 大順二路 41 號

（07）3861622*4

高雄市三民區

平等分行 自立一路 283 號

（07）3214622*4

高雄市三民區

鼎力分行 鼎力路 142 號

（07）3465955*4

高雄市小港區

小港分行 宏平路 615 號

（07）8065171*4

高雄市左營區

左營分行 博愛二路 102 號

（07）5560128*4

高雄市左營區

海光分行 左營大路 190 號

（07）5823511*4

高雄市左營區

立文分行 立文路 75 號

（07）5580711*4

高雄市岡山區

岡山分行 大德一路 16 號

（07）6236182*4

高雄市林園區

林園簡易 東林西路 136 號

（07）6438141*4

高雄市苓雅區

青年分行 青年一路 169-1 號

（07）3318526*4

高雄市苓雅區

四維分行 中華四路 159 號

（07）3333701*4

7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高雄市苓雅區

前鎮分行 三多二路 281 號

（07）7110046*4

高雄市新興區

新興分行 中正四路 6 號

（07）2884131*4

高雄市楠梓區

右昌分行 加昌路 803 號

（07）3646530*4

高雄市楠梓區

楠梓分行 楠梓路 24 號

（07）3535513*4

高雄市旗山區

旗山分行 中山路 158 號

（07）6612081*4

高雄市鳳山區

五甲分行 五甲二路 280 號

（07）7260801*4

高雄市鹽埕區

大公分行 大公路 40 號

（07）5315105*4

屏東市中正路

屏東分行 中正路 70 號

（08）7326123*4

屏東縣里港鄉

里港簡易 春林村里港路 43 號

（08）7757735*4

宜蘭縣員山鄉

宜蘭分行 員山路一段 181 號

（03）9231919*4

宜蘭縣羅東鎮

羅東分行 中正北路 30 號

（03）9571259*4

花蓮縣吉安鄉

花蓮分行 中華路二段 200 號

（038）539396*4

台東縣卑南鄉

台東分行 太平路 112 號

（089）380675*4

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單位

電話號碼

北區消金

(02)27787766*558

北區消金

(02)82535088*107

桃竹區消金

(03)3311902*528

新竹縣(市)、苗栗縣 桃竹區消金

(03)5163388*391

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市)

(市)
台中市、南投縣(市)、中彰區消金

(04)24752999*8688

彰化縣(市)、雲林縣
(市)
嘉義縣(市)

嘉南區消金

(05)2238839*326

台南市

嘉南區消金

(06)2237471*866

高雄市、屏東縣(市) 高屏區消金

(07)5378837*120

宜蘭縣(市)、花蓮縣 北區消金

(02)27787766*558

(市)、台東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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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台北市

延平分行 大同區長安西路 100 號

(02)25588399*528

台北市

敦北分行 松山區敦化北路 207 之 2 號

(02)25147688*658

台北市

士林分行 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220 號

(02)88611888*668

台北市

大安分行 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 10 號

(02)23419788*808

台北市

松江分行 中山區松江路 72 號

(02)25628888*201

新北市

板橋分行 板橋區館前東路 110 號

(02)29522888*288

新北市

新莊分行 新莊區思源路 427 號

(02)29920888*288

新北市

蘆洲分行 蘆洲區長榮路 233 號

(02)22819938*206

桃園市

北桃園分行 桃園區中正路 1223 號

(03)3150888*377

桃園市

中壢分行 中壢區復興路 76 號

(03)4279888*662

新竹市

新竹分行 東區光復路二段 513 號

(03)5613588*222

新竹市

光復分行 北區中正路 225 號

(03)5320588*288

台中市

台中分行 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51 號

台中市

大里分行 大里區東榮路 221 號

(04)24876888*303

嘉義市

嘉義分行 西區林森西路 169 號

(05)2257888*205

台南市

安平分行 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506 號

(06)2932088*288

高雄市

前金分行 前金區中華四路 293 號

高雄市
屏東市

北高雄分行

左營區明誠二路 332 號 1 樓
之1

屏東分行 屏東市仁愛路 88-2 號

10

(04)23275678*569、
565

(07)2727588*8858、
8868
(07)5578858*688
(08)7326688*311

安泰商業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電話號碼

雙北地區

消金一區

02-27188377*258

雙北地區

消金一區

02-25778577*602

雙北地區

消金一區

02-25778577*603

雙北地區

消金一區

02-25778577*605

雙北地區

消金一區

02-25778577*606

雙北地區

消金三區

02-25790336*304

雙北地區

消金三區

02-25790336*306

雙北地區

消金三區

02-25790336*368

桃園地區

消金四區

03-4260029*600

新竹地區

消金四區

03-5233228*300

台中地區

消金五區

04-23195599*888

台中地區

消金五區

04-23195599*789

台中地區

消金五區

04-23195599*689

台南地區

消金六區

06-2601982*201

高雄地區

消金六區

07-2887999*222

高雄地區

消金六區

07-5561999*306

高雄地區

消金六區

07-288799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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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商業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臺北市

台北分行

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85 號

02-23211819*832

臺北市

中山分行

中山區長春路 28 號

02-25417700*816

臺北市

松山分行

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1 樓

02-27658666*801

臺北市

內湖分行

內湖區瑞光路 306 號

02-26579899*812

臺北市

復興分行

松山區復興北路 59 號

02-27735556*809

臺北市

大同分行

新北市

板橋分行

新北市

三重分行

三重區中正北路 2 號

02-29877878*820

新北市

林口分行

林口區竹林路 8 號

02-26021888*828

新北市

新莊分行

新莊區中正路 651 號

02-29017888*801

新北市

土城分行

土城區明德路二段 56 號

02-82603158*818

新北市

新店分行

新店區建國路 219 之 1 號

02-22185166*817

桃園市

桃園分行

桃園區中山路 324 號 1、2 樓

03-3333389*836

桃園市

內壢分行

中壢區忠孝路 24 號

03-4610566*823

桃園市

南崁分行

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66 號

03-3216611*821

桃園市

中壢分行

中壢區環北路 389 號

03-4520156*820

桃園市

大園分行

大園區大觀路 47 號 1、2 樓

03-3857001*821

桃園市

楊梅分行

楊梅區新農街 337-1 號

03-4855288*826

新竹縣

竹北分行

竹北市文興路一段 310 號 1、2 樓 03-6675188*811

新竹縣

新豐分行

新豐鄉建興路一段 155-12 號

03-5590929*813

新竹市

新竹分行

北區四維路 128 號

03-5257288*821

苗栗縣

苑裡分行

苑裡鎮信義路 79 號

03-7866366*826

苗栗縣

竹南分行

竹南鎮和平街 66 號

03-7461148*821

臺中市

營業部

西區民權路 87 號 1 樓

04-22274567*832

臺中市

龍井分行

龍井區遊園南路 77 號

04-26326788*824

臺中市

西台中分行 西區公益路 369 號

04-23212501*856

臺中市

中正分行

04-22245181*835

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196、198
號
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28-2 號 1、2
樓

中區臺灣大道一段 333 號

12

02-25958968*822
02-29563456*821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436 號

電話號碼

臺中市

西屯分行

臺中市

南屯分行

臺中市

內新分行

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339 號

04-24830345*832

臺中市

大肚分行

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778 號

04-26991166*833

臺中市

北太平分行 東區精武東路 66 號

04-22121298*817

臺中市

台中港分行 梧棲區八德路 36 號

04-26571191*818

臺中市

四民分行

北屯區崇德路三段 199 號

04-24221902*820

臺中市

軍功分行

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222 號

04-24371151*823

臺中市

南台中分行 南區復興路三段 355 號

04-22244187*822

臺中市

北台中分行 北區中清路一段 822 號

04-22920832*820

臺中市

太平分行

太平區中興路 115 號

04-22700756*839

臺中市

后里分行

后里區民生路 95 號

04-25571180*832

臺中市

大雅分行

臺中市

潭子分行

潭子區潭興路三段 76 號

臺中市

神岡分行

神岡區社南里昌平路 5 段 325 號 04-25621501*820

臺中市

豐原分行

豐原區中正路 302 之 1 號

04-25244171*822

臺中市

大甲分行

大甲區蔣公路 42 號

04-26862151*824

臺中市

清水分行

清水區中山路 104 號

04-26226106*825

臺中市

沙鹿分行

沙鹿區中山路 298 號 1、2 樓

04-26621101*827

臺中市

霧峰分行

霧峰區中正路 829 號

04-23391165*821

臺中市

東勢分行

東勢區中山路 61 號

04-25872185*821

臺中市

東豐原分行 豐原區三民路 203 號

04-25260175*828

臺中市

烏日分行

烏日區三民街 107 號

04-23373176*821

臺中市

南陽分行

豐原區圓環東路 338 號

04-25244426*827

臺中市

北屯分行

北屯區進化北路 80 號

04-22316266*854

彰化縣

彰化分行

彰化市光復路 126 號

04-7224641*838

彰化縣

員林分行

員林市中山南路 27 號

04-8326141*834

彰化縣

鹿港分行

鹿港鎮中山路 266 號

04-7780545*828

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3 號 1、2
樓

大雅區中清路 3 段 999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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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7060696*834
04-23824358*833

04-25668161*813
04-25323121*828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彰化縣

溪湖分行

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290 號

04-8853311*831

彰化縣

二林分行

二林鎮仁愛路 496 號

04-8962125*828

彰化縣

北斗分行

北斗鎮斗苑路一段 180 號

04-8884146*829

彰化縣

田中分行

田中鎮中州路一段 197 號

04-8742206*827

彰化縣

和美分行

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393 號

04-7562171*820

彰化縣

社頭分行

社頭鄉員集路二段 311 號

04-8731466*820

彰化縣

花壇分行

花壇鄉花壇村中山路一段 446 號 04-7868775*831

彰化縣

永靖分行

永靖鄉西門路 71 號

彰化縣

秀水分行

秀水鄉彰水路二段 597 號 1、2 樓 04-7693525*803

彰化縣

伸港分行

伸港鄉新港村中山東路 111 號

彰化縣

北員林分行 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116 號

04-8322141*831

彰化縣

埤頭分行

埤頭鄉斗苑西路 163 號

04-8924606*830

彰化縣

埔心分行

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一段 217 號 04-8281437*814

南投縣

南投分行

南投市民生街 52 號

04-92222146*826

南投縣

埔里分行

埔里鎮西康路 62 號

049-2984001*822

南投縣

竹山分行

竹山鎮竹山路 148 號

04-92643181*827

南投縣

草屯分行

草屯鎮碧山路 141 號

04-92334146*820

雲林縣

虎尾分行

虎尾鎮林森路二段 57-2 號

05-6313788*827

雲林縣

斗南分行

斗南鎮中山路 151-9 號

05-5954879*829

嘉義縣

民雄分行

嘉義縣

新港分行

臺南市

台南分行

東區崇學路 138 號

06-2606799*830

臺南市

永康分行

永康區中華路 760 號

06-3026678*820

高雄市

高雄分行

苓雅區民權一路 11 號 1、2 樓

07-3355275*889

高雄市

鳳山分行

鳳山區武慶二路 172 號 1、2 樓 07-7216719*828

高雄市

左營分行

左營區曾子路 386 號

07-3433588*836

高雄市

燕巢分行

燕巢區南燕里中民路 759 號

07-6163771*820

民雄鄉雙福村建國路二段 78 號
1、2 樓
嘉港鄉福德村 1 鄰中正路 1 號之 1
一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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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32363*825
04-7983171*821

05-2208833*821
05-3740833*825

花蓮二信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分行資訊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電話號碼

花蓮縣

營業部

花蓮巿光復街 36 號

03-8351161

花蓮縣

中山分社

花蓮巿中山路 344 號

03-8355711

花蓮縣

主里分社

花蓮巿中福路 232 號

03-8355111

花蓮縣

美崙分社

花蓮巿中美路 240 號

03-8227851

花蓮縣

中正分社

花蓮巿中正路 58 號

03-8362141

花蓮縣

富國分社

花蓮巿中山路 739 號

03-8573661

花蓮縣

田蒲分社

吉安鄉中華路二段 79 號

03-8532161

花蓮縣

建國分社

吉安鄉自強路 558 號

03-8573911

花蓮縣

壽豐分社

壽豐鄉中山路六段 26 號

03-8654111

花蓮縣

玉里分社

玉里鎮民族街 8 號

03-8980511

台東縣

台東分社

臺東市光明路 59 號

089-322001

台中市

大里分社

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332 之 5 號 04-24851001

台中市

太平分社

東區樂業路 401 號

04-22125311

台中市

大雅分社

大雅區中清東路 142 號

04-25682901

台中市

烏日分社

烏日區中山路 一段 437 號

04-23389601

台中市

公益分社

西區公益路 335 號

04-23282501

台中市

西屯分社

西屯區青海路一段 99 號

04-23131001

宜蘭縣

羅東分社

羅東鎮公正路 286 -2 號

03-9575711

高雄市

左營分社

左營區崇德路 302 號

07-34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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