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臺經辦機構一覽表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新北市

合庫永和分行 02-2923-6611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75號

土銀永和分行 02-8926-8168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33號

臺企永和分行 02-2927-7171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68號一樓

合庫中和分行 02-2249-9500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9號

土銀中和分行 02-2946-1123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23號

臺企中和分行 02-2242-717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34之 10號

臺企雙和分行 02-2232-7171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56號

臺企錦和分行 02-2228-7171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403號

合庫新店分行 02-2911-1111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32號

土銀新店分行 02-2915-1234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09號

臺企新店分行 02-2911-717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2號一樓

合庫三重分行 02-2973-811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17號

臺企北三重分行 02-2286-717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37號

臺企南三重分行 02-2982-7171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32號

合庫新莊分行 02-2992-9981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79號

臺企新莊分行 02-2990-7171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6號一、二樓

臺企化成分行 02-2997-7171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25號 1、2樓

臺企五股分行 02-2298-7171 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工業區五工路95號

臺企迴龍分行 02-8209-717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933號

合庫板橋分行 02-2966-0971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0號

土銀板橋分行 02-2968-9111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43號

臺企板橋分行 02-2968-7171 新北市板橋區明德街2之1號

臺企埔墘分行 02-2954-717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62之 1號

合庫汐止分行 02-2641-3211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25號

土銀汐止分行 02-2649-8577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06之 3號

臺企汐止分行 02-2698-7171 新北市汐止區新臺五路一段75號

臺企林口分行 02-2603-7171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88號一樓之二

臺企樹林分行 02-2675-7171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17號 1樓、2樓

之1

臺企土城分行 02-2273-7171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26號

臺企蘆洲分行 02-2847-7171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42號

臺企三峽分行 02-2673-987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31號 1~2樓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臺北市

合庫營業部 02-2173-8888 臺北市  松山區  長安東路  二段      225      號  

土銀營業部 02-2348-3456 臺北市館前路46號

全國農業金庫營業部 02-2380-5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1號

臺企營業部 02-2559-7171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三十號

臺企仁愛分行 02-2721-7171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57號

臺企松山分行 02-2716-7171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47號

臺企建成分行 02-2550-7171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76號

臺企士林分行 02-2811-7171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601號

臺企松江分行 02-2537-717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8號

臺企臺北分行 02-2371-7171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72號

臺企萬華分行 02-2375-7171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03號

臺企南臺北分行 02-2369-7171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93號

臺企復興分行 02-2705-7171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

臺企中山分行 02-2551-7171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7號

臺企建國分行 02-2509-717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4號

臺企內湖分行 02-2799-7171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0巷 15

號

臺企南京東路分行 02-2712-7171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11號

臺企忠孝分行 02-2772-7171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67

號、269號 1樓及265號 2樓

臺企世貿分行 02-2345-7171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547號

臺企永春分行 02-2346-7171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52號

臺企南港分行 02-2655-3771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之 2號一樓

臺企松南分行 02-2764-7171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61號

臺企東湖分行 02-8792-9771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52號

臺企大安分行 02-2700-7171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2號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105%E5%8F%B0%E5%8C%97%E5%B8%82%E6%9D%BE%E5%B1%B1%E5%8D%80%E9%95%B7%E5%AE%89%E6%9D%B1%E8%B7%AF%E4%BA%8C%E6%AE%B5225%E8%99%9F/@25.048672,121.5433878,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42abdc5f5c808f:0x511ac8ee6c7ca90f!8m2!3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25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24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23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22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21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9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8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7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6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5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1/e040101014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桃園市

合庫龜山分行 03-329966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068號

臺企東桃園分行 03-329717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223號

合庫桃園分行 03-332612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8號

土銀桃園分行 03-337991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5號

臺企桃園分行 03-3317171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99號

臺企北桃園分行 03-3567171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985號

合庫中壢分行 03-4225141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80號

合庫中原分行 03-4688998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392號

臺企中壢分行 03-4277171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57號

臺企內壢分行 03-4557171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53號

臺企新明分行 03-4027171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282號

合庫龍潭分行 03-4893512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1號

土銀石門分行 03-4792101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49號

臺企龍潭分行 03-4807171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64號

桃園市復興區農會 03-3822218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256號

臺企南崁分行 03-3227171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81號

臺企楊梅分行 03-4786111 桃園市楊梅區光復北街10號

臺企大園分行 03-3857171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南路80號

臺企大溪分行 03-3887171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80號

臺企新屋分行 03-4777171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257號

臺企八德分行 03-3767171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89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新竹縣

合庫竹東分行 03-5963126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92號

土銀竹東分行 03-5961171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0號

臺企湖口分行 03-5997171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76號

臺企竹北分行 03-5517171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28號

臺企竹東分行 03-5947171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6號

新竹市

合庫新竹分行 03-5244151 新竹市中正路23號

土銀新竹分行 03-5213211 新竹市中央路1號

臺企新竹分行 03-5277171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00號

臺企竹科分行 03-5637171 新竹市關新路190號

苗栗縣

合庫苗栗分行 037-32092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660號

土銀苗栗分行 037-32053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02號

合庫頭份分行 037-665115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70號

土銀頭份分行 037-667185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32號

臺企頭份分行 037-687171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90號

臺企苗栗分行 037-327171 苗栗市中正路606號

臺企竹南分行 037-467171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9號

彰化縣

合庫彰化分行 04-7225151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279號

土銀彰化分行 04-7230777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合庫員林分行 04-8322181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844號

土銀員林分行 04-832317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二段100號

臺企彰化分行 04-7257171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61號

臺企和美分行 04-7558131 彰化縣和美鎮和安街8號

臺企員林分行 04-8377171 彰化縣員林市鎮民權街16號

臺企北斗分行 04-8877171 彰化縣北斗鎮宮前街62號

臺企二林分行 04-8957171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2號

http://www.tbb.com.tw/wps/wcm/connect/TBBInternet/index/aboutTBB/e04/e0401/e040105/e040105003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臺中市

全國農業金庫臺中分行 04-22238828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47號

合庫臺中分行 04-22245121 臺中市自由路2段2號

土銀臺中分行 04-22235021 臺中市自由路2段1號

合庫豐原分行 04-25231122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02號

土銀豐原分行 04-25242191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合庫南豐原分行 04-25244180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222號

臺企豐原分行 04-25267171 臺中市豐原區源豐路1號

土銀太平分行 04-22780788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3段131號

臺企太平分行 04-22707171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27號

臺企西屯分行 04-2358717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839

號 1樓

臺企忠明分行 04-23057171 臺中市忠明南路301號

臺企臺中分行 04-22297171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400號

臺企民權分行 04-22267171 臺中市民權路84號

臺企興中分行 04-22877171 臺中市臺中路136號

臺企北屯分行 04-22307171 臺中市進化北路53號

臺企大雅分行 04-25687171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路161號

臺企后里分行 04-25587171 臺中市后里區文明路51號 1、2樓

臺企大甲分行 04-26867171 臺中市大甲區鎮政路14號

臺企沙鹿分行 04-26657171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1023

號

臺企烏日分行 04-23387171 臺中市烏日區中華路616號

臺企潭子分行 04-25317171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35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南投縣

合庫南投分行 049-2234141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96號

土銀南投分行 049-2222143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202號

合庫埔里分行 049-2986411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299號

土銀草屯分行 049-233057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01之 7號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049-2791415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明德街29號

南投縣仁愛鄉農會 049-2802249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0號

臺企南投分行 049-2237171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39號

臺企草屯分行 049-2357171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04號

臺企埔里分行 049-2997171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34號

臺企竹山分行 049-2637171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19號

雲林縣

合庫斗六分行 05-5323981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3號

土銀斗六分行 05-5323901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72號

臺企斗六分行 05-5347171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109號

臺企北港分行 05-7827171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65號

臺企虎尾分行 05-6337171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45號

嘉義市

合庫嘉義分行 05-2224571 嘉義市國華街279號

土銀嘉義分行 05-2241150 嘉義市中山路309號

臺企嘉義分行 05-2287171 嘉義市光華路132號

臺企民雄分行 05-2207171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83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臺南市

合庫臺南分行 06-2232101 臺南市成功路48號

土銀臺南分行 06-2265211 臺南市中正路28號

合庫新營分行 06-632412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15號

土銀新營分行 06-632244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79號

臺企新營分行 06-635717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216號

合庫佳里分行 06-7223131 臺南市佳里區和平街83號

臺企臺南分行 06-2247171 臺南市中正路185號

臺企成功分行 06-2217171 臺南市公園路25號

臺企東臺南分行 06-2687171 臺南市中華東路二段75號

臺企安平分行 06-2657171 臺南市中華西路一段67號

臺企開元分行 06-3117171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2號

臺企永康分行 06-251717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79號

臺企學甲分行 06-7837171 臺南市學甲區中山路87號

臺企善化分行 06-5816111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2號

臺企永大分行 06-2337171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1532號

臺企仁德分行 06-2797171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339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高雄市

全國農業金庫高雄分行 07-2621020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7號

臺企苓雅分行 07-5377171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31號

合庫高雄分行 07-5514221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99號

土銀高雄分行 07-5515231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31號

合庫鳳山分行 07-7460181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95號

土銀鳳山分行 07-7460121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15號

臺企北鳳山分行 07-7767171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8號

臺企鳳山分行 07-7107171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57號

合庫大順分行 07-7131886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20號

土銀美濃分行 07-6813211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1段65號

臺企博愛分行 07-5567171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19號

臺企仁大分行 07-3537171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183號

臺企東高雄分行 07-716717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49號

臺企高雄分行 07-2717171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79號

臺企北高雄分行 07-2387171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90號

臺企大昌分行 07-3827171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16號

臺企前鎮分行 07-5355171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78之 3號

臺企九如分行 07-313717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55號

臺企三民分行 07-2867171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53號

臺企岡山分行 07-6227171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12號

臺企大發分行 07-7887171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5之3號

臺企小港分行 07-8016171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718號

高雄市甲仙地區農會 07-6751001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26號

屏東縣

合庫屏東分行 08-7343611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42號

土銀屏東分行 08-7325131 屏東縣屏東市逢甲路78號

臺企屏東分行 08-7327171 屏東縣屏東市漢口街7號

合庫潮州分行 08-7883101 屏東縣潮洲鎮新生路91-1號

土銀潮州分行 08-7884111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2號

臺企潮州分行 08-7807171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00號

恆春鎮農會
08-8892087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1巷 2弄 2

號



縣市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宜蘭縣

合庫宜蘭分行 03-932391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30號

土銀宜蘭分行 03-9361101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43號

合庫羅東分行 03-954519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51號

土銀羅東分行 03-9571111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58號

合庫蘇澳分行 03-9962521 宜蘭縣蘇澳鎮漁港路56號

土銀蘇澳分行 03-9961100 宜蘭縣蘇澳鎮太平路17號

臺企宜蘭分行 03-936717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305號

臺企羅東分行 03-9567171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15號

臺企蘇澳分行 03-9965051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段96之 1號

臺東縣

合庫臺東分行 089-32301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36號

土銀臺東分行 089-31011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1段357號

臺企臺東分行 089-32717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35號

臺東縣臺東地

區農會

089-223511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106號

臺東縣太麻里

地區農會

089-781100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13鄰外環路161

號

臺東縣長濱鄉

農會

089-832689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村7鄰 58號

臺東縣

臺東縣關山鎮

農會

089-811507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78號

臺東縣東河鄉

農會

089-531202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14鄰 125號

臺東縣鹿野地

區農會

089-550556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25號

臺東縣池上鄉

農會

089-862010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302號

花蓮縣 合庫花蓮分行 03-8338111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24號

土銀花蓮分行 03-8312601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56號

臺企花蓮分行 03-8357171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247號

花蓮市農會 03-8326181 花蓮市中山路210號

土銀玉里分行 03-8886181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2段51號

吉安鄉農會 03-8521151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90號

新秀地區農會 03-8267751 花蓮縣新城鄉樹人街2號

壽豐鄉農會 03-8653101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山路19號

鳳榮地區農會 03-8761166 花蓮縣鳳林鎮光復路105號

http://www.frfa.com.tw/
http://www.shoufong.org/


光豐地區農會 03-8702231 花連縣光復鄉大華村中華路193號

瑞穗鄉農會 03-8872226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山路一段128號

富里鄉農會 03-8832111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中山路135號

基隆市

合庫基隆分行 02-2428-4181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55號

土銀基隆分行 02-2421-0200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8號

臺企基隆分行 02-2423-7171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9號

澎湖縣
合庫澎湖分行 06-9272765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26號

土銀澎湖分行 06-9262141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20號

金門縣

土銀金城分行 082-311981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號

臺企金門分行
082-316871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16號 1、2、3

樓

http://www.fulifa.org.tw/
http://www.rsfa.org.tw/
http://mall.naffic.org.tw/Shopping/ShopTop.aspx?store=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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