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絡人姓名:鄭經理

                     黃經理

連絡電話：02-6618-8600#8605

                    02-2771-6699#62716

單位 地址 分行主管姓名 連絡電話(分機) 信箱
營業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0號 羅資深經理 (02)6618-8600#8625 johnny.lo@fubon.com
營業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0號 許資深經理 (02)6618-8600#8693 aries.lee@fubon.com

安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B1 吳協理 (02)2771-6699#67870 boway.wu@fubon.com
安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B1 蔡協理 (02)2771-6699#67872 simon.tsai@fubon.com
大安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7號 林資深經理 (02)2731-2333#101 hsihsiang.lin@fubon.com
敦北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8號 簡資深經理 (02)2718-5151#101 candice.chien@fubon.com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3-1號 蔡資深經理 (02)2764-0853#101 jannie.tsai@fubon.com
八德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78號 簡資深經理 (02)2577-6467#101 aileen.chien@fubon.com
西松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75-1號 李資深經理 (02)2717-0037#101 irene.lee@fubon.com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266號 廖資深經理 (02)2912-9977#101 sean.ch.liao@fubon.com
景美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64號 蔡資深經理 (02)2935-2636#101 fuan.tsai@fubon.com
北新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128號 張經理 (02)2918-8966#101 chingchuan.chang@fubon.com
木柵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92號 黃資深經理 (02)2939-1035#101 chenhua.huang@fubon.com
興隆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69號 吳資深經理 (02)8663-9889#101 sue.wu@fubon.com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74巷6號 潘資深經理 (02)2796-1820#101 jacky.yh.pan@fubon.com
文德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42號 張資深經理 (02)2658-2620#101 chiaoyu.chang@fubon.com
西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0號 陳資深經理 (02)8751-1788#101 hsinhua.chen@fubon.com
瑞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62號 強資深經理 (02)2659-1088#101 winnie.yc.chiang@fubon.com
保生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3號 劉資深經理 (02)8923-0888#101 wallace.liu@fubon.com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96號 張資深經理 (02)2243-8877#101 demous.chang@fubon.com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號 曹資深經理 (02)8660-1616#101 hardaway.tsao@fubon.com
得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07號1~3樓 董資深經理 (02)8923-8889#101 wilson.tung@fubon.com

南勢角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7號 黃資深經理 (02)2942-0599#101 daniel.cw.huang@fubon.com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2號 陳協理 (02)2891-5533#101 chihyun.chen@fubon.com
石牌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216號 柯資深經理 (02)2827-1616#101 sandy.ko@fubon.com
淡水分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223號 楊經理 (02)8631-8998#101 jimmy.sc.yang@fubon.com
天母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36號 劉資深經理 (02)2876-3232#101 john.yc.liu@fubon.com
士東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360號 邱經理 (02)2873-5757#101 anni.tl.chiu@fubon.com
大直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602號 王資深經理 (02)8509-3878#101 yungchih.wang@fubon.com
士林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7號 李資深經理 (02)2883-6998#101 mercy.lee@fubon.com
福港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10號 林資深經理 (02)2883-6712#101 yenju.yj.lin@fubon.com
大同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186號 范資深經理 (02)2592-9282#101 ethan.fan@fubon.com
社子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25號 張資深經理 (02)28168585#101 chihhong.chang@fubon.com

南京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39號 邱協理 (02)2515-5518#101 fanny.chiu@fubon.com 
長安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36號 施經理 (02)2521-2481#101 esther.hy.shih@fubon.com

城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90號 賴資深經理 (02)2511-6388#101 cora.lai@fubon.com
建國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96號 郭資深經理 (02)2515-1775#101 joseph.kuo@fubon.com
松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0號 葉資深經理 (02)2543-4282#101 chuanwen.yeh@fubon.com
民權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37號 江資深經理 (02)2516-6786#101 kimi.chiang@fubon.com
敦南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108號 陳資深經理 (02)8771-9898#101 eunice.h.chen@fubon.com
忠孝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07號 蔡經理 (02)2741-7880#101 kevin.cj.tsai@fubon.com
中崙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6號 趙資深經理 (02)2741-8257#101 winson.chao@fubon.com
仁愛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32號 翁經理 (02)2325-8878#101 colin.weng@fubon.com
東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65號 葉資深經理 (02)2327-9908#101 juliayea.yeh@fubon.com
臨沂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61號 王資深經理 (02)2351-2081#101 olivia.wang@fubon.com
懷生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5號 朱資深經理 (02)2781-8380#101 sally.chu@fubon.com
信安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1號 高資深經理 (02)2706-3828#101 benz.kao@fubon.com
松山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21號 陳資深經理 (02)2728-1199#101 peter.py.chen@fubon.com
玉成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126號 洪經理 (02)2651-1212#101 chiachien.hung@fubon.com
松南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吳資深經理 (02)2759-2921#101 antony.wu@fubon.com
永春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12號 闕資深經理 (02)2725-5111#101 eric.chueh@fubon.com
永吉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99號 林經理 (02)2762-8700#101 yihung.lin@fubon.com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36號 彭資深經理 (02)2702-2421#101 roger.peng@fubon.com
古亭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00號 王資深經理 (02)2365-0381#101 shengchien.wang@fubon.com
師大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8號 王資深經理 (02)2369-8566#101 celine.wanglo@fubon.com
敦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1樓 黃資深經理 (02)2701-2409#101 aaron.ct.huang@fubon.com
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之5號 黃資深經理 (02)2655-1177#106 kiwi.huang@fubon.com
東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69號 林資深經理 (02)2633-6677#101 woody.lin@fubon.com
汐止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81號之1 蔡經理 (02)2698-0828#101 chiaping.tsai@fubon.com
市府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 朱協理 (02)2729-8999#101 tzijong.chu@fubon.com
信義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99號 湯資深經理 (02)2700-6381#101 tom.pw.tang@fubon.com

台北一○一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1F 邱資深經理 (02)8101-8585#101 ken.chiu@fubon.com
莊敬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86號 孟協理 (02)2722-6206#101 derrick.mong@fubon.com

基隆路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49號 李資深經理 (02)2737-3671#101 thomas.li@fubon.com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 謝資深經理 (02)2254-9999#101 ginny.hsieh@fubon.com
雙園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52號 鍾資深經理 (02)2302-3666#101 peichen.chung@fubon.com
萬華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82號 周資深經理 (02)2332-5901#101 david.ct.chou@fubon.com
埔墘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43號 黃資深經理 (02)8953-5118#101 yishan.huang@fubon.com
華江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85號 張經理 (02)2253-0598#101 chihwei.chang@fubon.com
新板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88號1樓、2樓 黃經理 (02)2958-8598#101 hungwei.huang@fubon.com
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36號 張經理 (02)8983-6868#101 ivy.yl.chang@fubon.com
正義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79號 胡資深經理 (02)2980-6688#101 carrie.hu@fubon.com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69號 李資深經理 (02)8282-1799#101 yiche.lee@fubon.com

新北大道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8號 吳資深經理 (02)2988-8366#101 jerry.cw.wu@fubon.com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00號 莊資深經理 (02)2270-9898#101 jennifer.hc.chuang@fubon.com
樹林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7號 張經理 (02)2683-8186#101 weijung.chang@fubon.com
三峽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41號 許資深經理 (02)2680-5899#101 morris.hsu@fubon.com
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7號 王協理 (02)2990-3366#102 francess.wang@fubon.com

北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三段80號1樓 葛資深經理 (02)8521-8318#101 haoyuan.ger@fubon.com
城中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 張資深經理 (02)2388-5889#101 swity.chang@fubon.com
南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金華街17號 盧資深經理 (02)2397-1640#101 liling.lu@fubon.com
桂林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52號 黃資深經理 (02)2302-6226#101 kai.ck.huang@fubon.com
延平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9號 汪資深經理 (02)2555-2170#101 jeson.wang@fubon.com
中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2號 盧資深經理 (02)2596-3171#101 mingtung.lu@fubon.com
建成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號 李經理 (02)2555-4161#101 joyce.y.lee@fubon.com
中正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8號 蕭資深經理 (03)356-2525#101 shufen.hsiao@fubon.com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企業

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

銀行分行主管聯絡資訊調查表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林口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41號 徐資深經理 (02)2609-8802#101 juichang.hsu@fubon.com
南崁分行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東路20號 吳資深經理 (03)322-2296#101 hsinyi.wu@fubon.com

東林口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38號1樓、2樓 徐資深經理 (03)327-3698#101 juichang.hsu@fubon.com
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33號 馬資深經理 (03)336-7171#101 adam.ma@fubon.com

北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二街61號 梁資深經理 (03)425-6699#101 yoyo.liang@fubon.com
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119號 劉資深經理 (03)459-5766#101 tewei.liu@fubon.com
大湳分行 桃園市八德區金和路2號 程資深經理 (03)361-6565#101  julan.cheng@fubon.com

南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791號1樓、2樓 梁資深經理 (03)220-2336#101 cindy.laing@fubon.com
新竹分行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41號 康資深經理 (03)527-8988#101 lihui.kang@fubon.com
風城分行 新竹市東區建中路168號 王資深經理 (03)571-0187#101 johnson.yc.wang@fubon.com
竹南分行 苗栗縣竹南鎮華東街52號 關資深經理 (037)46-0039#101 daniel.kuan@fubon.com
光明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263號1樓、2樓 黃資深經理 (03)558-6158#101 yamei.huang@fubon.com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100號 鄭經理 (03)668-3966#101 henry.cy.cheng@fubon.com
竹科分行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86號 李經理 (03)666-3328#101 vicky.is.lee@fubon.com

北台中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333號 吳資深經理 (04)2242-6222#101 wenhwa.wu@fubon.com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39號 游資深經理 (04)2522-0088#101 jerry.yu@fubon.com
北屯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38號 曹經理 (04)2422-8336#101 chenyeh.tsao@fubon.com

大雅簡易型分行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837號 黃資深經理 (04)2569-1178#101 bill.huang@fubon.com
市政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107號 潘經理 (04)2252-8368#101 connie.pan@fubon.com
中港分行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18號1樓 張資深經理 (04)2320-7711#101 chiuhuang.chang@fubon.com

南台中分行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272號 林資深經理 (04)3600-9868#101 yuwen.yuwen.lin@fubon.com
西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63號 陳資深經理 (04)2451-5696#101 tzuchuan.chen@fubon.com
台中分行 台中市西區柳川西路二段196號 司協理 (04)2222-1911#101 sophia.szu@fubon.com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188號 蕭資深經理 (04)2481-9818#101 vanessa.hsiao@fubon.com
國美分行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60號 唐資深經理 (04)2375-8377#101 tony.tang@fubon.com
員林分行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596號 施資深經理 (04)836-9189#101 jay.shih@fubon.com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349號 許副理 (04)726-1333#101  tate.hsu@fubon.com
嘉義分行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95號 蘇協理 (05)223-1688#101 jiunsheng.su@fubon.com
斗六分行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2號 簡資深經理 (05)537-1158#101 chungshan.chien@fubon.com
虎尾分行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91號 陳資深經理 (05)633-1212#101 geline.chen@fubon.com
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79號 董協理 (06)226-5265#100 supi.dong@fubon.com
新營分行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01號 張資深經理 (06)656-9889#101 tom.ct.chang@fubon.com

北台南分行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374號 蘇資深經理 (06)281-1911#101 chienchung.su@fubon.com
東寧分行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186號1.2樓 陳協理 (06)235-1198#101 eve.yf.chen@fubon.com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56號 陳經理 (06)273-6099#101 alou.chen@fubon.com

東台南分行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18號 林經理 (06)260-6118#101 chinghung.lin@fubon.com
高雄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號 蔣協理 (07)239-1515#101 kelly.chiang@fubon.com
港都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58號 許資深經理 (07)335-6226#101 jeff.hsu@fubon.com
三民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30號 殷資深經理 (07)387-1299#101 jamie.yin@fubon.com
鼓山分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308號 黃經理 (07)552-3111#101 chienying.huang@fubon.com

岡山簡易型分行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78號 馮資深經理 (07)621-3969#101 david.feng@fubon.com
博愛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51號 段資深經理 (07)862-8668#101 alison.tuan@fubon.com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363號 陳資深經理 (07)341-9518#101 yijane.chen@fubon.com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08號1樓 吳資深經理 (07)780-8686#101 linus.wu@fubon.com
屏東分行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21之1號 何資深經理 (08)733-6899#101 edward.ho@fubon.com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289號 童資深經理 (07)717-0055#101 jennifer.tung@fubon.com
基隆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79號 王資深經理 (02)2429-2888#101 chienyun.wang@fubon.com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286號1樓 劉資深經理 (03)956-6611#101 chihsheng.liu@fubon.com
宜蘭分行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52號1、2樓 李經理 (03)935-2558#101 dennis.kj.lee@fubon.com
花蓮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56號 龔資深經理 (03)835-3838#101 albert.kung@fubon.com
台東分行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366號 王經理 (089)33-0389#101 charles.y.wang@fub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