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賠單位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傳真電話 

總公司 (02)6636-7890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1段 237號 2樓  (02)2707-0147 

南港通訊處 (02)2786-6333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 64巷 7號 1樓 (02)2782-9877 

士林通訊處 (02)2883-1990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525號 (02)2883-8424 

新店通訊處 (02)2918-6065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1段 351號 4樓 (02)2911-5103 

新莊分公司 (02)6637-5776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229號 16樓 (02)2277-8324 

三重分公司 (02)6625-6788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1段 89號 6樓 (02)2984-4723 

板橋分公司 (02)6620-0068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266號 3樓 (02)2254-4919 

雙和分公司 (02)6620-0700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段 122號 3樓之 (02)2246-8270 

桃園分公司 (03)262-2688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 3段 245-1號 5樓 (03)334-0317 

南崁通訊處 (03)322-3277 
(03)322-327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1段 83號 4樓之 2 (03)321-4938 

八德通訊處 (03)364-8891 
(03)364-8892 
(03)364-8893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 2段 466號 1樓 (03)364-8918 

中壢分公司 (03)262-3988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98號 3樓之 5 (03)427-9841 

楊梅通訊處 (03)475-1313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 298巷 61號 2樓 (03)475-1314 

新竹分公司 (03)610-0800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41號 12樓 (03)668-1823 

竹北通訊處 (03)668-1878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 31號 (037)334-450 

苗栗分公司 (037)243-690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399號 9樓 (037)631-204 

竹南通訊處 (037)635-408 苗栗縣竹南鎮東平路 144號 (037)866-441 



苑裡通訊處 (037)866-440 苗栗縣苑裡鎮南興路 88號 2樓之 1 (04)2220-8401 

台中分公司 (04)3608-0001 台中市西區柳川西路 2段 196號 11樓 (04)2385-0865 

南台中通訊處 (04)2385-0866 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三段 345號 2樓 (04)2481-1622 

大里通訊處 (04)2481-1518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463號 (04)2527-8500 

豐原分公司 (04)3602-7885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340號 (049)222-6922 

南投分公司 (049)600-7879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16號 3樓 (04)2662-4087 

沙鹿分公司 (04)3600-8900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157號 1樓 (04)2691-3117 

中港通訊處 (04)2691-3116 台中市大肚區遊園路 1段 8之 10號 (04)700-5918 

彰化分公司 (04)700-7866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1段 1號 2樓 (04)833-6230 

員林通訊處 (04)835-2960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 55號 5樓 (05)223-6441 

嘉義分公司 (05)310-6799 嘉義市西區民權路 396號 6樓 (05)370-0304 

朴子通訊處 (05)379-5060 嘉義縣朴子市三安路 62號 2樓 (05)633-2248 

虎尾分公司 (05)700-6780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路 116號 6樓 (05)533-7840 

斗六通訊處 (05)532-316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段 211號 12樓之 6 (05)533-7840 

台南分公司 (06)600-6880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 2段 279號 8樓 (06)228-8123 

永康通訊處 (06)254-137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 202號 3樓 (06)254-5890 

新營分公司 (06)600-6800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01號 6樓 (06)656-6400 

佳里通訊處 (06)722-9191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 106號 2樓 (06)723-2112 

高雄分公司 (07)969-8998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95號 12樓 (07)236-1370 

南高通訊處 (07)803-0081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 397號 (07)803-8058 



北高雄分公司 (07)961-0889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439號 12樓 (07)803-8058 

鳳山分公司 (07)963-5889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 3段 156號 (07)776-3633 

岡山通訊處  (07)626-0102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 32號 3樓 (07)626-1215 

屏東分公司 (08)810-0860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 459號 6樓 (08)734-0315 

東港通訊處 (08)833-2116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 23之 15號 (08)833-2117 

台東分公司 (089)613-680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 26號 3樓 (089)340-402 

花蓮分公司 (03)805-3577 花蓮市林森路 256號 3樓 (03)831-0384 

蘭陽分公司 (03)905-506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97號 3樓 (039)551-474 

宜蘭通訊處 (03)936-2121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 2段 101號 3樓 (039)352-295 

基隆分公司 (02)6625-6788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38號 5樓 (02)2424-9214 

汐止通訊處 (02)6616-8889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號 3樓之 3 (02)6616-8886 

 

 

 

 

 



離島地區 

外島縣市 理賠單位 連絡電話 地址 傳真電話 

澎湖縣 

總公司 (02)6636-7890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37號 2

樓 
(02)2707-0147 金門縣 

連江縣 

其他未盡事宜或疑義，請直接聯繫 24H 客服專線 

電話：0800-009-888 

全天候專人服務，無論透過市話或行動電話，皆可撥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