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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地址 電話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6號 (02) 2505-9999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北屯區進化北路80-4號 (04) 2235-9777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333號13、14樓 (02) 6633-900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9號1、2樓 (02) 2545-1788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02) 2348-1148

日盛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87號8樓 (02) 2523-1388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5、207、209

號1樓
(02) 8073-1166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2、12、13、

14、15、16樓
(02) 8726-9600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66號1至10樓及68

號1樓、2樓、2樓之1、7樓、9樓
(02) 2173-6699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68號 (02) 2272-5099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168、170、

186、188號
(02) 3327-777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路2段149號3樓至12樓 (02) 2515-551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南京東路5段125號、127號、125號2-

3樓
(02) 8023-9088

星展(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松仁路32、36號15、17樓 (02) 6612-9889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246號1樓、2樓、

6樓、6樓之1、6樓之2
(02) 2752-5252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16、40、41樓 (02) 8101-2277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1段506號 (06) 213-0728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吉林路100號 (02) 2563-3156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路2段44號1樓及地下1

樓
(02) 2655-3355

凱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明水路700號7樓 (02) 2181-8888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 (02) 2746-8666

勤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文昌街316號四樓之五 (02) 8786-7355

農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正區館前路65號11樓 (02) 2370-1855

中租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瑞光路362號8樓 (02) 8752-638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同區塔城街30號 (02) 2559-7171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士林區中正路255號 (02) 2820-8166

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公園路32-1號 (04) 2280-0126

大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板橋區東門街30-2號10樓之2 (02) 2965-9399

群益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56號14樓 (02) 8789-6777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02) 2348-3456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68號 (07) 2221-229

往來之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及兼營保險代理人業務之銀行一覽表

資安分級：公開

維護部門：銀行保險一/二部、經紀代理部、直效行銷部、企業保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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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5號2樓之1 (02) 2717-6611

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館前路49號11樓 (02) 5558-5988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38號 (04) 2223-0001

群益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56號14樓 (02) 8789-6777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長安東路2段225號 (02) 2173-8888

康和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76號10樓 (02) 8787-5889

欣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18號11樓 (02) 2536-8922

新光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66-1號11樓 (02) 2311-8181

統一綜合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7樓 (02) 2747-8266

大台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241號16樓之10 (04) 2293-9910

美世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民權東路三段2號4樓 (02) 2183-7900

保捷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路71號9樓 (02) 2503-2529

信律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106號4樓 (07) 332-7259

凰祿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3樓 (02) 2702-3036

東森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忠孝西路一段6號14樓 (02) 7726-3888

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內湖區舊宗路2段169號4樓 (02) 7702-3456

兆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路2段139號9樓 (02) 2515-0515

富易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街186號7樓之2 (04) 3501-3933

瑞鋒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江路43號6樓之2 (02) 2509-0158

永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號36樓之1 (07) 335-3337

台鼎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5號7樓 (02) 6618-9198

台大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69號3樓 (02) 7747-2688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93號4樓之4 (07) 556-1471

金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91號10樓之5 (07) 558-6565

精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同區重慶北路2段117號8樓 (02) 2557-2216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忠孝東路六段21號2樓之3 (02) 2655-9268

崴統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1號9樓 (07) 553-5850

磊山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2樓之2 (02) 7730-7298

金鵬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里小東路689之109號 (06) 510-2925

泛亞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90號6樓之1 (07) 716-8000

威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復興北路164號10樓 (02) 6608-8098

兩岸幸福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01號4樓 (02) 2513-6006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一段120號20樓之8 (03) 422-9228

華瀚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10號8樓 (07) 522-7277

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長安西路88號7樓 (02) 2555-6113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18樓之1 (02) 8251-3441

耕典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台中市北屯區天津路四段253號1樓 (04) 2231-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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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實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南京東路一段92號7樓 (02) 2543-2500

新立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0號11樓 (07) 215-3569

鉅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14號 (06) 313-8000

頂尖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21樓之2 (07) 556-5078

義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00號16樓 (07) 360-7008

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3號5樓 (06) 293-8585

巨鼎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6樓之1 (07) 973-1001

雋鋒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4樓之1 (07) 322-6306

承利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友愛路237號8樓之3 (05) 231-1908

世煒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7樓之2 (07) 311-5029

和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21號一樓 (04) 733-1855

詠昊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25號10樓之1 (02) 8712-2817

和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101號18樓 (03) 316-1128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3樓之17 (07) 972-8898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11號5樓 (02) 2545-5970

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路二段79號5樓 (02) 2521-2019

一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路二段3巷15號9樓之3 (02) 2516-2017

大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士林區磺溪街47巷6號2樓 (02) 2826-5558

全信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北區西門路四段277、279號3樓 (06) 281-9393

通用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江路23號3樓之1 (02) 2509-1002

北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9樓 (02) 7728-8222

環球世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之6號6樓 (02) 2747-1777

百晟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17號7樓之1 (02) 2550-2233

詮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102巷12號3樓 (03) 459-3851

公信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長沙街2段91號7樓之12 (02) 2388-1020

寓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華山路203號9樓之3 (04) 720-2439

冠群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仁愛路2段48號5樓 (02) 2356-8777

財星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中和區健康路160號5樓 (02) 2223-0198

建信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同區民權西路230號2樓 (02) 2553-1626

瑞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21樓之2 (04) 2328-9779

安統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19巷20號1樓 (02) 2771-8685

永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39號11樓之13 (02) 2760-7368

台灣鑫聯合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北區忠明路200號13樓之1 (04) 2320-5558

銀保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78號2樓之1 (02) 6637-5353

長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里西屯路二段256巷6號8

樓之8
(04) 3500-2258

聯豪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76號12樓 (02) 270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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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分級：公開

維護部門：銀行保險一/二部、經紀代理部、直效行銷部、企業保險部

理富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08號20樓之3 (02) 2346-0153

創富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96號12樓之1 (02) 2511-0530

上億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環河街86號5樓之2 (06) 299-8909

全球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353號5樓 (04) 729-0709

捷安達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路273號6樓 (02) 8258-1798

祥瑞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復興北路201號7樓 (02) 2546-5426

明承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52號9樓之3 (02) 7730-9994

和全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復興北路143號10樓 (02) 5559-9398

美州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長安東路2段52號6樓 (02) 2563-9567

倍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江路59號4樓 (02) 2509-5819

統超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光復南路65號6樓 (02) 2528-6629

詠倡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八德路三段219號3樓 (02) 2570-3386

匯盈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中市北區進化北路392-2號3F之1 (04) 3500-6675

金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1號3樓 (07) 553-7511

統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中山北路2段129號14樓之2 (02) 2523-1618

財經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19樓之4 (06) 302-5999

華南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里中華路1之18號 (06) 311-5089

川浦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博愛路9號5樓 (02) 2331-5786

信安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59號2樓 (07) 335-5355

信利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08號11樓 (02) 2726-0186

中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9號7樓之4 (02) 2754-7766

豐林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0號9樓 (02) 2579-4689

炘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32號2樓 (02) 2325-3168

華勝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廣東路990號3樓之2 (08) 7330-333

富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七段25號2樓 (04) 2524-1798

臺灣綜合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5樓 (06) 511-0001

家樂福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18號4樓之1 (02) 2898-1999

鼎綸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62號9樓 (06) 213-2256

中央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里中華路1-11號6樓 (06) 335-0800

均宇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2段70號1樓 0987-293630

兆鎮國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新北市永和區竹林路222號4樓 (02) 3233-2927

信望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77號1樓 (07) 3874-885

富盈睿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復興北路156號3樓 (02) 7729-7258

弘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12號1樓 (07) 9533-285

宏康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53號7樓 (07) 3327-259

安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路67號6樓之2 (02) 2504-0268

享鑫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科街5號1樓 (07) 341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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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部門：銀行保險一/二部、經紀代理部、直效行銷部、企業保險部

亞太高威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77號9樓之1 (02) 2755-0011

益鼎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路31號3樓之5 (02) 2509-2563

易安網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77號4樓 (02) 2713-5567

達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5號4樓 (02) 2707-0123

萬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12號5樓 (02) 2393-9788

龍辰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6-2號 (06) 510-0051

皇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北安里承德路99號 (02) 2311-2083

永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新莊區新北大道3段5號4樓之8 (02) 8522-7963

大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新北市永和區和平里中山路1段243號9樓 (02) 8923-6810

德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28號9樓之2 (02) 2546-4000

中連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35號4樓之3 (02) 2747-2001

帝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重區過圳街32號1樓 (02) 8982-6857

元治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57樓之1 (02) 8729-9555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99號 (02) 8752-7000

寶祥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12樓之6 (02) 2231-6319

晨陽國際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1號8樓 (06) 293-8585

亞鷹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號11樓之2A (07) 331-6955

皇信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北屯區仁和里平德路10號4樓 (04) 2298-9009

新世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里大公街1號 (03) 747-5699

普祿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6號2樓 (07) 642-6625

聯旗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北區民權路559號13樓 (04) 2201-7858

鎮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9 (06) 302-6079

怡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仁愛路三段136號9樓 (02) 2325-2221

美麗人生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99號13樓之3 (03) 322-0865

安睿宏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內湖區洲子街105號2樓 (02) 6606-6388

正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82-8號10樓 (02) 8512-2323

資創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復興北路167號8樓之2 (02) 2719-8809

和世通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59號8樓之2 (02) 2755-6656

首元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四維路一段118號 (05) 370-4878

聯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11號7樓 (02) 2713-8086

利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32號7樓 (02) 2578-5500

智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11號7樓 (02) 2547-5118

呈祥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2號5樓之2 (07) 341-7081

鴻聯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北屯區北屯路390號7樓之1 (04) 2247-2016

台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09號10樓之2 (02) 7720-6666

佳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慶城街28號9樓 070-1011-3768

神暘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新店區中正路531號2樓 (02) 2218-5218

康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山區復興北路179號12樓之3 (02) 2716-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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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路158號10樓 (02) 2511-2331

台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重區重安街132號6樓之1 (02) 2970-5198

諾德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2號7樓 (02) 2502-0566

鎮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中山路406之2號2樓 (03) 833-6767

冠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6號8樓 (02) 2511-9499

御升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38號23樓之1 (07) 269-2591

利可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里慶平路573號15樓 (06) 29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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