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銀行辦理「央行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之專責窗口
銀行名稱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臺灣銀行

李先生

02-25148965

臺灣土地銀行

王科長
李科長

02-23483342
02-23483326

查詢網址
https://www.bot.com.tw/Services/Pages/User2.aspx
https://www.landbank.com.tw/Category/Items/冠狀病毒抗疫紓困行
動方案
https://www.tcb-bank.com.tw/aboutnews/Documents/%E5%90%88%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劉小姐

02-21738888#3627

第一商業銀行

張先生

02-23484233

E4%BD%9C%E9%87%91%E5%BA%AB%E9%8A%80%E8%A1%
8C%E5%9B%A0%E6%87%89%E6%AD%A6%E6%BC%A2%E7%
96%AB%E6%83%85%E7%B4%93%E5%9B%B0%E6%96%B9%E
6%A1%88.pdf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b/zh_TW/1454094086480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ut/p/z1/04_Sj9CPykssy
0xPLMnMz0vMAfIjo8ziDfxNPT0M_A18DZwNDA0cfVydDF3d3A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楊先生

周科長

02-23713111#1119

02-25362951#2121

zdPQ30wwkpiAJJ4wCOIP1RhJQU5EYYpDsqKgIA_Cwocw!!/?1dm
y&urile=wcm%3apath%3a/wps/wcm/connect/hncb/data_stored/071/0
71_morenotes_s/071_morenotes_s/076_news-40_c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newsDetail.jsp?id=1961
https://www.bankchb.com/chb_2a_resource/leap_do/gallery/1585723
505245/%E4%B8%AD%E5%A4%AE%E9%8A%80%E8%A1%8C
%E4%B8%AD%E5%B0%8F%E4%BC%81%E6%A5%AD%E8%B
2%B8%E6%AC%BE%E5%B0%88%E6%A1%88%E8%9E%8D%E
9%80%9A%E6%96%B9%E6%A1%88%E9%87%8D%E9%BB%9E
%E5%85%A7%E5%AE%B9.pdf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詹先生

02-25633156#2689

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upload/F9B0/COVID-19-2.htm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黃先生

02-25597171#3169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617

銀行名稱

玉山商業銀行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台北區 藍襄理
林襄理
潘襄理
黃襄理
賴襄理
陳襄理

02-25681313#201
02-25091313#803
02-27541313#303
02-27978813#306
02-25071313#627
02-25041313#315

洪襄理
張襄理
新北區 羅襄理
王襄理
吳襄理
陳襄理
莊襄理

02-23781313#233
02-26591313#331
02-29231313#303
02-29841313#225
02-89521313#171
02-22031313#255
02-29971313#275

顏襄理
桃園區 蘇襄理
陳襄理
竹苗區 甘副理
陳襄理
台中區 蔡副理
陳副理

02-82571313#256
03-4271313#300
03-4921313#331
03-6589013#210
03-5231313#303
04-22911313#302
04-24181313#203

林襄理
曾襄理
雲嘉區 蔡襄理
台南區 陳副理
陳襄理
高雄區 鍾襄理

04-25681313#226
04-23801313#253
05-2161313#217
06-2911313#305
06-3131313#233
07-2351313#301

查詢網址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about/announcement/announcem
ent?i=BpEC4jEStEmCGJOdFmOizQ&p=fY8tSwscLkqI3d1smTbuu
w&d=hxK-VOJqWkGADb4tgPQH4Q

銀行名稱

聯絡人員
邱襄理
楊襄理
凌襄理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08-7331313#217
07-7431313#302
07-3361313#750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recent/202008/NB2
020032762-31/p3.html

李小姐

02-33277777#5701

黃先生

02-25817111#1131

高先生

02-25159111#20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李先生
陳小姐

02-87226666#7759
02-87226666#7731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news/announcement
/info/0316AnnounceInfo/

永豐商業銀行

白先生

02-21835878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introduction/announcemen
t/content/20200407171253564000000000000805.html

台中商業銀行

黃先生

04-22236021#5624

https://www.tcbbank.com.tw/

黃先生

02-27716699#62777

https://www.fubon.com/banking/Corporate/financing/rescue_measure

賴先生

02-27716699#62718

/rescue_measure.htm

陳資深經理
劉副理
蔡協理
尉副理
黃經理
孫經理

02-27787766 #867
02-23268899 #1962
02-27787766 #808
02-23268899 #1986
04-24720788 #8380
04-22585018 #899

蔡資深經理
賈經理

07-5373937 #721
06-2201899 #586

陽信商業銀行

許小姐
田小姐

02-28208166#159
02-28208166#169

https://www.sunnybank.com.tw/net/Prg/NewsInfosView/559

元大商業銀行

徐小姐

02-21736699#7317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webIMG/dwn/DWN_3ca0165c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https://www.scsb.com.tw/content/link/link18.jsp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B/personal/common/important-no
tice/TSBankImportantNotice-000110/

銀行名稱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08000000849a611bfb2a77ee.pdf

東台北分行 蔡經理
內湖分行 吳經理
營業部 謝經理
新生南路分行 姚經理
長安分行 陳經理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02-27685966 #234
02-27976768 #312
02-87808667 #312
02-87719099 #5223
02-25067366 #275
南東分行 林經理
02-25167698 #211
新板分行 蔡經理
02-29617997 #322
桃園分行 黃經理
03-3316996 #303
新竹分行 王經理
03-5215171 #610
中港分行 黃經理
04-23588211 #266
彰化分行 王經理
04-7235997 #308
大墩分行 孫經理
04-23296236 #619
中華分行 林經理
04-22203176 #328
豐原分行 廖經理
04-25251201 #210
東台南分行 李經理
06-2347777 #301
嘉義分行 蔡經理
05-2247755 #822
七賢分行 鄭經理
07-2361678 #320
屏東分行 王經理
08-7339911 #172
台北分行 陳先生
02-27710922#209
台北分行 蔡先生
02-27710922#220
台中分行 林小姐
04-23293511#125
雲嘉授信區域中心 陳先生 05-2242135#206
台南授信區域中心 林經理 06-2139171#0105
台南授信區域中心 邵經理 06-2139171#0118
北高雄分行 劉先生
07-5507708#208

https://www.skbank.com.tw/newsDetail.html?_news.news_id=1905

https://customer.ktb.com.tw/new/note/ecfc3c2d

銀行名稱
聯邦商業銀行

高雄商業銀行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林專員
張專員

02-27180001#2322
02-27180001#2355

授信管理處 邱專員
授信管理處 莊科長
營業部 羅科長
岡山本洲分行 廖襄理

07-5570535#231
07-5570535#295
07-5570535#366
07-6223566#12

鳳山分行
前金分行
三民分行
左營分行
小港分行
桃園分行
前鎮分行

謝襄理
陳襄理
陳襄理
翁襄理
蔡襄理
周副理
郭襄理

07-7763688#22
07-2861136#30
07-3218813#32
07-5819131#11
07-8122268#121
03-3381288#228
07-3327131#29

右昌分行
灣內分行
屏東分行
桂林分行
北屯分行
楠梓分行
鼓山分行

李襄理
陳襄理
陳襄理
洪襄理
沈副理
沈襄理
賴襄理

07-3637478#21
07-3865905#203
08-7368811#201
07-7931616#12
04-22928366#108
07-3524391#36
07-5321001#77

建國分行
九如分行
中壢分行
草衙分行
板橋分行
台南分行

許襄理
李襄理
蔡副理
許襄理
洪襄理
蘇襄理

07-2230511#12
07-3812499#33
03-4010589#218
07-8413847#29
02-89671250#204
06-2955588#30

查詢網址
https://www.ubot.com.tw/index_news#!id=1416

https://www.bok.com.tw/postpone

銀行名稱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三多分行 曾襄理
大發分行 王襄理
大直分行 林襄理
台中分行 童襄理
旗津簡易分行 陳副理
南高雄分行 林襄理

07-7511168#30
07-7861899#11
02-85021656#34
04-22522588#29
07-5718263#18
07-3301060#11

大里分行 趙襄理
新竹分行 吳副理
市府行 林襄理
中和分行 陳襄理
台北分行 溫襄理
台北分行 陳襄理
大成分行 李副理

04-24816799#266
03-5230333#27
07-3350260#16
02-82271399#19
02-25630101#205
02-25630101#218
06-2351616#21

北高雄分行 林襄理
博愛分行 賴襄理

07-3599298#117
02-23751188#218

板信商業銀行

林科長
莊小姐

02-29629170#3321
02-29629170#2519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BF%A1%E
5%95%86%E6%A5%AD%E9%8A%80%E8%A1%8C%E7%B4%93
%E5%9B%B0%E6%96%B9%E6%A1%88.pdf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周先生

02-25615888#2115

https://www.jihsunbank.com.tw/JsbankNew/NMDeatil?NEM01_NE
W_NO=NTIpadding&Type=M

華泰商業銀行

高先生

02-2752-5252#7573

https://www.hwataibank.com.tw/bank_announcement/news/15014/

曾小姐
楊小姐

02-66128789
02-66128618

https://www.dbs.com.tw/sme/zh/financing/working-capital/cbc-loan

三信商業銀行

林小姐

04-22257177#311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rescue-covid19/

凱基商業銀行

廖先生

02-21717842

https://www.kgibank.com/T01/T0105/T010508/T010508.jsp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銀行名稱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阮先生

02-77336954

法金北一區域中心卓先生
法金北二區域中心何小姐
法金北三區域中心詹小姐
法金北四區域中心鄭小姐
法金桃竹區域中心蔡先生

02-81012277#3081
02-81012277#3078
02-81012277#3139
02-81012277#3111
03-3331577#313

法金台中區域中心江小姐
法金南部區域中心謝小姐

04-23199066#211
07-2260098 #636

查詢網址
https://www.feib.com.tw/activity?id=1426

http://www.entiebank.com.tw/index/bulletin-main-1_4585.html

王道商業銀行

林先生

02-87527000#10612

https://www.o-bank.com/about/news/news-newslist?newsid=%7bBB
0EDA96-DCE8-4E86-838F-A1D8D3D3CEC5%7d&tabName=main
_default

瑞興商業銀行

林先生

02-2557-5151 #2585

https://www.taipeistarbank.com.tw/

黃小姐(專案融通聯絡窗口)
中國輸出入銀行

盧小姐(中小企業貸款聯絡
窗口)

02-33220513
02-33220522

https://www.eximbank.com.tw/zh-tw/Pages/policy_support.aspx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范先生

02-66037948

https://service.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news.asp?ContentTypeI
D=1200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劉先生

02-66339607

https://www.business.hsbc.com.tw/zh-tw/tw/generic/covid19-cbc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張小姐
林先生

02-87269755
02-25766534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m/press_20200
312/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