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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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臺灣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臺銀總行 李先生 

營業部 周小姐 

公館分行 林小姐 

中山分行 周先生 

敦化分行 王小姐 

忠孝分行 王小姐 

信義分行 李先生 

板橋分行 黃小姐 

基隆分行 洪先生 

桃園分行 張小姐 

竹北分行 呂小姐 

新竹分行 林先生 

苗栗分行 陳先生 

台中分行 李先生 

台中港分行 郭先生 

彰化分行 李先生 

南投分行 羅小姐 

埔里分行 葉先生 

斗六分行 李小姐 

太保分行 涂小姐 

嘉義分行 曾先生 

台南分行 黃小姐 

新營分行 曾小姐 

鳳山分行 王小姐 

高雄分行 楊小姐 

左營分行 趙小姐 

東港分行 蔡小姐 

屏東分行 余先生 

宜蘭分行 林先生 

花蓮分行 黃先生 

台東分行 黃先生 

澎湖分行 陳先生 

金門分行 歐陽先生 

馬祖分行 陳小姐 

02-25148965 

02-23493456 #3695 

02-23672581 #209 

02-25423434 #210 

02-25455111 #151 

02-27516091 #106 

02-23515486 #204 

02-29680172 #303 

02-24247113 #221 

03-3352801 #680 

03-5513111 #228 

03-5266161 #251 

037-326791 #203 

04-22224001 #302 

04-26562311 #221 

04-7225191 #306 

049-2232121 #221 

049-2983991 #19 

05-5324155 #213 

05-3620016 #120 

05-2224471 #314 

06-2160168 #147 

06-6351111 #138 

07-7416131 #225 

07-2515131 #390 

07-5819141 #209 

08-8323131 #203 

08-7328141 #182 

03-9355121 #222 

03-8322151 #209 

089-324201 #208 

06-9279935 #120 

082-333711 #68 

0836-26046 #213 

https://www.bot.com.tw/Services/Pages/User2.aspx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https://www.bot.com.tw/Services/Pages/User2.aspx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臺灣土地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李科長 

王科長 

陳小姐 

詹小姐 

02-23483326 

02-23483342 

02-23483384 

02-23483343 

https://www.landbank.com.tw/Category/Item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劉小姐 

陳先生 

02-21738888#3627 

02-21738888#3626 https://www.tcb-bank.com.tw/Documents/COVID19/s

ource/央行轉融通專案彙整表.pdf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劉小姐 

翁小姐 

02-21738888#3627 

02-21738888#3623 

第一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張先生 

陳先生 

02-23484233 

02-23484390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b/Home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華南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楊先生 

林小姐 

02-23713111#1119 

02-23713111#1123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cor_finan

ce/area1/cor_loan/virus-corporate/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彰化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周科長 

王專員 

02-25362951#2120 

02-25362951#2121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

=4838a08b15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周科長 

湯專員 

02-25362951#2120 

02-25362951#2127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

=9339b6761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詹先生 

陳先生 

02-2563-3156#2689 

02-2563-3156#2568 

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COVID-19/page_0

1_1-7.asp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黃先生 

許先生 

02-25597171#3169 

02-25597171#3168 

https://hibank.tbb.com.tw/TBBHiBank/covid19/index.

html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玉山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台北區 藍襄理 

       林襄理 

       潘襄理 

       黃襄理 

       賴襄理 

       陳襄理 

       洪襄理 

       張襄理 

新北區 羅襄理 

       王襄理 

       吳襄理 

       陳襄理 

       莊襄理 

       顏襄理 

桃園區 蘇襄理 

02-25681313#201 

02-25091313#803 

02-27541313#303 

02-27978813#306 

02-25071313#627 

02-25041313#315 

02-23781313#233 

02-26591313#331 

02-29231313#303 

02-29841313#225 

02-89521313#171 

02-22031313#255 

02-29971313#275 

02-82571313#256 

03-4271313#300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marketing/loan/res

cueplan-index?ven=home&type=icon  

https://www.landbank.com.tw/Category/Item
https://www.tcb-bank.com.tw/Documents/COVID19/source/央行轉融通專案彙整表.pdf
https://www.tcb-bank.com.tw/Documents/COVID19/source/央行轉融通專案彙整表.pdf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b/Home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cor_finance/area1/cor_loan/virus-corporate/
https://www.hncb.com.tw/wps/portal/HNCB/cor_finance/area1/cor_loan/virus-corporate/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4838a08b15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4838a08b15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9339b67615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jsp?funcId=9339b67615
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COVID-19/page_01_1-7.asp
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COVID-19/page_01_1-7.asp
https://hibank.tbb.com.tw/TBBHiBank/covid19/index.html
https://hibank.tbb.com.tw/TBBHiBank/covid19/index.html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marketing/loan/rescueplan-index?ven=home&type=icon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marketing/loan/rescueplan-index?ven=home&type=icon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陳襄理 

竹苗區 甘副理 

       陳襄理 

台中區 蔡副理 

       陳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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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襄理 

       楊襄理 

       凌襄理 

03-4921313#331 

03-6589013#210 

03-5231313#303 

04-22911313#302 

04-24181313#203 

04-25681313#226 

04-23801313#253 

05-2161313#217 

06-2911313#305 

06-3131313#233 

07-2351313#301 

08-7331313#217 

07-7431313#302 

07-3361313#750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台北區 藍襄理 

       林襄理 

       潘襄理 

       黃襄理 

新北區 羅襄理 

       王襄理 

       吳襄理 

       陳襄理 

桃園區 蘇襄理 

竹苗區 甘副理 

台中區 蔡副理 

       陳副理 

雲嘉區 蔡襄理 

台南區 陳副理 

高雄區 鍾襄理 

       楊襄理 

       邱襄理 

02-25681313#201 

02-25091313#803 

02-27541313#303 

02-27978813#306 

02-29231313#303 

02-29841313#225 

02-89521313#171 

02-22031313#255 

03-4271313#300 

03-6589013#210 

04-22911313#302 

04-2418-1313#203 

05-216-1313#217 

06-291-1313#305 

07-235-1313#301 

07-743-1313#302 

08-733-1313#2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李小姐 

林小姐 

02-33277777#5701 

02-33277777#5705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recent

/202008/NB2020032762-31/p3.html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recent/202008/NB2020032762-31/p3.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recent/202008/NB2020032762-31/p3.html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營業部 黃先生 

儲蓄部 高先生 

內湖分行 林先生 

中山分行 王先生 

西湖分行 陳先生 

宜蘭分行 蔡先生 

東台北分行 柯先生 

民生分行 李先生 

松南分行 黃小姐 

汐止分行 徐先生 

基隆分行 洪先生 

三重分行 林先生 

板橋分行 馬小姐 

新店分行 林先生 

中和分行 陳先生 

樹林分行 陳先生 

桃園分行 林小姐 

中壢分行 劉先生 

新竹分行 鍾小姐 

楊梅分行 賴先生 

台中分行 林先生 

員林分行 劉先生 

中港分行 賴小姐 

大里分行 陳先生 

豐原分行 黃先生 

高雄分行 孫先生 

台南分行 林先生 

前金分行 李先生 

永康分行 蔡先生 

屏東分行 伍先生 

02-25817111#1131 

02-25159111#207 

02-27921111#206 

02-25625111#206 

02-26599111#203 

03-9532111#111 

02-25152111#116 

02-25465111#203 

02-27037111#202 

02-26983111#204 

02-24277111#203 

02-29826111#205 

02-29657111#205 

02-86657111#111 

02-22469111#201 

02-26877111#203 

03-3369111#205 

03-4263111#200 

03-5324111#202 

03-4880111#203 

04-22214111#204 

04-8335111#207 

04-23268111#203 

04-24824111#204 

04-25240111#111 

07-2315111#204 

06-2636111#206  

07-2721111#111 

06-3121111#111 

08-7385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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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總行營業部 楊先生 

儲蓄部 陳先生 

城中分行 宋小姐 

內湖分行 陳小姐 

中山分行 吳小姐 

松山分行 鄒先生 

02-25817111#1179 

02-25159111#206 

02-23123111#200 

02-27921111#201 

02-25625111#202 

02-27679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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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士林分行 葉先生 

承德分行 簡先生 

三民分行 李小姐 

天母分行 施先生 

西湖分行 郭小姐 

南港分行 謝先生 

敦北分行 簡小姐 

永吉分行 林先生 

東台北分行 袁先生 

信義分行 陳先生 

民生分行 陳先生 

忠孝分行 翁先生 

龍山分行 林先生 

仁愛分行 陳先生 

松南分行 陳先生 

南京東路分行 林先生 

世貿分行 黃先生 

內湖科技園區分行 梁先生 

文山分行 王先生 

松江分行 韓先生 

三重分行 李小姐 

板橋分行 邱先生 

永和分行 劉先生 

新莊分行 郭先生 

新店分行 崔先生 

蘆洲分行 呂先生 

中和分行 賴小姐 

北三重分行 張先生 

土城分行 洪先生 

華江分行 楊小姐 

樹林分行 楊先生 

北中和分行 顧先生 

二重分行 李先生 

丹鳳分行 張先生 

北新莊分行 鄭先生 

林口分行 王先生 

02-28336111#205 

02-25506111#200 

02-27487111#202 

02-28739111#206 

02-26599111#201 

02-27832111#200 

02-27168111#201 

02-27662111#200 

02-25152111#206 

02-27018111#206 

02-25465111#202 

02-27409111#203 

02-23115111#207 

02-23933111#201 

02-27037111#203 

02-25467111#203 

02-27597111#201 

02-26576111#201 

02-86632111#205 

02-25636111#201 

02-29826111#204 

02-29657111#204 

02-22312111#202 

02-89912111#201 

02-86657111#202 

02-22890111#205 

02-22469111#204 

02-22862111#201 

02-22636111#205 

02-22564111#205 

02-26877111#200 

02-22287111#200 

02-22787111#204 

02-29038111#205 

02-89910111#101 

02-89794111#208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汐止分行 鄧先生  

基隆分行 杜小姐 

桃園分行 王先生  

中壢分行 林小姐 

楊梅分行 廖小姐 

延平分行 王先生 

南崁分行 賴先生 

觀音分行 林先生 

北桃園分行 連先生 

新竹分行 陳小姐 

北新竹分行 彭先生 

竹北分行 蔡先生 

竹科分行 鄭先生 

台中分行 陳先生 

中港分行 王先生 

大里分行 張先生 

豐原分行 陳先生 

市政分行 張小姐 

南屯分行 林小姐 

員林分行 唐小姐 

台南分行 蔡小姐 

東台南分行 謝先生 

永康分行 劉先生 

高雄分行 陳先生 

北高雄分行 陳先生 

前金分行 江先生 

鳳山分行 李先生 

東高雄分行 吳先生 

屏東分行 陳先生 

宜蘭分行 高先生 

02-26983111#206 

02-24277111#201 

03-3369111#203 

03-4263111#203 

03-4880111#201 

03-4262111#200 

03-2121111#200 

03-2630111#201 

03-3578111#201 

03-5324111#205 

03-5880111#202 

03-6676111#202 

03-5639111#200 

04-22214111#203 

04-23268111#205 

04-24824111#205 

04-25240111#200 

04-26526111#202 

04-22590111#202 

04-8335111#203 

06-2636111#201 

06-2237111#201 

06-3121111#201 

07-2315111#202 

07-9618111#201 

07-2721111#201 

07-7105111#200 

07-3752111#206 

08-7385111#202 

03-9532111#20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曹先生 

陳小姐 

李先生 

02-87226666#7778 

02-87226666#7731 

02-87226666#7759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news/

announcement/info/relief5/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永豐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白先生 02-21835878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introductio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news/announcement/info/relief5/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news/announcement/info/relief5/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introduction/announcement/content/20200407171253564000000000000805.html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王先生 

連先生 

02-21835662 

02-21835671 

n/announcement/content/202004071712535640000000

00000805.html 

台中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黃先生 

許先生 

04-22236021#5624 

04-22236021#5628 
https://www.tcbbank.com.tw/pdf/1090401_1.pdf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黃先生 

賴先生 

02-27716699#62777 

02-27716699#62718 www.fubon.com/banking/Corporate/financing/rescue_

measure/rescue_measure.htm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鄭先生 

黃先生 

02-27716699#63682 

02-27716699#6277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陳先生 

吳先生 

02-27787766 #867 

02-27787766 #803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B/personal/commo

n/important-notice/TSBankImportantNotice-000110/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陽信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許小姐 

田小姐 

02-28208166#159 

02-28208166#169 

https://www.sunnybank.com.tw/net/Prg/NewsInfosVie

w/559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元大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徐小姐 

林先生 

02-21736699#7317 

02-21736699#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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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_3ca0165c08000000849a611bfb2a77ee.pdf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服務專線 
02-21826193 

02-21821968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bulletin/latestNe

ws/page.do?id=3d02164a410000062936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王先生 

許小姐 

王先生 

02-87587288#7191 

02-87587288#7193 

02-87587288#7204 

https://www.skbank.com.tw/newsDetail.html?_news.n

ews_id=1924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京城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吳先生 

張小姐 

06-2139171#0541 

06-2139171#0525 
https://customer.ktb.com.tw/new/note/ecfc3c2d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聯邦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林專員 

張專員 

02-27180001#2322 

02-27180001#2355 
https://www.ubot.com.tw/index_news#!id=1416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姜專員 

張專員 

02-25639393#823 

02-25639393#821 

高雄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莊科長 

劉小姐 

07-5570535#295 

07-5570535#320 
https://www.bok.com.tw/postpone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板信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莊小姐 

龔小姐 

02-29629170#2519 

02-29629170#2361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

%BF%A1%E5%95%86%E6%A5%AD%E9%8A%80

%E8%A1%8C%E7%B4%93%E5%9B%B0%E6%96

%B9%E6%A1%88.pdf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周先生 

陳小姐 

02-25615888#2115 

02-25615888#8113 
https://www.jihsunbank.com.tw/jsbankNew/Indexpage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華泰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項先生 02-25963271#220 https://www.hwataibank.com.tw/bank_announcement/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introduction/announcement/content/20200407171253564000000000000805.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about/introduction/announcement/content/20200407171253564000000000000805.html
https://www.tcbbank.com.tw/pdf/1090401_1.pdf
http://www.fubon.com/banking/Corporate/financing/rescue_measure/rescue_measure.htm
http://www.fubon.com/banking/Corporate/financing/rescue_measure/rescue_measure.htm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B/personal/common/important-notice/TSBankImportantNotice-000110/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B/personal/common/important-notice/TSBankImportantNotice-000110/
https://www.sunnybank.com.tw/net/Prg/NewsInfosView/559
https://www.sunnybank.com.tw/net/Prg/NewsInfosView/559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webIMG/dwn/DWN_3ca0165c08000000849a611bfb2a77ee.pdf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webIMG/dwn/DWN_3ca0165c08000000849a611bfb2a77ee.pdf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bulletin/latestNews/page.do?id=3d02164a410000062936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bulletin/latestNews/page.do?id=3d02164a410000062936
https://www.skbank.com.tw/newsDetail.html?_news.news_id=1924
https://www.skbank.com.tw/newsDetail.html?_news.news_id=1924
https://customer.ktb.com.tw/new/note/ecfc3c2d
https://www.ubot.com.tw/index_news#!id=1416
https://www.bok.com.tw/postpone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BF%A1%E5%95%86%E6%A5%AD%E9%8A%80%E8%A1%8C%E7%B4%93%E5%9B%B0%E6%96%B9%E6%A1%88.pdf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BF%A1%E5%95%86%E6%A5%AD%E9%8A%80%E8%A1%8C%E7%B4%93%E5%9B%B0%E6%96%B9%E6%A1%88.pdf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BF%A1%E5%95%86%E6%A5%AD%E9%8A%80%E8%A1%8C%E7%B4%93%E5%9B%B0%E6%96%B9%E6%A1%88.pdf
https://www.bop.com.tw/bopmesg/%E6%9D%BF%E4%BF%A1%E5%95%86%E6%A5%AD%E9%8A%80%E8%A1%8C%E7%B4%93%E5%9B%B0%E6%96%B9%E6%A1%88.pdf
https://www.jihsunbank.com.tw/jsbankNew/Indexpage
https://www.hwataibank.com.tw/bank_announcement/news/15014/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高先生 02-27525252#7573 news/15014/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北北基 陳先生 

北北基 孫小姐 

北北基 曾小姐 

北北基 楊小姐 

桃竹苗 許先生 

中彰投 蕭先生 

雲嘉南 涂先生 

高屏   郭先生 

02-66128663 

02-66128660 

02-66128789 

02-66128618 

03-2647168 

04-36067292 

06-6017282 

07-9655768 

https://www.dbs.com.tw/sme-zh/financing/working-ca

pital/cbc-loan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星展企業一線通 

北北基 曾小姐 

北北基 楊小姐 

02-66060302 

02-66128789 

02-66128618 

三信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黃小姐 

林小姐 

04-22257177#314 

04-22257177#311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rescue-covid19/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凱基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楊先生 

廖先生 

02-21717351 

02-2171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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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jsp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https://www.kgibank.com/T08/T0808/T080802/T0808

02_list.jsp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阮先生 

王先生 

劉先生 

謝先生 

黃先生 

楊小姐 

朱先生 

陳先生 

02-77336954 

02-77385858#777 

02-77291028#300 

02-77385858#860 

02-25508811#294 

03-5798833#862 

04-37010889#27971 

07-971236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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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安泰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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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金台中區域中心江小姐 

法金南部區域中心謝小姐 

02-81012277#3081 

02-81012277#3078 

02-81012277#3139 

02-81012277#3111 

03-3331577#313 

04-23199066#211 

07-2260098#636 

http://www.entiebank.com.tw/index/bulletin-main-1_4

585.htm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消金一區 林先生 02-27188377#258 

https://www.hwataibank.com.tw/bank_announcement/news/15014/
https://www.dbs.com.tw/sme-zh/financing/working-capital/cbc-loan
https://www.dbs.com.tw/sme-zh/financing/working-capital/cbc-loan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rescue-covid19/
https://www.kgibank.com/T01/T0105/T010508/T010508.jsp
https://www.kgibank.com/T01/T0105/T010508/T010508.jsp
https://www.kgibank.com/T08/T0808/T080802/T080802_list.jsp
https://www.kgibank.com/T08/T0808/T080802/T080802_list.jsp
https://www.feib.com.tw/activity?id=1426
http://www.entiebank.com.tw/index/bulletin-main-1_4585.htm
http://www.entiebank.com.tw/index/bulletin-main-1_4585.htm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消金一區 王先生 

消金一區 范先生 

消金一區 張先生 

消金一區 鄭先生 

消金三區 張小姐 

消金三區 李先生 

消金三區 曾先生 

消金四區 賴先生 

消金四區 姜先生 

消金五區 陳先生 

消金五區 王先生 

消金五區 林先生 

消金六區 吳先生 

消金六區 李小姐 

消金六區 李先生 

消金六區 何先生 

02-25778577#602 

02-25778577#603 

02-25778577#605 

02-25778577#606 

02-25790336#304 

02-25790336#306 

02-25790336#368 

03-5233228#300 

03-4260029#600 

04-23195599#888 

04-23195599#789 

04-23195599#689 

06-2601982#201 

07-2887999#222 

07-5561999#306 

07-2887999#216 

王道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林先生 

許小姐 

02-87527000#10612 

02-87527000#10613 

https://www.o-bank.com/about/news/news-newslist?ne

wsid=%7bBB0EDA96-DCE8-4E86-838F-A1D8D3D3

CEC5%7d&tabName=main_default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未辦理 未辦理 未辦理 

瑞興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營業部 黃先生 

民生分行 楊先生 

南京分行 蘇小姐 

長安分行 宋先生 

和平分行 王先生 

內湖分行 吳先生 

景美分行 汪先生 

南港分行 蕭先生 

萬華分行 林先生 

士林分行 楊先生 

中和分行 陳先生 

桃園分行 吳先生 

02-25539101 

02-25629873 

02-25068494 

02-25069277 

02-27383636 

02-26573181 

02-29355296 

02-26516686 

02-23377556 

02-28829299 

02-82273036 

03-31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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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中國輸出入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盧副理 02-33220522 https://www.eximbank.com.tw/zh-tw/Pages/policy_sup

https://www.o-bank.com/about/news/news-newslist?newsid=%7bBB0EDA96-DCE8-4E86-838F-A1D8D3D3CEC5%7d&tabName=main_default
https://www.o-bank.com/about/news/news-newslist?newsid=%7bBB0EDA96-DCE8-4E86-838F-A1D8D3D3CEC5%7d&tabName=main_default
https://www.o-bank.com/about/news/news-newslist?newsid=%7bBB0EDA96-DCE8-4E86-838F-A1D8D3D3CEC5%7d&tabName=main_default
https://www.taipeistarbank.com.tw/
https://www.eximbank.com.tw/zh-tw/Pages/policy_support.aspx


銀行名稱 方案類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查詢網址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傅科長 02-33220527 port.aspx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范先生 

黃小姐 
02-66037948 

https://service.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nw_conte

nt.asp?ContentTypeID=1200&CTID={69837383-348

D-443E-B6F8-67E6C35FFCEE}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北區 劉先生 

中區 黃小姐 

南區 李小姐 

02-66339607 

04-36017332 

07-963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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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19-cbc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孫副總裁 

王副總裁 

02-25762125 

02-81610919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

m/press_20200312.htm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王副總裁 

林協理 

02-81610919 

02-81610913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

m/press_20200312.htm  

全國農業金庫 
中小企業融通方案 

黃先生 02-2380-5160 
https://www.agribank.com.tw/page?itemid=408&mid=

161 小規模營業人融通方案 

 

https://www.eximbank.com.tw/zh-tw/Pages/policy_support.aspx
https://service.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nw_content.asp?ContentTypeID=1200&CTID=%7b69837383-348D-443E-B6F8-67E6C35FFCEE%7d
https://service.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nw_content.asp?ContentTypeID=1200&CTID=%7b69837383-348D-443E-B6F8-67E6C35FFCEE%7d
https://service.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nw_content.asp?ContentTypeID=1200&CTID=%7b69837383-348D-443E-B6F8-67E6C35FFCEE%7d
https://www.business.hsbc.com.tw/zh-tw/tw/generic/covid19-cbc
https://www.business.hsbc.com.tw/zh-tw/tw/generic/covid19-cbc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m/press_20200312.htm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m/press_20200312.htm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m/press_20200312.htm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ressroom/press_20200312.htm
https://www.agribank.com.tw/page?itemid=408&mid=161
https://www.agribank.com.tw/page?itemid=408&mid=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