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2)2521-5522

F：(02)2100-1930

T：(02)2506-3333

F：(02)2509-1630

T：(02)2523-1388

F：(02)2523-2088

T：(06)281-9393

F：(06)281-5538

T：(02)5569-2120

F：(02)2653-2106

T：(02)2272-5099

F：(02)2272-5169

T：(02)7725-2777

T：(02)8752-6388

F：(02)8751-2052

T：(02)2173-6699

F：(02)2772-1466

T：(02)2326-8899

T：(02)2746-8666

F：(02)2752-5252

T：(02)2777-2396

T：(02)2965-9399

F：(02)2965-6189

T：(02)2380-5100

F：(02)2380-5251

T：(02)8101-2277

F：(02)8101-6115

T：(02)6612-9889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41樓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5、207、209號1樓

吳當傑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丁予康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66號1至3樓、8樓、68號1樓范志強

黃旭新 日盛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二段85、87號8樓

林志清 全信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劉嘉獎 中租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童兆勤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6樓

張志堅 臺企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158號2樓

 蕭玲珊 永豐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6號10樓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北區西門路四段277、279號3樓

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8號

吳東亮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號1樓及地下1樓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62號8樓

侯金英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炳輝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唐秀珍 大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嚴漢明 農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65號11樓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33號11樓

王開源

李竹雨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10樓之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2、36號15、16、17樓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2)2563-3156

F：(02)2537-6759

T：(02)7726-3888

F：(02)2371-1143

T：(02)2576-5899

F：(02)2578-1315

T：(02)8752-1111

F：(02)2658-8101

T：(02)2311-8787

T：(02)7728-8222

F：(02)2568-6278

T：(02)7702-3456

F：(02)7715-9090

T：(07)972-8898

F：(07)972-8818

T：(02)2555-6113

F：(02)2555-8033

T：(04)720-2439

F：(04)720-2941

T：(02)8251-3398

F：(02)2257-9132

T：(02)6608-8098

F：(02)6608-3098

T：(07)556-1471

F：(07)558-2880

T：(07)973-1001

F：(07)973-1515

T：(06)510-2925

F：(06)510-2935

T：(03)459-3851

F：(03)459-386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號14樓

臺北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3樓

桃園縣中壢市新興路102巷12號3樓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黃崇榮 巨鼎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路597號12樓之1

俞羿瀅 金鵬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89之109號

葉淑珍 詮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孟光華 威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64號10樓

蔡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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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66號18樓之1

李宥憓 寓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民權里華山路203號9樓之3

曾柏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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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傳晧 精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王文全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23號19樓

陳照 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51之5號

陳昭蓉 兆豐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莫兆鴻

北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大同區長安西路88號7樓

蔡高明

林桂馨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69號4樓

陳秋分 新光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66-1號11樓

駱錦明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99號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7)716-8000

F：(07)716-6000

T：(07)522-7277

F：(07)522-7278

T：(02)2521-2019

F：(02)2521-4047

T：(02)2543-2500

F：(02)2543-2151

T：(06)293-8585

F：(06)293-0680

T：(02)2513-6006

F：(02)2513-6001

T：(07)553-5850

F：(07)553-5971

T：(02)5558-5988

F：(02)7746-1569

T：(02)5569-0088

F：(02)5569-0099

T：(05)231-1908

F：(05)291-0359

T：(02)2702-2712

F：(02)2702-2780

T：(02)7730-7298

F：(02)2567-6960

T：(02)2545-5970

F：(02)2719-1974

T：(06)211-1379

F：(06)220-6893

T：(04)2320-5558

F：(04)2320-3321

T：(02)2557-2216

F：(02)2557-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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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人萌 精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17號8樓

王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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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芬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三段311號5樓

葉鶯敏

利維謹 承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竹圍里友愛路237號8樓之3

林李佳蓉 磊山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158號12樓

黃裕宜 聯豪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76號12樓

柳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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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之 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陳亦純 台大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49號11樓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4號8樓之2

吳文永 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路二段79號5樓

楊學醫 信實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陳心茹 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陳文正 兩岸幸福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朱園里長安東路二段101號4樓

王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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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一段92號7樓

于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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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里慶平路573號5樓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7)322-6306

F：

T：(04)733-1855

F：(04)733-1775

T：(04)2320-6878

F：(04)3501-3966

T：(02)2747-1777

F：(02)2747-5333

T：(02)2725-5718

F：(02)2725-5719

T：(02)2655-9268

F：(02)2655-9265

T：(02)2702-3036

T：(06)313-8000

T：(02)8258-1798

T：(03)316-1128

F：(03)316-1127

T：(02)2503-2529

T：(07)335-3337

F：(07)335-3693

T：(07)951-9766

T：(02)2509-5819

T：(04)2201-7858

F：(04)2201-8626

T：(02)2501-7300

羅廣才

邱創國 和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張志成 富易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吳鴻麟

保捷保險代理人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3樓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里新埔六街101號18樓

曾覺民 巨擘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范國樑 永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路38號22樓之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9號4樓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71號9樓

藍偉峯

捷安達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廖學茂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21號2樓之3

詹其哲 凰祿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3號6樓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14號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街186號7樓之2

阮錦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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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段1之6號6樓

鉅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12號2樓之3

柯月貴 和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東谷路45-56號1樓

黃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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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信 信安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19樓之3

臺中市西區和龍里臺灣大道二段2號3樓之1

黃志明 倍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聯旗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6號5樓之1

黃有彬

欣台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蘇晉川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2)2356-8777

F：(02)2393-8777

T：(03)458-9898

T：(06)295-7888

F：(06)295-9029

T：(02)2511-9499

T：(07)360-7008

T：(04)2298-9009

T：(02)6606-6388

T：(07)332-7259

T：(02)7729-7258

T：(02)2720-0650

T：(07)222-5055

T：(02)2778-5690

T：(07)313-0225

T：(02)2999-6600

F：(02)2999-0909

T：(02)2325-2221

F：(02)2325-2278

T：(02)2183-7900

F：(02)2501-1199

蘇冠彰 騰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16樓之1

浦中敏 復華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2號4樓

林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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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淑清 亞鷹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61號14樓

張洋慈 富盈睿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56號3樓

陳明宗

許學智

傅飛睿 安睿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普強里利民路15號

董中平 皇信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平德路10號4樓

陳建安

周吾軒 新觀念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連義宗

曾雅雯

遠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孫立群

利可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重區重新路五段646號10樓之2

冠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8樓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05號2樓

双元人身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15號8樓之7

美世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三段2號4樓

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三段136號9樓902室梁漢文 怡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梁騰仁 冠群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48號5樓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里慶平路573號1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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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2)8101-0555

F：(02)8101-0565

T：(02)2518-9998

F：(02)2518-2188

T：(02)2777-5565

F：(02)2777-5200

T：(02)2755-0011

F：(02)2755-0022

T：(02)2920-7829

F：(02)2929-8565

T：(02)2826-5558

F：(02)2826-5567

T：(02)2395-4611

F：(02)2393-2233

T：(02)8522-7963

F：(02)8522-7962

T：(07)862-0111

F：(07)950-0919

T：(02)7706-5080

F：(02)7706-5090

T：(07)767-1388

F：(07)767-1368

T：(02)2785-1960

F：(02)2785-1962

T：(02)2707-0123

F：(02)2707-0162

T：(02)2562-6998

F：(02)2562-6996

T：(02)2181-8103

F：(02)8501-1610

T：(02)2514-0689

F：(02)2514-0714
林子玲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5號5樓豐林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達正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700號8樓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5號4樓之8

禮勤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6樓之3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57巷58號4樓

威肯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21樓之1

遠揚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54號2樓之2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5號4樓

陳全成

台成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汪尚岱 亞太高威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黃麗雲 大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80巷59弄2-4號2樓

新北市永和區福和路385號7樓之2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9樓之1

郭致亮

臺北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62號5樓之1

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路三段2號3樓

顏大昌 誠緯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毛卓人
美商達信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陳宗欽 怡和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50號13樓

談珍瑜 瀚鴻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新康街38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0號9樓之4

張石平 永業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李崇憲

朱彩娥 安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徐月雲 頂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陳雯華

曾錦隆 凱基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雷怡慧



最新更新日期：民國107年7月26日

維護單位：通路支援行政部、整合直效行銷部、團險部

 負責人 通路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T：(02)2598-6700

F：(02)8192-6873

T：(02)2393-9788

F：(02)2391-5955

T：(02)8983-8717

F：(02)8983-8419

T：(02)2738-1868

F：(02)2738-4093

T：(07)558-6565

F：(07)556-8850

T：(02)2560-3000

F：(02)2531-4520

T：(02)2717-0926

F：(02)2713-7275

T：(02)2726-0031

F：(02)2726-0266

T：(02)2562-6998

F：(02)2562-6996

T：(02)2767-8519

F：(02)2767-3219

T：(02)2578-5500

F：(02)2578-6611

T：(02)2702-8889

F：(02)2708-5567

T：(02)2557-9299

F：(02)2557-6077

T：(02)2718-8191

F：(02)2718-8193

T：(03)833-6767

F：(03)832-1191

T：(02)2563-8888

F：(02)2541-9858、2708-5567

沙昌達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43號4樓之1元碩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12號5樓萬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珵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26號8F-3

王嘉雲

黃尚龍

高銳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51號10樓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91號10樓之5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29號3樓韋萊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峰豪

益吉保險經紀人事務所

金豐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林美雲 財聖國際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之30號12樓

饒世樟

康寧

黃範 信利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08號1樓

吳珮如 忠倫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54號12樓

雷景明 中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39號10樓

張基昌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6號20樓

宏富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29號5樓之1

孫荊瑋 利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32號7樓

花蓮市中山路406-2號2樓

林啟昌

永漢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統超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97號6樓之3

劉美華 維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2號8樓之1

鄭芳遠 鎮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