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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公 司 設 立 日 期 所 在 地 國 家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宜蘭分公司 1966/08/23 中華民國 （五五）台財錢發字第07998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52號 (03)9549743 (03)9540278 ilan@tfmi.com.tw

桃園分公司 1969/10/16 中華民國 （五八）台財錢發字第12053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6號10樓之1 (03)3353577 (03)3342704 taoyuan@tfmi.com.tw

新竹分公司 1951/11/17 中華民國 （四０）台財錢發字第57119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18號4樓 (03)5348699 (03)5350007 hsinchu@tfmi.com.tw

台中分公司 1951/11/17 中華民國 （四０）台財錢發字第57119 臺中市中區繼光街35號 (04)22293176 (04)22233775 taichung@tfmi.com.tw

彰化分公司 1981/11/13 中華民國 （七０）台財錢字第23729號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43號5樓 (04)7230664 (04)7238237 changhua@tfmi.com.tw

嘉義分公司 1951/11/17 中華民國 （四０）台財錢發字第57119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127號8樓 (05)2811177 (05)2313355 chiayi@tfmi.com.tw

台南分公司 1957/05/20 中華民國   (四六）幣台字司發第233號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55號7樓 (06)2217600 (06)2217670 tainan@tfmi.com.tw

高雄分公司 1957/05/20 中華民國   (四六）幣台字司發第233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7號4、5樓 (07)2865000 (07)2858728 kaohsung@tfmi.com.tw

花蓮分公司 1961/05/30 中華民國 （五０）台財錢發字第03617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3號 (03)8336156 (03)8322841 hualien@tfmi.com.tw

板橋分公司 2011/11/23 中華民國 金管保理字第10002192110號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號9樓 (02)29573538 (02)29573802 service-2@tfmi.com.tw

通 訊 處 設 立 日 期 所 在 地 國 家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上海代表處 2006/05/17 中國大陸 台財保字第0900030133號  200021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138號上海廣場904室 86-21-58772839 86-21-58772539 carloslee@tfmi.com.tw

草屯服務中心 1988/11/15 中華民國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1段363號 (049)2310784 (049)2362942 d2@tfmi.com.tw

豐原服務中心 1978/08/17 中華民國 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一段313號1樓 (04)25290177 (04)25290256 t2@tfmi.com.tw

沙鹿服務中心 2001/10/02 中華民國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477號1、2樓 (04)26633686 (04)26633698 shalu@tfmi.com.tw

大里服務中心 2002/08/01 中華民國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路52號 (04)24072769 (04)24072785 t8@tfmi.com.tw

新營服務中心 1990/04/24 中華民國 台南市新營區民生路128號 (06)6560133   (06)6568879 n1@tfmi.com.tw

台東服務中心 1958/05/15 中華民國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434號 (089)322914 (089)330653 taitung@tfmi.com.tw

金門服務中心 2001/10/02 中華民國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黃海路19號1樓 (082)334152 (082)335694 kinmen@tfmi.com.tw

潮州服務中心 2002/09/01 中華民國 屏東縣潮州鎮文化路203號1樓 (08)7894689 (08)7894679 p1@tfmi.com.tw

中壢服務中心 1985/01/09 中華民國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84號11樓 (03)4950836 (03)4950683 y1@mail.tfmi.com.tw

岡山服務中心 2000/07/04 中華民國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路46號 (07)6296051 (07)6296127 k3@tfmi.com.tw

澎湖服務中心 1974/04/12 中華民國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141號 (06)9277600 (06)9267032 penghu@tfmi.com.tw

竹北服務中心 2002/12/16 中華民國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十二街292號 (03)6685885 (03)6685889 h2@tfmi.com.tw

苗栗服務中心 1976/12/22 中華民國 苗栗縣苗栗市正發路223號 (037)368747 (037)368749 m1@tfmi.com.tw

頭份服務中心 2002/12/16 中華民國 苖栗縣頭份市東庄里尚順路20號 (037)691390 (037)691318 m4@tfmi.com.tw

斗六服務中心 1990/10/15 中華民國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699號 (05)5328687 (05)5361652 taunan@tfmi.com.tw

員林服務中心 1987/06/26 中華民國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182號8樓 (04)8325211  (04)8331055 g1@tfmi.com.tw

新莊服務中心 1984/10/08 中華民國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289號7樓 (02)85228851 (02)85228861 bc@tfmi.com.tw

文山服務中心 1991/07/12 中華民國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3號3樓 (02)29320598 (02)29320590 l5@tfmi.com.tw

士林服務中心 2002/10/01 中華民國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里承德路四段196號6樓 (02)28883679 (02)28883719 l7@tfmi.com.tw

三重服務中心 2002/10/01 中華民國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3段99號9樓 (02)89853111 (02)89853222 l8@tfmi.com.tw

永康服務中心 2004/01/16 中華民國 台南市永康區四維街52及56號1樓 (06)2323813 (06)2324653 yk@tfmi.com.tw

鳳山服務中心 2004/04/01 中華民國 高雄市鳳山區中信街102號1樓 (07)7406290 (07)7406292 fengshan@tfmi.com.tw

北港服務中心 2006/04/01 中華民國 雲林縣北港鎮文仁路414號 (05)7827098 (05)7826945 r6@tfmi.com.tw

八德服務中心 2006/03/01 中華民國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10巷6號1樓 (03)3625222 (03)3664445 y3@tfmi.com.tw

雙和服務中心 2010/08/02 中華民國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一號13樓 (02)29232538 (02)29232533 l9@tfmi.com.tw

世貿服務中心 2010/08/09 中華民國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31號2樓 (02)25281001 (02)25288002 x1@tfmi.com.tw

市政服務中心 2015/02/01 中華民國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3段540號5樓之1(亞太總部) (04)27088011 (04)27088055 tfmit9@tfmi.com.tw

蘭陽服務中心 2017/06/13 中華民國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33號5樓 (03)9353696 (03)9353697 e3@tfmi.com.tw

基隆服務中心 2018/03/24 中華民國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28號7樓 (02)24202166 (02)24228841 keelung@tfmi.com.tw

屏東服務中心 2018/03/24 中華民國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25號5樓A室 (08)7324164 (08)7333115 pingtung@tfmi.com.tw

苑裡服務中心 2018/05/11 中華民國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358號 (037)857147 (037)857148 m7@tfmi.co.tw

工研院服務中心 2018/07/09 中華民國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52館B122室 (03)5829696 (03)5829595 h4@tfmi.com.tw

林口服務中心 2019/03/15 中華民國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149號1樓 (02)26026080 (02)2602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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