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建築經理公司 聯繫窗口 電話 傳真 地址 網站

1 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 蕭明康秘書長 (02) 2377-8862 (02) 2377-8863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189號12樓之4 http://www.hehuangroup.com/ 

2 中華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研展部-蔡伯宜副理 (02) 2758-8688 分機218 (02) 2758-2366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396號15樓 http://han-bau.com.tw/index.php

3 世仁營造有限公司 謝小姐
(02)2959-8516

02-25602491
(02) 2767-5364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35號11樓 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64939805

4 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小姐 (02) 2772-0111 分機117 (02) 2752-8811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4段102號10樓 http://www.first1.com.tw/ 

5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林家綸 (02) 2327-8233 分機336 (02) 2327-8323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94號9樓 https://www.evergreen-accord.com.tw/def.jsp  

6 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陳先生 (02) 8978-6262 分機303 (02) 2508-080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10樓之3 http://www.taiyi6262.com.tw/ 

7 國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曾小姐 (02) 2376-2288 分機2272 (02) 2377-28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18號2樓 http://www.cathay-rem.com.tw/ 

8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張先生 (02) 2747-5620 分機228 (02) 2747-4310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65號11樓 http://www.twurmc.com/ 

9 台灣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姚先生 (02) 2796-2228 分機5102 (02) 2796-2227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0號13樓 http://tremc.myweb.hinet.net/ 

10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潘俊和協理 (02) 2627-1926 分機90 (02) 2659-5711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00號2樓之1 http://www.ctop.tw/ 

11 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游有方經理 (02) 2528-2277 分機22 (02) 2528-5377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23號8樓 -

12 寶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成 (02) 2792-6259 分機814 (02) 2792-6279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465號2樓 http://www.pauguo.com.tw/

13 富邦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建經部-鄞維鋒 (02) 6631-3636 分機623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7樓

14 台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刁建生董事長

魏安慧

(02) 2596-8000 分機300

(02) 2596-8000 分機662
(02)2596-0755 臺北市德惠街9號2樓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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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銀行 聯繫窗口 電話 傳真 總行地址 網站

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尤雅青 (02)2581-7111 分機4130 (02)2521-2963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1段2號 http://www.hehuangroup.com/ 

2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先生 (02)2182-1998 分機6671 (02)2599-2929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66號1樓 http://han-bau.com.tw/index.php

3 世仁營造有限公司 企業金融部 周俊吉科長
(02)2959-8516

02-25602491
(04)2223-0800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87號 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64939805

4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資部-汪經理

信託部-巫光平/吳小姐

(02)8101-2277 分機867

(02)8101-2277 分機264/277
(02)8101217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16樓 http://www.entiebank.com.tw/ 

5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行銷部黃名玄襄理

(原)許智傑科長
(02)2962-9170 分機3323 (02)8964-6117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68號29樓 https://www.evergreen-accord.com.tw/def.jsp  

6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部-林承祖 (02)2348-1226 (02)2382-147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0號10樓 https://www.firstbank.com.tw/

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部-周盈君

融資部-許立人

(02)2371-3111 分機3153

(02)2371-3111 分機1134

(02)8729-1800

(02)8729-1704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15樓 http://www.hncb.com.tw/ 

8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周宗信科長 (02)2536-2951 分機2122 (02)2541-1656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57號1樓 https://www.chbebank.com/ 

9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金融部都市更新科 曾冠凱 (02)2348-3362 分機3361 -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4樓 https://www.landbank.com.tw/ 

10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莊分行/企業授信 陳銘欽

企業金融台北區域中心 藍美惠襄理

企業金融台北區域中心 劉明朝

(02)8522-7799 分機206

(02)2718-0001 分機2355

(02)2561-6755 分機206

(02)27172894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601號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09號
https://www.ubot.com.tw/ 

11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部分行) 蘇雯燕 (02)2532-8669 分機139 -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33號1樓 https://www.hwataibank.com.tw/ 

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蔡尚明副總經理(處長) (02)2326-8899分機1688 (02)2709-562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18號8樓

1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陳銅溪主任
(02)2559-7171 分機3181

0933-779528
臺北市塔城街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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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營造廠 聯繫窗口 電話 傳真 地址 網站

1 合環建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馬珮慈 (02)2910-5550 (02)2910-6650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25號2樓 http://www.hehuangroup.com/

2 漢龍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魏登科 (02)8221-5889 分機227 (02)8221-5692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48號9樓 http://han-bau.com.tw/index.php

3 世仁營造有限公司 張素琴
(02)2959-8516

02-25602491
(02)2562-2822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40號5樓之1

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

64939805

4 尚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雅娸 (02)77095588 分機122 (02)2503-6761 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1號3樓 http://www.en-rich.com.tw/

5 長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莊先生 (03)351-2480 (03)321-1196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05巷10號A棟

4樓

https://www.evergreen-

accord.com.tw/def.jsp

6 日商藤田股份有限公司 林珮珊 (02)2541-3600 (02)2531-400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52號7樓之4

7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副理 (02)2918-4270 分機359 (02)2910-4606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94號6樓之6 http://www.itcbuild.com.tw/

8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劉益安 (02)2721-2233 (02)2711-6440 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278號11樓 http://www.wha-l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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