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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期間：110.03.15 

 

總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四日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五十四號 

電話 （02）2391-3271 

傳真 （02）2341-2864 

免費申訴專線 0800-288-068 

公司網站之網址 http://www.firstin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 webmaster@firstins.com.tw 

中崙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四日 

地址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26 號 1 樓 

電話 （02）2764-5190 

傳真 （02）2764-8029 

電子郵件信箱 chunglun@firstins.com.tw 

基隆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地址 基隆市愛九路 11 號 4 樓 

電話 （02）2422-2279 

傳真 （02）2426-3457 

電子郵件信箱 keelung@firstins.com.tw 

內湖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九日 

地址 台北市民權東路 6 段 160 號 4 樓之 1 

電話 （02）2792-7902 

傳真 （02）2790-6775 

電子郵件信箱 neihu@firstins.com.tw 

新北分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2 段 37 號 16 樓 

電話 （02）2964-9588 

傳真 （02）2961-6087 

電子郵件信箱 peishin@firstins.com.tw 

蘭陽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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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一日 

地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38 之 6 號 6 樓 

電話 （039）550-511 

傳真 （039）569-238 

電子郵件信箱 lanyang@firstins.com.tw 

台東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地址 台東市新生路 503 號 

電話 （089）322-380 

傳真 （089）320-500 

電子郵件信箱 taitung@firstins.com.tw 

花蓮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一日 

地址 花蓮市中正路 215 號 

電話 （038）323-346 

傳真 （038）355-810 

電子郵件信箱 hualien@firstins.com.tw 

三重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七日 

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46 號 1、2 樓 

電話 （02）2981-3365 

傳真 （02）2981-3592 

電子郵件信箱 sanchung@firstins.com.tw 

新樹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五日 

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229 號 15 樓之 1 

電話 （02）2998-8600 

傳真 （02）2998-0039 

電子郵件信箱 shulin@firstins.com.tw 

蘆洲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 

地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707 號 1 樓 

電話 （02）2282-0978 

傳真 （02）2282-0979 

電子郵件信箱 joko@firstins.com.tw 

新店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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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3 號 11 樓 

電話 （02）86671586 

傳真 （02）86673370 

電子郵件信箱 hjs891@firstins.com.tw 

桃竹分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 

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98 號 21 樓之 2 

電話 （03）426-2666 

傳真 （03）422-3884 

電子郵件信箱 tc@firstins.com.tw 

新竹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地址 新竹市中華路 3 段 9 號 10 樓之 5 

電話 （035）239-789 

傳真 （035）239-810 

電子郵件信箱 woodman@firstins.com.tw 

苗栗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一日 

地址 苗栗市福麗里至公路 428-1 號 

電話 （037）327-665 

傳真 （037）353-709 

電子郵件信箱 miaoli@firstins.com.tw 

頭份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地址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 485 號 2 樓 

電話 （037）681-012 

傳真 （037）681-361 

電子郵件信箱 toufen@firstins.com.tw 

桃園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9 號 5 樓之 2 

電話 （03）358-8328 

傳真 （03）358-8321 

電子郵件信箱 taoyuan@firstins.com.tw 

八德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地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234、236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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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3）367-2132 

傳真 （03）367-2083 

電子郵件信箱 kiki38318@mail.tofirstins.com 

台中分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六日 

地址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一段 726 號 9 樓 

電話 （04）2201-3135 

傳真 （04）2201-8081 

電子郵件信箱 safe@firstins.com.tw 

彰化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一日 

地址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2 號 8 樓 

電話 （04）711-7990 

傳真 （04）712-6178 

電子郵件信箱 chunghua@firstins.com.tw 

豐原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地址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 52 號 

電話 （04）2522-3928 

傳真 （04）2524-8194 

電子郵件信箱 fengyuan@firstins.com.tw 

台中港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九日 

地址 台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 8 段 181 號 

電話 （04）2662-5539 

傳真 （04）2662-5549 

電子郵件信箱 tc-harbour@firstins.com.tw 

員林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地址 彰化縣員林鎮南平街 170 號 

電話 （048）351-161 

傳真 （048）320-452 

電子郵件信箱 yuanllin@firstins.com.tw 

草屯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 

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民權西路 7 號 

電話 （049）235-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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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049）237-1619 

電子郵件信箱 tsaotwen@firstins.com.tw 

中龍通訊處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一０八年一月一日 

地址 台中市龍井區龍昌路 100 號 

電話 （04）2630-6088 

傳真 （04）2639-0841 

電子郵件信箱 tc-harbour@firstins.com.tw 

台南分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地址 台南市成功路 515 號 6 樓 

電話 （06）258-5200 

傳真 （06）258-8564 

電子郵件信箱 tainan@firstins.com.tw 

嘉義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七月十日 

地址 嘉義市垂楊路 316 號 11 樓之 1 

電話 （05）222-2933 

傳真 （05）223-0776 

電子郵件信箱 chiayi@firstins.com.tw 

新營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一日 

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27 號之 3 

電話 （06）632-7348 

傳真 （06）633-2175 

電子郵件信箱 hsinying@firstins.com.tw 

佳里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地址 台南市佳里區佳東路 217 號 1 樓 

電話 （06）721-1478 

傳真 （06）721-1479 

電子郵件信箱 chiali@firstins.com.tw 

雲林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地址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西路 78 號 

電話 （05）597-6696 

傳真 （05）597-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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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信箱 tounan@firstins.com.tw 

永康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地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 之 42 號 9 樓 

電話 （06）311-0321 

傳真 （06）311-0322 

電子郵件信箱 lundr@firstins.com.tw 

高雄分公司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六日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63 號 4 樓 

電話 （07）335-5669 

傳真 （07）335-6818 

電子郵件信箱 Kaohsiung@firstins.com.tw 

屏東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地址 屏東市忠孝路 229 之 35 號 

電話 （08）766-6827 

傳真 （08）766-7415 

電子郵件信箱 pingtung@firstins.com.tw 

鳳山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一日 

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 1 段 360 號 6 樓 

電話 （07）710-7001 

傳真 （07）710-2509 

電子郵件信箱 fengshan@firstins.com.tw 

路竹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187 號 6 樓 

電話 （07）607-2237 

傳真 （07）607-2675 

電子郵件信箱 luju@firstins.com.tw 

楠梓服務中心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800 號 13 樓之 2 

電話 （07）365-8867 

傳真 （07）364-8114 

電子郵件信箱 naz@firstin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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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通訊處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地址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 43 號 1 樓 

電話 （06）927-6225 

傳真 （06）927-2837 

電子郵件信箱 ybc@mail.tofirstins.com 

小港通訊處 

設立時間 中華民國一０七年五月一日 

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１號 

電話 （07）802-4246 

傳真 （07）803-5706 

電子郵件信箱 penpal1978@mail.tofirstin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