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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FAQ
壹、補貼內容
問題一：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內容為何？
回覆：
一、補貼對象：凡具有本國國籍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109 學年度國小以下之孩童，即 97 年 9 月 2 日以後出生之孩童。（其中
0-2 歲幼兒之補貼多數已由衛福部發放，如有疑問，請撥打衛福部福利諮
詢專線 1957）
（二）109 學年度就讀國中、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學生
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依特教法經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
2、依身權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二、補貼金額：一次性定額現金補貼，每位孩童 1 萬元。
三、領取方式及時間：
（一）網路申請：於 11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至「行政
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網」（https://10000.gov.tw）領取。
（二）三家金融機構之 ATM 機台領取：於 110 年 6 月 18 日 0 時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持全國 373 家金融機構任一家之提款卡，至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
託銀行及台新銀行等 3 家銀行設置之 ATM 機台（全國共計 1 萬 4,611 台）
領取。
貳、領取資格
問題一：發放對象為何？（領取資格、資格認定方式）
回覆：
具有本國國籍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國小以下之孩童。（即 97 年 9 月 2 日以後出生之孩童）。
（其中 0-2 歲幼兒之補貼多數已由衛福部發放，如有疑問，請撥打衛福部福利
諮詢專線 1957。查詢是否成功撥入帳戶，可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04-22502863 查詢。）
二、109 學年度就讀國中、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身心障礙學生。需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一）依特教法經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
（二）依身權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問題二：是否有設置排富條款？
回覆：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沒有排富，只要符合發放對象之家庭都可以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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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小孩沒去上幼兒園，也有發放補貼嗎？
回覆：
可以。只要是國小以下之孩童且符合發放的對象，無論是否有就讀幼兒園都可
以領取防疫補貼。
（其中 0-2 歲幼兒之補貼多數已由衛福部發放，如有疑問，請撥打衛福部福利諮
詢專線 1957）
問題四：國小補助資格是看年紀還是看學習階段？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 109 學年度國小以下之孩童家庭都可領取防疫補貼。
（亦即 97 年 9 月 2 日後出生之孩童）
問題五：學籍怎麼認定，6 月畢業的小六生還可以領嗎？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 109 學年度為國小以下之孩童都可以領取，今年 6
月畢業的國小六年級孩童家庭可以領取。
問題六：在台小學念書的外國人也可以領取嗎？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具備我國國籍且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家庭都可以領
取。
問題七：新住民持居留證，是否可以領取？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具備我國國籍且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家庭都可以領
取。
以網路領取者，只要輸入孩童健保卡號碼、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乙人之身分證字
號及金融帳戶即可。
至 ATM 機台領取者，只要插入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乙人之提款卡，及輸入身分證
字號與孩童之健保卡號，即可領取現金。
新住民朋友如僅有居留證或護照無本國身分證，而孩童的其他監護人如果也無
法以網路或 ATM 方式領取之特殊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
業方式及時間，會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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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所謂學習障礙的定義，這些證明是否有有效時間，幾月以前拿到的證
明，是符合核發標準的？
回覆：
一、學習障礙學生是依照特殊教育法規定，經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身心
障礙學生。
二、109 學年度就讀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學生，只要在 110 年 5 月 31 日以前經
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學習障礙學生，並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通
報之學生即為發放對象。
問題九：特教生是系統上的特教生嗎？申請鑑定中的算嗎？之前是取消資格的
可以嗎？疑似生可以嗎？
回覆：
一、身心障礙學生，係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依特殊教育法規定，經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二、109 學年度就讀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學生，只要在 110 年 5 月 31 日以前
經特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並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
通報，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即為發放對
象。
三、綜上，發放對象不包含未經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或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之學生，或已取消身心障礙資格之學生。
問題十：國中生、高中生，是否也會有防疫補貼？
回覆：
一、考量國小以下孩童年齡較小，防疫期間居家照顧陪伴及協助線上學習須由
父母任一方留在家中協助陪伴，故發放防疫補貼。
二、另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如有需求者，家長可以申請未給薪
之防疫照顧假，考量亦須父母任一方留在家中，故納入孩童防疫補貼之發
放對象。
三、至於其他國中及高中學生不是本次發放的對象。
問題十一：休學或自學可以領取嗎？
回覆：
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身心障礙學生，只要 109 學年度有學籍，休學或自學一
樣也可以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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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高中特教生，如果已經休學三年，這樣也符合資格嗎？
回覆：
高中身心障礙學生，只要 109 學年度有學籍即可領取。因以「具有學籍」做為
發給的條件認定。依規定高中學生得休學「至多 2 年」。如學生未於第 2 年休
學期限內辦理復學、轉學或放棄學籍者，學校應已廢止其學籍。
問題十三：高中教育階段，尚有「無學校學籍」的自學生（領有地方政府發給
的學生身分證明）。此類自學生，具身心障礙身分者，其家庭得否領取補貼？
回覆：
一、高中身心障礙學生如自學無學校學籍，列為特殊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
業領取。
二、為讓家長能快速領取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在防疫期間不致產生群聚情形，
第一階段採透過網路或 ATM 管道領取的方式辦理。至於特殊案例，都將納
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及時間會再另行公告。
問題十四：紓困 4.0 的補助方案可以同時領取嗎？（例：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和自
營工作者補貼、育兒津貼補助）
回覆：
可以同時領取，孩童家庭防疫補貼與其他補助補貼計畫發放目的不同，可同時
領取。
問題十五：已有請領中低收入戶補助，是否可以再請領家庭防疫補貼？
回覆：
可以請領。「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屬於紓困 4.0 特別預算，為政府有感於家長因
陪伴子女衍生無法工作，發放之一次性定額現金補貼，故兩者發放目的不同，
可以同時領取。
問題十六：有要放寬國高中生中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特殊境遇家庭領取嗎？
回覆：
目前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發放對象為 109 學年度國小以下之孩童，及 109 學年度
就讀國中、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身心障礙學生。至於其他身份不是本次發放的
對象。
問題十七：孩童具有健保資格，但沒有在台灣念書，可否申請補助？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具備我國國籍且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家庭都可以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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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八：國中補校生但具身心障礙者，是否可以申請紓困？
回覆：
一、本次防疫補貼，是考量國小以下孩童年齡較小，防疫期間居家照顧陪伴及
協助線上學習須由父母任一方留在家中協助陪伴，故發放防疫補貼。
二、另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如有需求者，家長可以申請未給薪
之防疫照顧假，考量亦須父母任一方留在家中，故納入孩童防疫補貼之發
放對象。又依「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高中職特教班之年
齡為 21 歲以下，考量其就學時間，故 24 歲以下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為發
放對象。至國中補校或高中職進修部學生如 24 歲以下者，亦為發放對象。
問題十九：如果是今年 6 月才滿 2 歲的孩童，該以哪個日期為基準？
回覆：
97/9/2 至 108/5/31(含 5/31)前出生，由教育部發放。
108/6/1(含 6/1)至 110/5/31 出生，為衛福部發放。
問題二十：如果一個監護人有三個符合資料的孩童，一個監護人的 id 只能申請
登記一次嗎？
回覆：
依據「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一位孩童補貼 1 萬元，未限制一個監護人身分證字
號只能登記 1 位孩童。
問題二十一：民眾當時未辦理特教生資格，所以本次無法申請補助，請問之後
有要放寬規定嗎？
回覆：
109 學年度就讀國高中及五專前三年之學生，只要在 110 年 5 月 31 日以前經特
教學生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並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通報，或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即為發放對象。至於其他
身份不是本次發放的對象。
問題二十二：具雙重國籍的孩童，是否可以請領?
回覆：
依補貼發放對象規定，只要具備我國國籍且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家庭都可以領
取。
問題二十三：孩童補助線上申請不過，父母雙方未成年有影響嗎?
回覆：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由孩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領取。如第一階段未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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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為特殊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及時間，再另
行公告。
參、領取金額
問題一：「家庭防疫補貼」發放金額為何？
回覆：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採一次性定額現金補貼 ，一位孩童補貼 1 萬元。
問題二：每位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1 萬元，是要給家長還是小孩的？
回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父母或監護人需在家照顧孩童，致工作及
家庭生計受影響，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提供孩童家庭防疫補貼，故領取人是
孩童的父母或監護人。
肆、領取方式
問題一：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之請領方式？
回覆：
一、防疫期間為避免有群聚情形，採取最簡最速之領取方式，其方式如下：
（一）網路線上申請：於 11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開
放「行政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網」（https://10000.gov.tw），由孩童之
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上網登錄資料，經確認後送出，於 6 月 18 日再
上網查詢核驗結果及入帳情形。
（二）到三家指定金融機構設置的 ATM 機台領取：於 110 年 6 月 18 日 0 時
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開放領取，孩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可持全
國 373 家金融機構任一家之提款卡，至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
台新銀行 3 家指定銀行設置之 ATM 機台（全國共計 1 萬 4,611 台），
插入父母或監護人之提款卡並輸入同一人之身分證號，及孩童健保卡號，
即可領取 1 萬元現金。
二、對於因故未能於網路或 ATM 領取者或特殊案例，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解除全國疫情第三級警戒日後，再另予公告第二
階段領取資訊及地點。
問題二：2-5 歲的幼兒園孩子會直接入帳，還是需要申請？
回覆：
不會主動直接入帳，2 歲至 5 歲的孩童與小學階段的孩童一樣，都必須由父母或
監護人自行透過網路線上申領或透過 ATM 機台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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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網路線上申請的載具有限制？
回覆：
網路申請，可使用的載具包括電腦、平板、手機等。

問題四：網路申請及實體 ATM 領取時間？領取時間是否有限制？
回覆：
一、網路申請：可於 11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至「行政
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網」
（https://10000.gov.tw）領取。
二、ATM：可於 110 年 6 月 18 日 0 時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可持全國 373 家
金融機構任一家之提款卡，至中國信託、台新銀行或國華世華所設置的 ATM
機台領取。
問題五：為什麼限定網路或 ATM 領取？
回覆：
三級警戒防疫期間，避免群聚，故第一階段先開放網路，再開放 ATM 領取，建
議您能多多利用網路申請領取，不用出門仍可以快速又方便。
未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解除全國疫情第三級警戒
日後，再另予公告第二階段領取資訊及地點。
問題七：父母誰有監護權？離婚的話誰有監護權？離婚的父母，請問監護人怎
麼認定？
回覆：
一、孩童之父母皆有監護權，符合發放對象之父母親都可領取。但其中一方已
領取，另一方則無法領取。
二、如果孩童之父母離婚，則依雙方協議或法院判決之監護權歸屬為準。
問題八：實際照顧者沒有監護權，監護權人從未對孩子負責，可以阻止這樣的
對象領嗎？
監護人未負扶養責任，請問實際扶養人可否主張監護人未負扶養責任，不得領
取補貼？
回覆：
本次補貼依據孩童健保卡及監護人進行勾稽，如監護人其中一方已領取，另一
方則無法領取。
如為特殊案例，都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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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九：父母雙方已離婚，小孩監護權為父母雙方共有，要怎麼領取呢？
回覆：
孩童防疫補貼可領取之對象為孩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當父母或監護人
其中一人領取本補貼後，其他人不得再行領取。

問題十：健保卡遺失怎麼領？
回覆：
以網路或 ATM 機台領取家庭防疫補貼者，只要輸入孩童健保卡號碼即可，不需
插卡。
如健保卡遺失，又不知健保卡號碼，建議申請補發健保卡並於第二階段再行領
取。
問題十一：沒有健保卡怎麼領？
回覆：
以網路或 ATM 機台領取家庭防疫補貼者，只要輸入孩童健保卡號碼即可，不需
插卡。如果孩童從未申辦健保卡，屬特殊案例，第二階段再行領取。
問題十二：若是孩子於收養機構中，監護人如何認定？誰可以去領這個補助？
回覆：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由孩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領取。如第一階段未能領
取的為特殊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及時間，再另
行公告。
問題十三：教育部或衛福部的孩童防疫補助，監護人入獄時如何領？
回覆：
以網路領取者，只要輸入孩童健保卡號碼、父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字號及金融
帳戶即可。
以 ATM 機台領取者，只要插入父母或監護人的提款卡，及輸入身分證字號與孩
童之健保卡號，即可領取現金。如屬第一階段未能領取的為特殊案例，將納入
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再另行公告。
問題十四：偏遠地區民眾如果沒有網路或 3 家銀行的提款機，要如何協助？
回覆：
停課期間各校會提供偏鄉學生資訊設備，作為線上學習工具，家長亦可利用此
資訊設備上網申請，倘均無資訊設備，教育部將會研議協助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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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五：國小緩讀生，可以領取嗎?
回覆：
國小階段緩讀生（97 年 9 月 2 日以前出生而目前仍在國小就讀之孩童）
，屬特殊
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再另行公告。
問題十六：有關網路申請，可以將款項匯入哪些金融機構帳號？
回覆：
以網路線上申領時，所輸入的帳號可以是 372 家金融機構的帳號（附錄 1）
。
問題十七：可以用孩子金融機構帳戶領嗎？
回覆：
一、不可以用孩童的金融機構帳號領取。
二、本次補貼領取人是孩童的父母或監護人，以網路領取者，需輸入父母或監
護人的身分證字號及其所屬金融帳戶；以實體 ATM 領取者，需使用父母或
監護人的提款卡，並輸入其身分證字號。
問題十八：帳戶被凍結怎麼辦？
回覆：
建議可由有帳戶的父母或監護人申領，若均無其他帳戶可申領，建議於第二階
段領取。
問題十九：有關三家金融機構之實體 ATM 領取，只有 3 家的金融卡可以領嗎？
請問可用哪些金融機構金融卡提領？
回覆：
民眾可持 373 家金融機構任一家金融卡（如附錄 2）
，至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
託銀行及台新銀行所設置的 ATM 機台領取現鈔。
問題二十：郵局提款機可以領嗎？
回覆：
本補貼不可到郵局提款機提領，僅可到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
行所設置之 ATM 機台領取。但可使用郵局的提款卡到前述三家金融機構之 ATM
機台領取。
問題二十一：與我臨近的實體 ATM 地點為何？
回覆：
一、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之 ATM 佈機地點如下：
（一）中國信託：中國信託銀行分行、統一 7-11 超商之 ATM。
（二）國泰世華銀行：國泰世華全台灣分行及於全家、萊爾富、全聯、好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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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運等通路之 ATM。
（三）台新銀行：台新銀行全台 ATM 及全家、萊爾富之 ATM。但企業用 ATM 設備
則不適用。
二、實際最新據點以各銀行官網查詢結果為準網址：
（一）中國信託：
https://www.ctbcbank.com/twrbo/zh_tw/index/h_locate_index/h_ATMlocat
e_inquiry.html
（二）國泰世華銀行：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locations/
（三）台新銀行：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B/service-and-support/atm-location/
問題二十二：有臨櫃辦理需求的家長們詢問何時會開放？擔心疫情沒完沒了，
可能會領不到。
回覆：
有關現場領取的時間、地點及方式，會再另行公布。
問題二十三：原監護人資格未宣告喪失，扶養人已到法院申請扶養確認程序中，
扶養人可否去申請補貼？
回覆：
孩童防疫補貼可領取之對象為孩童之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以 110 年 6 月 10
日戶政系統查調之孩童監護人，可領取補貼。
如在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原監護人尚未以網路及 ATM 領取，而有變更監護人之情
形，屬特殊案例，將納入第二階段作業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再另行公告。
問題二十四：請問死亡未除戶的，可以領取孩童補貼嗎？
回覆：
本次補貼係以 110 年 6 月 10 日戶政系統查調之資料為基準，如在 110 年 6 月 10
日前死亡，而在戶政系統仍未登記除戶死亡，仍納入補貼對象。
問題二十五：我剛拿到新（換）發的孩童健保卡號，為什麼申領補貼時顯示沒
有資料？
回覆：
如孩童或學生的健保卡號才剛取得或換發，目前系統尚未立即取得更新資料，
請於第二階段作業時領取，第二階段作業方式再另行公告。
問題二十六：怎麼知道孩童的健保卡號？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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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孩童的健保卡，卡號於健保卡正面左下角，卡號共 12 碼。
問題二十七：於 ATM 領取現金時發生未吐鈔情況，該怎麼處理？
回覆：
因故 ATM 未吐鈔，請民眾撥打該家金融機構之 ATM 設機行緊急電話，由設機
行客服協助查詢處理。
問題二十八：ATM 機臺存放的現金不足或低於本次補貼款金額之處理方式？
回覆：
如 ATM 機臺存放的現金不足或低於本次補貼款金額時，ATM 會直接將請領功
能關閉，該金融機構將會儘速補鈔。
問題二十九：本補貼可否使用紙本申請？
回覆：
三級警戒防疫期間，避免群聚，目前第一階段以網路申領及實體 ATM 方式請
領。
問題三十：如為孩童委託監護人，這樣是否可以領取？
回覆：
一、因委託監護為監護人或父母於一定期限內將特定事務委由他人代為行使，
委託監護人非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二、本次補貼依據孩童健保卡及監護人進行勾稽後，由監護人領取。
問題三十一：國泰世華提款機配合行政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可提領機型有哪
些？
回覆：
一、國泰世華全省約 4,500 台 ATM 可提供該補貼提領，除部分舊式提款機(外表
為黑色)未提供之外，其餘皆可。
二、舊式提機款主要分佈於關係企業大樓與部分北捷車站，但各北捷車站一定
有另外一台新型機器可提領行政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三、民眾若有國泰世華可提領服務機台據點查詢需求，可至國泰世華官網查詢。
問題三十二：若家中所有人都沒有登記過，但網頁上顯示該健保卡已被登記，
能持報案三聯單來查詢誰登記走的嗎？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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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只要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其父母或監護人都可以領取。民
眾可再次確認家庭相關人員均未領取，並已向警政單位報案，本部將配合司法
機關偵查程序的要求辦理。

問題三十三：若家中所有人都沒有登記過，但網頁上顯示該健保卡已被登記，
能持報案三聯單來查詢誰登記走的嗎？
回覆：
一、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係串接戶政與健保系統，只要符合發放對象之孩童，以
孩童健保卡號及監護人身分證、本人帳戶作為依據。其父母或監護人都可
以領取，如符合條件之監護人一方已領取，則其他人無法領取。
二、如民眾遺失健保卡建議申請補發健保卡，並於第二階段再行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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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持 373 家金融機構金融卡至指定 ATM 「領取現鈔」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004
臺灣銀行
005 臺灣土地銀行
006
007
第一商業銀行
008 華南商業銀行
009
01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01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013
016
高雄銀行
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18
021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048 王道商業銀行
050
05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053 台中商業銀行
054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081
101 瑞興商業銀行
102
(預計 6/30)
10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108 陽信商業銀行
114
11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118 板信商業銀行
119
130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132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146
147
三信商業銀行
162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204
215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216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600
7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803 聯邦商業銀行
805
806
元大商業銀行
807 永豐商業銀行
808
809
凱基商業銀行
81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812
815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816 安泰商業銀行
822
824

連線商業銀行

826

樂天國際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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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金融機構名稱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6/30 上線)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註 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
心註 2

附錄2 、「網路申請入帳」適用之 373 家 指定金融機構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004
007
011
016
021
052
075
102
114
119
146
204

臺灣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高雄銀行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東亞銀行台北分行
華泰商業銀行
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註1)

005
008
012
017
048
053
081
103
115
130
147
215

臺灣土地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三信商業銀行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006
009
013
018
050
054
101
108
118
132
162
21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瑞興商業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7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803

聯邦商業銀行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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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805
808
81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06
809
815

元大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807
810
816

82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26

樂天國際商業銀行

952

永豐商業銀行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
中心(註2)

997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南區聯合資訊處理中心(註3)
註1、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會員機構共計176 家，包括：宜蘭縣蘇澳區漁會、宜蘭縣頭城區漁會、
桃園區漁會、新竹區漁會、通苑區漁會、南龍區漁會、彰化區漁會、新北市瑞芳區漁會、新北市萬里
區漁會、基隆區漁會、新化區農會、宜蘭市農會、白河區農會、麻豆區農會、後壁區農會、下營區農
會、官田區農會、大內區農會、學甲區農會、新市區農會、安定區農會、山上區農會、左鎮區農會、
仁德區農會、關廟區農會、龍崎區農會、南化區農會、七股區農會、南投市農會、埔里鎮農會、竹山
鎮農會、中寮鄉農會、魚池鄉農會、水里鄉農會、國姓鄉農會、鹿谷鄉農會、信義鄉農會、仁愛鄉農
會、東山區農會、頭城鎮農會、羅東鎮農會、礁溪鄉農會、壯圍鄉農會、員山鄉農會、五結鄉農會、
蘇澳地區農會、三星地區農會、中華民國農會中壢辦事處信用部、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基隆市農會、
臺中地區農會信用部、鹿港鎮農會、和美鎮農會、溪湖鎮農會、田中鎮農會、北斗鎮農會、線西鄉農
會、伸港鄉農會、花壇鄉農會、大村鄉農會、社頭鄉農會、二水鄉農會、大城鄉農會、溪州鄉農會、
埔鹽鄉農會、福興鄉農會、彰化市農會、北港鎮農會、土庫鎮農會、東勢鄉農會、水林鄉農會、元長
鄉農會、麥寮鄉農會、林內鄉農會、內埔地區農會、大溪區農會、桃園區農會、平鎮區農會、楊梅區
農會、大園區農會、蘆竹區農會、龜山區農會、八德區農會、新屋區農會、龍潭區農會、復興區農會、
觀音區農會、土城區農會、三重區農會、中和地區農會、淡水區農會、樹林區農會、鶯歌區農會、三
峽區農會、蘆洲區農會、五股區農會、林口區農會、泰山區農會、坪林區農會、八里區農會、金山地
區農會、瑞芳地區農會、新店地區農會、深坑區農會、石碇區農會、平溪區農會、石門區農會、三芝
區農會、中埔鄉農會、阿里山鄉農會、東勢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沙鹿區
農會、霧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后里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潭子區農會、石岡區農會、
新社區農會、大肚區農會、外埔區農會、大安區農會、龍井區農會、和平區農會、花蓮市農會、瑞穗
鄉農會、玉溪地區農會、鳳榮地區農會、光豐地區農會、大里區農會、苗栗市農會、汐止區農會、新
莊區農會信用部、頭份市農會、竹南鎮農會、通霄鎮農會、苑裡鎮農會、冬山鄉農會信用部、後龍鎮
農會、卓蘭鎮農會、西湖鄉農會、草屯鎮農會、公館鄉農會、銅鑼鄉農會、三義鄉農會、造橋鄉農會、
南庄鄉農會、臺南地區農會信用部、獅潭鄉農會、頭屋鄉農會、三灣鄉農會、大湖地區農會、板橋區
農會信用部、關西鎮農會、新埔鎮農會、竹北市農會、湖口鄉農會、芎林鄉農會、寶山鄉農會、峨眉
鄉農會、北埔鄉農會、竹東地區農會、橫山地區農會、新豐鄉農會、新竹市農會信用部、田尾鄉農會、
北投區農會、士林區農會、內湖區農會、南港區農會、木柵區農會、景美區農會。
註2、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會員機構共計135 家，包括：雲林區漁會、嘉義區漁會、南市
區漁會、南縣區漁會、小港區漁會信用部、高雄區漁會信用部、永安區漁會、林園區漁會、梓官區漁
會、興達港區漁會、彌陀區漁會、東港區漁會、枋寮區漁會、林邊區漁會、琉球區漁會、新港區漁會、
澎湖區漁會、金門區漁會、神岡區農會、臺中市豐原區農會、名間鄉農會、集集鎮農會、二林鎮農會、
永靖鄉農會、竹塘鄉農會、秀水鄉農會、芬園鄉農會、芳苑鄉農會、員林市農會、埔心鄉農會、埤頭
鄉農會、二崙鄉農會、口湖鄉農會、大埤鄉農會、斗六市農會、斗南鎮農會、古坑鄉農會、台西鄉農
會、四湖鄉農會、西螺鎮農會、虎尾鎮農會、崙背鄉農會、莿桐鄉農會、褒忠鄉農會、大林鎮農會、
六腳鄉農會、太保市農會、水上鄉農會、布袋鎮農會、民雄鄉農會、朴子市農會、竹崎地區農會、東
石鄉農會信用部、梅山鄉農會、鹿草鄉農會、番路鄉農會、新港鄉農會、溪口鄉農會、義竹鄉農會、
嘉義市農會、六甲區農會、北門區農會、永康區農會、西港區農會、佳里區農會、柳營區農會、將軍
區農會、善化區農會、新營區農會、楠西區農會、臺南市玉井區農會、歸仁區農會、鹽水區農會、大
社區農會、大寮區農會、大樹區農會、仁武區農會、內門區農會、六龜區農會、永安區農會、田寮區
農會、甲仙地區農會、杉林區農會、岡山區農會、林園區農會、阿蓮區農會、美濃區農會、茄萣區農
會、梓官區農會、鳥松區農會、湖內區農會、路竹區農會、旗山區農會、鳳山區農會、橋頭區農會、
燕巢區農會、彌陀區農會、九如鄉農會、竹田鄉農會、車城地區農會、里港鄉農會、佳冬鄉農會、東
港鎮農會、枋山地區農會、枋寮地區農會、林邊鄉農會、長治鄉農會、南州地區農會、屏東市農會、
屏東縣農會、恆春鎮農會、崁頂鄉農會、琉球鄉農會、高樹鄉農會、新園鄉農會、萬丹鄉農會、萬巒
地區農會、滿州鄉農會、潮州鎮農會、麟洛鄉農會、吉安鄉農會、富里鄉農會、新秀地區農會、壽豐
鄉農會、太麻里地區農會、台東地區農會、成功鎮農會、池上鄉農會、東河鄉農會、長濱鄉農會、鹿
野地區農會、關山鎮農會、澎湖縣農會信用部、連江縣農會、小港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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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南區聯合資訊處理中心：會員機構共計13 家，包括：台北市第五信
用合作社、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宜蘭信用合作社、桃園信用合作社、彰化第一信用合作社、彰化
第五信用合作社、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台南第三
信用合作社、澎湖縣第一信用合作社、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金門縣信用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