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銀行個人信貸主力商品及網址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元，108/1/23
機構名稱

商品名稱

申請資格

貸款期間

利率

總費用年百分
連結網址
率
開辦手續費每 2.28%~5.74% http://www.bot.com.tw/ebc/loan/
件3,000 元
loan02/loan02.htm
【小額借款(10
萬元以
下)2,000
元】；信用查
詢費每人300
元
費用

臺灣銀行 真心相貸信 第一類◎公教及公營事業編 最長7年
用貸款優惠 制內員工◎專技人員等第二
專案
類◎1500 大企業員工等

1.841%~5.245%

臺灣土地 社會菁英綜 民營1500大優良企業或專業 最長7年
銀行
合消費放款 人士

1、綁約：最低前3個
月1.6%機動計息，第
4～6個月2.22%機動
計息，第7個月起
2.7%起機動計息；惟
借款人於二年內如欲
提前全部結清或部分
清償時，應按還本金
額依不同借款期限繳
付提前清償違約金。
2、免綁約：最低前3
個月1.9%機動計息，
第4～6個月2.42%機
動計息，第7個月起
2.9%起機動計息。

開辦費5,000元 3.27%～4.98%
（貸款金額10
萬元(含）以下
每件2,000
元）；徵信調
查費200元/
人；票信查詢
https://www.landbank.com.tw/Category/It
費100元/人
ems/%E7%A4%BE%E6%9C%83%E8%8
F%81%E8%8B%B1

合作金庫 優職優利信 專業人士、優質企業員工、 最長7年
銀行
用貸款
與本行授信業務往來企業戶
所屬員工、民營企業員工

1.81%~5.99%

5,300~5,600元

第一銀行 菁英優利信 本專案適用通過國家考試之 最長7年
貸
專業人員與各大企業正式員
工，利率優惠，且於一定額
度以下可免徵保證人。

前三個月利率：本行 6,300元
放款指數利率＋
0.79%起機動計息。

華南銀行 快易貸

1.本國國民年滿20歲以上，
有正當職業，收入穩定。
2.目前服務單位須任職期滿
6個月以上。

彰化銀行 薪世貸

本國國民年滿25歲-55歲， 2-5年無寬
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1. 限期
本行企業薪轉戶員工：任
職企業年資超逾1年以上
者。2. 他行企業薪轉戶員
工：任職企業年資超逾18個
月以上者。

上海銀行

優利貸

3.55%~6.78% http://www.tcbbank.com.tw/aboutfinance/person
al_finance/consumer_intro/Pages
/credit02_excellent_優職優利信
用貸款.aspx
3.46%~6.85% https://www.firstbank.com.tw/servlet/fbwe
機動計息
b/1519746095557/zh_TW

最長7年。 2.28%~7.88%(依本行 徵信查詢費(每 2.999%~8.637 http://www.hncb.com.tw/wps/
惟借款人年 現行指標利率浮動計 人)新臺幣300 %
portal/HNCB/per_finance/area1/loan/credi
齡加計借款 息)
t_loan
元、系統作業
期間不得超
費新臺幣5,000
過65歲。
元(貸款金額壹
拾萬元以下系
統作業費新臺
幣2,000元)

1.公務人員及教師(不含約聘
人員)
2.專業人士
3.年收入≧100萬
最長7年
4.上市櫃員工
5.中華徵信所1000大企業員工
6.公營事業員工

1. 一段式:按本行定
儲指標利率加碼年息
2.5%以上機動計息。
2.階段式：第1-6個
月：按本行定儲指標
利率加碼年息1.5%以
上機動計息；第7個
月起按本行定儲指標
利率加碼年息2.9%以
上機動計息。

開辦費：
臨櫃申請：每
件新臺幣2,888
元； 線上申
請：每件新臺
幣2,588元
信用查詢費：
每人新台幣300
元

貸款金額30萬
元，貸款期間
5年，貸款利
率
2.58%~3.98%
，則(1)臨櫃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
申請總費用年
p.jsp?funcId=657e2f0d15
百分率為
3.01%~4.42%(
2)線上申請總
費用年百分率
為
2.97%~4.38%

前三個月固定
2.36%起
第四個月起簽核時加碼
後2.99%起
每筆NT$2,000元 3.2%~6.43%
貸款利率依本行貸款定
儲指數機動調整

http://www.scsb.com.tw/content/ind/ind_0
6_e1.jsp

台北富邦
銀行
富邦上班族 20~60歲信用良好之上班
信貸
族、公教軍警與專業人士

最長7 年

國泰世華 「泰幸福」 1.年滿 20 歲，年齡加計貸 最長7 年
銀行
專案
款期限≦ 65 歲，銀行往來
信用紀錄正常2.具穩定收入
之上班族且個人年收入 ≧
新臺幣30 萬元

採I+2.43%~15.93%（
帳管費5,000
https://www.fubon.com/banking/personal/
目前為
元~9,000元/件 4.17%~18.41% personal_loan/personal_loan01/personal_l
3.49%~16.99%）即時
計收
oan01.htm
機動計息
分段式：前6 期：固 9,000 元
定1.98%起；第7~12
期：3.48%起機動計
息；
第13 期起：4.38%起
機動計息。
●I為本行定儲利率
指數-季變動或月變
動(靈活利率指數)，
並依市場行情每季或
每月變動一次，最新
牌告定儲利率指數詳
見連結。

5.00%~15.40%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
haybk/credit-happytai.asp

高雄銀行 簡易信用貸 1.公教人員、公營事業機構 1.循環動
2.56%~7.58%
款
員工。2.公營轉民營企業、 用：1年、
上市上櫃公司員工。3.天下 可隨借隨還
雜誌所列前1,000 大製造業 ，不動用不
員工。4.醫師、律師、會計 計息。2.分
師、建築師、土木技師。
期攤還：5
年、按月攤
還本息。

開辦費3,000元 3.01％～8.05％
查詢費每人300
元

兆豐銀行 消費性貸款 1.年齡加計貸款年限不逾65
歲者。
2.下列人員或任職於下列機
構滿1年以上員工：
(1)律師、醫師、會計師等
專業人士。
(2)政府機構、公私立小學
以上編制內人員。
(3)公私立大型地區或教學
醫院。
(4)優良上市或上櫃公司、
500大服務業、1000大製造
業。
(5)於本行有授信額度之公
司
(6)本行薪資轉帳戶一年以
上。
(7)於本行財富管理業務餘
額達新台幣200萬元以上
者。
3.年薪達新台幣60萬元以
全國農業 消費者綜合 凡信用良好，有正當職業，
金庫
性貸款
並具還款能力之自然人。

開辦手續費新
台幣3,000元，
信用查詢費用
每人新台幣300
元。

短期：1年
中期：最長
7年。

https://www.bok.com.tw/comprehensivecomsumer-loan

4.85% https://www.megabank.com.tw/per
sonal/personal01_01.asp

4.4%起，(按本行消
費金融放款指標利率
加碼機動計息)

除機關團體 按本公司基準利率、 開辦費依核貸 2.2%起
職工消費貸 定儲利率指數加碼計 額度0.1%計收
款期限最長 息
，最低收取
七年外，消
2,000元、徵信
費支出貸
查詢費新臺幣
款、理財週
250元/筆
轉貸款、小
額信用貸
款、其他支
出貸款最長
以不超過五
年為限。

http://www.agribank.com.tw/SP/A
BTSP060/ABTSPQ060.aspx

花旗銀行

滿福貸

-花旗信用卡卡友
-年收入新台幣22萬元以上
-23-63歲中華民國國民

最長5年

一段式利率：
2.68%~17.38%
二段式利率：前三期
1.68%，第四期起
3.99%~17.38%

滿福貸 每次
5,999元
滿福貸 - 財富
管理客戶專案
每次2,999元

一段式：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
3.50%~18.31% bal_docs/chi/cc/150805_pcl/inde
二段式：
x.htm
4.58%~16.55%

臺灣中小 添好孕消費 本貸款對象為施行人工生殖 最長7年
企業銀行 性貸款
者、懷孕者本人或其配偶、
新生兒之父母，且符合下列
條件：1.年滿20歲之中華民
國國民，具完全行為能力及
償還能力，無信用不良紀錄
者。2.於「施行人工生殖一
年內」、「懷孕期間」、
「新生兒出生後36個月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行
申貸。3.依本行內部信用評
等最終評等為18等級內者。

前3個月最低1.71%機 每案收取系統 2.93%
動計息，第4個月起 作業費2,000元
最低2.67%機動計
息。

渣打銀行

理享貸個人信用貸款 帳戶管理費新 3.74%~18.2% https://www.sc.com/tw/borrow/pe
利率優惠前2期利率
台幣
rsonal-loan-plus/
1.68%起，自第3期起 6,000~9,000元
2.99% 起（機動計
息）

理享貸

年滿20~57歲信用正常之本
國國民，現職滿3個月之上
班族或開業滿一年之自營商
及企業主，年收入>=30萬，
即可提出申請。

最長7年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184

台中銀行

二順位房貸 1.年滿20歲以上
1~10年
，具完全行為能力
，有穩定工作收入之中華民
國國民。
2.提供房屋(含座落土地)予
本行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
者。

1.滙豐信用卡持卡三個月以 3~7 年
上之正卡持卡人且為年滿
20~60歲信用正常之中華民
匯優貸(卡
國國民，年收入30萬元以
友)
上。
2.本行及他行繳款正常且無
不良信用記錄。
華泰銀行 優質菁英信 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中華民國 最長7年，
國籍之自然人，銀行往來信用紀 無寬限期
貸

最低年利率3.5%，最 6,000元
高年利率10%

最低3.86%，
最高10.39%
https://www.tcbbank.com.tw/PF/p
ersonal_loans3.html

匯豐銀行

錄正常，符合本行職業屬性定義
及客層，具穩定薪資收入來源
者；工作地或居住地位於台北
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
縣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
縣、台南市、高雄市者。

採本行每季調整之優
開辦費:新臺幣
利型房貸指標利率加
3.36%~14.09%
6,000元
碼1.88%~12.53%。

前九個月固定利率
1.88%，第十個月後
浮動計息3.72%起

3,300 元

臺灣新光 「優質族
年滿20歲本國國民符合本行 最長7年
銀行
群」貸款專 規定具有穩定收入之上班族
案

前三個月
3,000元
1.68%~3.68%固定計
息，第四個月起3.5%
~8.5%機動計息。

陽信銀行

前3個月3.88%-5.88%
，
7,000元/筆
第4個月起4.88%11.88%
6.56%~10.71%
2000~8000元

年滿20歲~55歲(含)之中華
一般消費者
民國國民，男性須役畢或免
最長5年
個人信用貸
役(職業軍人、軍警校生除
款
外)。
板信銀行 板信貸
年滿20~60 歲，具固定薪資 最長5年
收入之公教人員或優良企業
員工

三信銀行 超優質信用 20～60 歲，正式公務人
最長七年， 1.88%~12%
貸款
員、教師、醫師、律師、會 依本息平均
計師、建築師、 國營事業 攤還方式。
員工、銀行業員工等。
聯邦銀行 好好款貸

1.年滿20~60歲，有完全行 最長84 個
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且無 月(期)
信用不良紀錄。2.應有正當
職業及穩定收入，且現職任
職滿一年（含）以上。

5000元

3.531%起

http://www.hsbc.com.tw/1/2/pers
onal_zh_TW/HSBC-loans/HSBC-PILproducts

http://www.hwataibank.com.tw/hwatai/per
sonal/loan02.jsp

3.73%~8.93% https://www.skbank.com.tw/14b9b0c914.
html?

5.75%~12.27%
7.7%~11.9%

2.558%~12.74
7%

2.99%~11.99%浮動計
息

https://www.sunnybank.com.tw/mainmen
u.asp?lmenuid=2&smenuid=19
http://www.bop.com.tw/html/ao_h
pu.html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loan/co
nsume_1

http://www.ubot.com.tw/web/gues
t/personal_loan#!id59
最高9,000元 3.68%~11.32%

遠東銀行 新卓越時貸
(1) 年滿20歲~65歲
(2) 現職工作滿半年或現職加
計前職滿一年
(3) 年收入35萬元以上、信用
紀錄良好
(4) 借款人為下列人員
•TOP5000企業員工(含其關係
企業)
•財星(Fortune)五百大在台
分公司員工
•通過國際/國家級考試並取
得證照之「專技」人士
•遠東集團關係企業員工
•財團法人及大型研究機構正
式員工
•公私立大型醫療院所員工
•金融機構正式職員
•公教人員
•教職人員
•軍警人員
•勤業眾信、安侯建業、資
誠、安永會計事務所員工
•資本額一億元以上之公司員
工

1~7 年

2.88%(浮)~14.98%(
浮)

5,000元

3.56%~15.75% https://www.feib.com.tw/introduce?id=62

元大銀行
一般信貸

年滿20歲，信用良好具償還
能力之本國自然人。

最長7年
3.99%~18%

永豐銀行 豐利金

20~60歲本國國民，信用正 最長7年
常具有穩定收入之上班族。

玉山銀行 公教/菁英
族群

現職於公務機關之公教及國 最長7年
營事業人員律師、會計師、
藥(劑)師、土木技師與建築
師等專業人士、年所得120
萬元以上

凱基銀行

1.20歲(含)以上60歲(含)以
上班族信貸 下之本國國民 ；
最長7年
2.年收入25萬以上。

星展銀行 星富貸

年滿20~60 歲信用正常之本 1~7年
國國民，且現職滿6 個月，
年收NT$30 萬(含)以上之上
班族

台新銀行 信用貸款

1.年滿20~60歲本國國民
2~7年
2.年收入NT$30萬以上，具
正職之上班族， 或本行信
用卡持卡人且持卡滿六個月
以上(含)者

日盛銀行 A 段班

安泰銀行
信用貸款

中國信託 信用貸款
銀行

王道銀行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 歲 最長7 年
~65 歲(加計貸款期間)2.
現職滿3 個月且年所得25
萬以上

年滿20 歲至60 歲(加計貸
款年限不得逾60 歲)，具完
全行為能力且有正當職業及
還款來源之中華民國國民。
詳連結網址

1.本國人年齡20~65歲(限未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信用貸款
告」 )，有固定收入
2.年收入大於等於NT24萬元

最長7年

最長7年

最長7年

2,999元
~10,000元

4.4%~19.6%

前三期
9,000元
1.66%~14.60%(機動)
，第四期起
5.65%~14.60%(機動)
分段式利率1.68%起 5,000元

6.51%~16.00%

2.81~17.73%

3.91%~19.00%

前3期1.18%，第4期
起2.5~18%(機動計
息)

2.76%~18.06%

2.68%~14.88%

https://www.kgibank.com/T03/T03
04/T0304_0006.html

9,000 3.91%~18.30%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loan/main.html

https://my.taishinbank.com.tw/E
NT$9,000 3.6%~17.52% xtraServiceAP/dreamloan/event/n
ews.jsp

一段式：2.64%起(浮 $8000元
動)。
階梯式：前3個月
1.68%起固定計息；
第4個月3.04%起(浮
動)。
前3期1.88%(固定利
率)；第4期起2.8%起
(機動利率)。

https://bank.sinopac.com/bsp/we
b15/psn_loan/

3.26%~9.85%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
nal/loan/personal/public

最高8000元

2.68%~16.88%機動計
息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loa
n/credit/list.do

2,888元

3.73%~15.49%
浮動計息

3.10%~19.46%

http://www.jihsunbank.com.tw/JsbankNe
w/Html/product/eloan/service/credit.shtml

http://www.entiebank.com.tw/1070030/10
70030.htm

開辦費9,000元 4.00%~19.49% https://www.ctbcbank.com/CTCBPortalW
eb/appmanager/ebank/rb?_nfpb=true&_pa
geLabel=TW_RB_CM_loan_100002&_w
indowLabel=T6780279138135527688492
5&_nffvid=%2FCTCBPortalWeb%2Fpag
es%2FrecommendLoanPd%2Frecommend
LoanPd.faces
https://www.oNT$6,000元/件 3.50%~15.80% bank.com/retail/loan/personal/p
ersonalmain

註：本表資料係依各銀行提供資料予以彙整，如欲瞭解詳情或資料是否異動，請上各銀行網站查看或直接洽詢各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