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 位 聯絡窗口姓名 聯絡窗口電話 分機 分行地址

營業部 鄭安婷 02-23481111 186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0號

安和分行 施順良 02-23256000 20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4號

南港分行 劉兆恭 02-26558777 101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8

西門分行 薛志明 02-23119111 166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2號

忠孝路分行 黃葉吉 02-23416111 202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94號

東湖分行 范俊輝 02-26348811 202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83、489號

景美分行 蔡宜陵 02-29303011 202 臺北市文山區景中街28號

大直分行 高淑安 02-85095611 132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588號

大稻埕分行 張巍騰 02-25553711 216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63號

信維分行 黃月美 02-27557241 111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68、370號

建成分行 鐘仁宏 02-25556231 222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40號

華山分行 劉彩芬 02-25368111 113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22號

大同分行 莊素絨 02-25913251 100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60號1、2樓

新生分行 王奕彬 02-25620256 109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8號

劍潭分行 林木蘭 02-28802468 123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52號

圓山分行 林克憲 02-25979234 250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53號

中山分行 鄭臻鴻 02-25211111 216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61號

中崙分行 藍瑞昌 02-27606969 202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88號

南京東路分行 洪浩然 02-25062111 243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25號

城東分行 游淑玲 02-25062881 218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03號

民生分行 張美玲 02-27138512 214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31號

松江分行 蘇秀娟 02-25017171 212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9號

民權分行 邱瑞坪 02-27192009 100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5號

八德分行 鄭乃仁 02-27318878 218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11號

長春分行 簡志益 02-27192132 216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69號

內湖分行 王培凌 02-27932311 201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3段143、145號

松山分行 劉兆雄 02-27674111 202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60號1、2樓

延吉分行 劉吉豐 02-27315741 203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9號

光復分行 許碧珊 02-25773323 205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6號

興雅分行 王麗月 02-27655935 200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67號

永春分行 曾玉怡 02-27682111 106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51號

內科園區分行 范秋英 02-87978711 212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88號

吉林分行 曾淑美 02-25311677 103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36號

仁愛分行 蘇正雄 02-27023111 26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50號

大安分行 何俠 02-27556811 25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382號

信義分行 余德軒 02-23256811 21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7號

復興分行 林文良 02-27722345 102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1段36-10號

敦化分行 周憲志 02-27362711 203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67號

仁和分行 黃于容 02-27556556 269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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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分行 黃正賀 02-27849811 221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5號

木柵分行 高琦媛 02-22345101 202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1號

松貿分行 巫建州 02-27236111 201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21號

新湖分行 楊啟明 02-27931811 202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59號

古亭分行 陳俊傑 02-23695222 232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95號

南門分行 廖嘉音 02-23947162 202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94號

公館分行 吳蔣胤 02-23623111 201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93號

和平分行 黃麗貞 02-27035111 205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51號

萬華分行 王證融 02-23719221 102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87號

雙園分行 吳淑華 02-23068620 202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2號

天母分行 歐瑋欣 02-28369898 103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60、62號

北投分行 孫丞謙 02-28913921 212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33號

士林分行 顏詩育 02-28370011 100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56、458號

建國分行 江彥宗 02-25060110 231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2段161、163號

萬隆分行 林記平 02-29326478 103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347號

石牌分行 許倍蓉 02-28209111 202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00號

板橋分行 陳瑞芬 02-29615171 10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107號

華江分行 陳正雄 02-22578091 213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29號

樹林分行 張敏忠 02-26833191 221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27-7、27-8號

土城分行 張雨萍 02-22679611 132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3段208號

江子翠分行 謝宏裕 02-82570111 209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88號

北土城分行 吳淑珍 02-22607811 220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37號

林口工二分行 翁宗輝 02-26021101 102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498號

三重埔分行 廖美琪 02-29822111 160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3段70號

長泰分行 高誌鴻 02-29884433 1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99號

蘆洲分行 盧良芳 02-82826788 102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2號

頭前分行 張麗鳳 02-22762311 200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20號

五股分行 易伯岳 02-29845577 118 新北市五股區四維路90號

重陽分行 林宏壽 02-29868822 20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1段89號
五股工業區分行 吳明儒 02-22997811 13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117號

淡水分行 許浩哲 02-26202611 20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83號

新店分行 張仁斌 02-29181835 203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3段134號

大坪林分行 蕭美玲 02-22184651 102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

泰山分行 余雪華 02-29097111 211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135、137號

新莊分行 葉明憲 02-29929001 10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16號

鶯歌分行 倪進成 02-26791921 202 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1號

中和分行 林玉政 02-22495011 10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52號

永和分行 陳翠雲 02-29221711 242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96號

雙和分行 周明毅 02-29408000 203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91號

連城分行 徐志輝 02-82272111 267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58號

瑞芳分行 蘇雪蓮 02-24967711 201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76號

埔墘分行 郭雅秀 02-29599211 101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1段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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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鳳分行 賴麗琴 02-29021111 21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69-1號

基隆分行 劉怡婷 02-24279121 130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103號

哨船頭分行 張淑卿 02-24266141 208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57號、57號2樓

汐止分行 黃莉美 02-26471688 12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280號

汐科分行 陳釋政 02-86926000 21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133號

幸福分行 黃俊格 02-29989111 202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88號、688號2樓

宜蘭分行 周瓊華 03-9324111 203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77號

羅東分行 陳坤豐 03-9545611-8 201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165號

蘇澳分行 李宜憲 03-9962711-6 201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1段12號

桃園分行 康明雄 03-3326111 266 桃園市桃園區民族路55號

北桃分行 茹琮傑 03-3353131 502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2段258、260號

大湳分行 黃淑珍 03-3661966 208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1段919號

內壢分行 李雅思 03-4552410 120 桃園市中壢區信義路117號

中壢分行 黃志龍 03-4225111 219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46號1、2樓

西壢分行 黃貫聰 03-4918111 111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2段30號

平鎮分行 林大鈞 03-4939211 58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68號

大園分行 顧正維 03-3857111 202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63號

南崁分行 顏志洋 03-3216882 102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12、114號

迴龍分行 郭淑惠 02-82006111 21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161號

林口分行 劉宗賢 03-3186611 10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76、78號

大溪分行 羅友青 03-3882101 267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11號

龍潭分行 鄭沂珍 03-4991111 158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0號

新竹分行 涂家綾 03-5226111 137 新竹市北區英明街3號

東門分行 高嘉真 03-5249211 202 新竹市北區東門街216號

竹科分行 林玉鳳 03-5637111 217 新竹市東區慈雲路120號1、2樓

竹東分行 莊明德 03-5963251 202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30號

關西分行 陳弘毅 03-5872411 12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18號

竹北分行 林秀娟 03-5559111 203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210號

苗栗分行 羅右鑫 037-322411 202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601號

竹南分行 吳婉莉 037-477111 207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53號

頭份分行 連伯勳 037-672611 103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67號

台中分行 陳中宇 04-22233611 20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144號

南台中分行 洪淑貞 04-22231111 202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4段33、35號

北台中分行 馬慈卿 04-22238111 202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1段501號

中港分行 李育郎 04-23136111 202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2段912號

北屯分行 江曉勝 04-22366111 253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696號

進化分行 謝宏明 04-22300311 102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236號

南屯分行 殷俊楠 04-23801515 117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668號

豐原分行 孫秋樑 04-25225111 237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23號

大里分行 馮美智 04-24838111 203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3、45、47號

中科分行 蔡宜玲 04-25659111 220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之3

東勢分行 陳秋涼 04-25874121 202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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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分行 應明豪 04-26621331 214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55號

大甲分行 吳美娟 04-26882981 104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361、363號

太平分行 張永賢 04-22799011 206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50號、50號2樓

清水分行 林木城 04-26238111 101 臺中市清水區光明路35之10號

大雅分行 楊淑婷 04-25686111 101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96號

南投分行 蕭美玲 049-2223111 206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一街2號

草屯分行 黃國珍 049-2338181 203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256號

埔里分行 周美慧 049-2982711 15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1段97號

彰化分行 施曉琪 04-7232161 46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48號

員林分行 林朝城 04-8328811 603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26號

鹿港分行 林美蘭 04-7772111 204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01號

溪湖分行 周念江 04-8824111 202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3段166號

北斗分行 李國禎 04-8782111 37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2段35號

和美分行 李志隆 04-7551111 203 彰化縣和美鎮和線路84、86、88號

嘉義分行 林政德 05-2272111 63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307號

興嘉分行 郭銘恭 05-2859833 12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425、427號

朴子分行 李忠憲 05-3795111 28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路135號

斗六分行 廖佩瑀 05-5324311 15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16號

北港分行 塗志賢 05-7833211 112 雲林縣北港鎮中正路96號

西螺分行 蕭傳坤 05-5862131 223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189號

虎尾分行 鄭麗真 05-6322330 202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83號

台南分行 黃登興 06-2224131 203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2段82號

富強分行 張靜宜 06-2904453 112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3段31號

赤崁分行 張瑋綺 06-2268111 202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217號

竹溪分行 黃良成 06-2160111 66 臺南市中西區大同路1段98號

金城分行 蔡孟學 06-2248833 213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05號

安南分行 鄭亘晃 06-2465111 201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2段500號

新營分行 劉慶豐 06-6324211 101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50號

鹽水分行 王惠真 06-6521611 23 臺南市鹽水區三福路57號

麻豆分行 翁麗喜 06-5729901 201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2號

善化分行 賴明源 06-5817350 221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66號

佳里分行 洪堃銘 06-7226111 202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88-1號、290號

新化分行 呂明瑾 06-5901111 206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374號

大灣分行 林資華 06-2713251 202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2段5號

南科園區分行 吳素琴 06-5051111 120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15號2樓

歸仁分行 何貴忠 06-3300111 214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2段55、57號

永康分行 彭玉鳳 06-2513211 11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109號

高雄分行 孫雅娟 07-3350811 120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28號

鹽埕分行 陳信欽 07-5519201 101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15號

新興分行 洪啟智 07-2719111 22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17號

三民分行 鍾梅蘭 07-2718111 102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91號

苓雅分行 陳振昌 07-2822111 251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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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分行 張家榛 07-5815511 110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11、413號

楠梓分行 賴冠豪 07-3511211 210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3號

五福分行 鄧大千 07-2225111 2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61號

十全分行 鄒昆琳 07-3112131 51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7號

前鎮分行 林進達 07-3344191 251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91號

灣內分行 劉嘉慶 07-3821526 203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47號

博愛分行 陳淑貞 07-5588311 29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26號

小港分行 陳美如 07-8066601 201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182號

五甲分行 王武煌 07-7260211 117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322號1、2樓

鳳山分行 王春發 07-7463611 202 高雄市鳳山區成功路1號

路竹分行 楊泰山 07-6963211 202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187號

岡山分行 蔡榮哲 07-6212111 18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75號

旗山分行 楊村松 07-6621811 229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20號

林園分行 曾玉娟 07-6436111 120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59號

屏東分行 孫勝義 08-7325111 201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308號

潮州分行 郭瓊君 08-7883771 18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17號

東港分行 鄭志淵 08-8350111 229 屏東縣東港鎮朝陽街23號

恆春分行 蘇寶成 08-8893231 23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7號

梓本分行 蔡鴻盈 07-6172111 127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06號

萬巒分行 陳家昇 08-7811211 17 屏東縣萬巒鄉中正路29號

花蓮分行 林文中 03-8324611 203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22號

台東分行 余東杰 089-324211 22 臺東縣台東市中華路1段397號

澎湖分行 沈維林 06-9273211 21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8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