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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分行地址 電話 分機 諮詢窗口

營運總部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1樓 02-2720-6988 1515 馮專員

營業部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8號 02-2371-3113 3126 黃專員

儲蓄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60號 02-2507-6131 226 張專員

城內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3號 02-2381-8780 507 蔡專員

大稻埕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96號 02-2555-6280 227 江專員

建成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8號 02-2556-3110 197 陳專員

中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18號 02-2561-1121 229 羅專員

圓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2號 02-2561-9588 115 傅專員

城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6號 02-2551-2111 227 田專員

西門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73號 02-2314-9978 136 陳專員

南松山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3號 02-2769-5957 232 張專員

仁愛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5號 02-2772-2090 139 高專員

南京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7號 02-2715-5111 225 邱專員

新生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48號 02-2393-4211 606 歐專員

大同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76號 02-2591-7767 247 黃課長

松山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54號 02-2765-2132 127 吳專員

中崙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45號 02-2578-0377 205 顏專員

台北南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1號 02-2321-7111 271 林專員

公館分行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16號1樓 02-2362-2141 127 劉專員

信義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83號 02-2394-3141 213 黃專員

忠孝東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2號 02-2773-3577 257 王專員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93號 02-2700-2405 149 顏專員

雙園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7號 02-2307-1122 308 林專員

士林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6號 02-2881-9500 259 莊專員

東台北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50號 02-2579-4141 153 郭專員

大安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58號 02-27039851 203 楊專員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4號 02-2715-5011 222 邱課長

復興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7號 02-2717-1781 150 陳專員

龍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3號1樓、145號1樓、2樓 02-2504-5341 212 沈專員

永吉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800號 02-2759-3111 204 邱專員

敦化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 02-2755-7467 208 王專員

大直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52號1樓及56號1樓 02-8502-0818 105 李專員

敦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07號 02-2701-0900 145 周專員

東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56號1樓 02-2631-5550 104 王專員

東興分行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239號1、2樓 02-2528-9567 208 曹專員

北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十 02-2655-8788 215 柯專員

木柵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4號 02-2936-1769 201 張專員

板橋文化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67號1樓、2樓及69號1樓 02-2272-3999 201 陳專員

南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30號 02-2796-8288 119 呂專員

長安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05號 02-8772-2778 126 李專員

懷生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47號 02-2772-7211 210 林專員

中華路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59號 02-2382-2078 141 呂專員

信維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6號2樓 02-2701-5123 119 李專員

埔墘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 02-2964-6911 115 龔專員

石牌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78號 02-2822-3822 207 邱專員

瑞祥分行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45號 02-2764-1407 220 陳專員

世貿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8號 02-2758-1392 208 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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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49號 02-2381-2922 205 劉專員

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2號 02-2788-5966 135 蔡專員

華江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80號 02-2251-2581 118 鄭專員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73號 02-2951-1101 205 吳專員

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5號之1 02-2982-4101 333 葉專員

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號 02-2988-0011 140 陳專員

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00號 02-2994-4761 131 張專員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47號 02-2921-4111 205 陳專員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57號 02-2249-5555 220 林專員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8號 02-2913-6661 125 張專員

淡水分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號 02-2621-9680 116 施專員

汐止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1號 02-2641-6411 221 游專員

南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20號 02-8942-3288 145 呂專員

西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37號 02-2857-5211 236 郭專員

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52號 02-2988-8001 142 張課長

雙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20號 02-2926-1771 129 陳課長

新泰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8號1樓 02-2907-1181 166 黃專員

二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86,88號 02-2999-1166 201 翁專員

板新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30,32號 02-2963-1777 213 李專員

五股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9號 02-8521-8788 213 吳課長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2段13號 02-2893-4166 207 陳專員

西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 02-2797-7189 136 吳專員

積穗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2號 02-2222-0603 139 余專員

福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58號 02-8928-0491 133 賴專員

南勢角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2號 02-2942-1722 226 魏課長

北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13號、215號 02-2847-0606 205 傅專員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61號1樓、2樓 02-2288-6888 205 傅專員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千歲路15號 02-2267-2345 152 江專員

北新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9號 02-2218-0111 304 高專員

天母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109號 02-2838-0777 203 郭專員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57號1-2樓、159號1樓 02-2796-1266 207 江專員

樹林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89號 02-2687-0656 203 廖專員

樟樹灣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76號 02-2647-2611 250 邱專員

泰山分行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210號1樓、2樓、212號1樓、2樓 02-2296-8388 215 李專員

三峽分行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5號 02-2674-7711 122 陳專員

文山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52號 02-2236-0288 204 謝專員

鶯歌分行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01號 02-2677-7711 120 紀專員

北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11號 02-6637-1688 203 丁專員

北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49號1樓 02-2263-5656 125 昌專員

林口站前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31號 02-2609-8399 212 馮專員

基隆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05號 02-2422-2192 137 蔡專員

基隆港口分行 基隆市忠二路46號 02-2428-2121 136 賴專員

七堵分行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81號 02-2456-7101 208 蘇專員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85號 03-954-3611 133 游專員

宜蘭分行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40號 03-935-4911 125 江課長

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79號 03-332-1121 214 趙專員

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5號 03-493-6999 202 張專員 

楊梅分行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95號 03-475-5131 246 涂專員

壢昌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75號 03-425-3151 208 蕭專員

北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94號1、2、3樓 03-301-1234 121 李專員

南崁分行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99號1樓 03-352-1212 120 陳專員



分行 分行地址 電話 分機 諮詢窗口

平鎮分行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二段265號 03-468-9688 111 張專員

八德分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07號 03-367-9911 211 黃專員

龜山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227號 03-350-5822 126 呂專員

龍潭分行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號1、2及3樓 03-409-0666 203 李專員

大溪分行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87號 03-387-8833 126 黃專員

內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60號 03-462-6969 201 陳專員

林口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00號1至4樓 03-318-3456 209 王專員

觀音分行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村中山路2段780號 03-408-1731 207 張專員

大園分行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08號 03-386-7272 205 李專員

新竹分行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31號 03-521-7111 211 蔡專員

竹東分行 新竹縣竹東鎮朝陽路9號1樓 03-596-9372 117 陳課長

竹科分行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2、176、178、180號1、2樓 03-668-7888 205 莊課長

新豐分行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5之16號 03-559-2130 211 曾專員

六家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6號1樓、2樓 03-667-3289 203 陳專員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59號1、2樓 03-554-2277 209 林專員

大眾分行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118號 03-521-2191 228 莊專員

中部地區
分行 分行地址 電話 分機 諮詢窗口

竹南分行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0號 037-472-651 216 蔡專員

頭份分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2號 037-663-577 129 柳專員

苗栗分行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686號 037-353-711 117 李專員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95號 04-2527-3180 319 劉專員

東勢分行 台中市東勢區三民街282號 04-2587-1180 202 林專員

清水分行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1號 04-2623-7171 213 黃專員

西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225號 04-2527-5123 112 洪專員

台中分行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74號 04-2226-1111 212 邱專員

南台中分行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53號 04-2229-4471 120 陳專員

北台中分行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338號 04-2202-5131 114 翁專員

台中港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9號 04-2326-6555 123 姚專員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7號 04-2483-5151 201 吳專員

水湳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81號 04-2292-4456 213 王專員

五權分行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70號 04-2375-5981 121 陳專員

大甲分行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6號 04-2680-5111 128 吳專員

太平分行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58號 04-2277-1919 205 楊課長

中科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6號1樓及2樓 04-2359-1778 202 江專員

沙鹿分行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2號 04-2662-9951 203 陳專員

草屯分行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317號 049-232-3881 203 蔡專員

南投分行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36號 049-222-2701 210 謝課長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52號 04-724-2151 207 張專員

和美分行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00號 04-755-6101 215 林專員

員林分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53號 04-835-8161 201 劉專員

鹿港分行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79號 04-774-5988 211 侯專員

溪湖分行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50號 04-882-1811 214 蕭專員

南部地區
分行 分行地址 電話 分機 諮詢窗口

斗六分行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45號 05-533-9711 212 鄭專員

虎尾分行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50號 05-633-4901 208 張專員

西螺分行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239號 05-588-2868 120 張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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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分行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20號 05-223-2050 218 王專員

嘉南分行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469號 05-223-6321 204 彭課長

朴子分行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南路2號 05-370-1133 130 盧課長

新營分行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2段109號 06-632-2295 209 黃專員

麻豆分行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36號 06-572-7241 212 鄭專員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00號 06-201-5531 206 林專員

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154號 06-222-2111 217 陳專員

東台南分行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90號 06-274-7027 292 陳課長

西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56號 06-221-1622 234 吳專員

安南分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467之1號 06-356-7272 119 陳專員

北台南分行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94號 06-222-1171 231 龔專員

南都分行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03號 06-236-0789 117 李專員

安南分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467之1號 06-356-7272 120 陳專員

仁德分行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511號 06-249-0651 225 林專員

新市分行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232之1號 06-589-3535 203 張專員

金華分行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172號 06-291-1835 106 潘專員

高雄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8號 07-561-1241 229 陳專員

東苓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 07-713-0701 122 洪專員

新興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7號 07-286-4191 212 李專員

高雄三民分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89號 07-285-9161 203 郭專員

苓雅分行 高雄市芩雅區中山二路489號 07-335-3141 136 朱專員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 07-335-8231 114 吳專員

高雄博愛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 07-311-3531 207 陳專員

南高雄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53號 07-336-8101 105 王課長

東高雄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78號 07-238-5901 224 何專員

大昌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7號 07-380-6150 211 黃專員

北高雄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6號 07-346-4601 205 許課長

楠梓分行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36號 07-351-3299 216 黃專員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166號1、2樓 07-343-8911 207 謝專員

岡山分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31號 07-621-1091 209 陳專員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5號 07-747-2121 202 張課長

路竹分行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90之2號 07-607-2233 105 孫課長

仁武分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1號 07-371-1101 203 羅專員

籬仔內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132號 07-711-2366 213 董專員

五甲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42號 07-841-4495 123 葉專員

光華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19號 07-716-1601 204 李專員

小港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80號 07-801-3993 207 楊專員

高雄桂林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4號 07-791-3916 226 洪專員

屏東分行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36號 08-732-3831 206 茅專員

內埔分行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87號 08-779-9911 205 曾專員

潮州分行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71號 08-788-3001 207 王課長

佳冬分行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155號 08-866-2811 211 朱專員

東部地區
分行 分行地址 電話 分機 諮詢窗口

花蓮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8號 038-323-181 224 許專員

臺東分行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347號 089-310-121 165 游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