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營業部 陳素玉 02-2371-3113#3103

營業部 陶素蘭 02-2371-3113#3127

儲蓄分行 張嘉盛 02-2507-6131#225

儲蓄分行 李慎忠 02-2507-6131#227

城內分行 蔡岳樺 02-2381-8780#507

城內分行 張守正 02-2381-8780#506

大稻埕分行 郭宸緯 02-2555-6280#226

大稻埕分行 張城維 02-2555-6280#228

建成分行 許正龍 02-2556-3110#205

建成分行 蕭恆宇 02-2556-3110#203

建成分行 王文賢 02-2556-3110#201

中山分行 陳賢焜 02-2561-1121#226

中山分行 黃建中 02-2561-1121#228

圓山分行 廖粟葶 02-2561-9588#115

圓山分行 陳彥方 02-2561-9588#116

城東分行 黃仕揚 02-2551-2111#204

城東分行 沈登遠 02-2551-2111#208

城東分行 陳飛宏 02-2551-2111#203

西門分行 張家銘 02-2314-9978#132

西門分行 陳韋宇 02-2314-9978#137

西門分行 張如平 02-2314-9978#136

西門分行 陳泰宇 02-2314-9978#135

南松山分行 劉崇新 02-2769-5957#229

南松山分行 簡彬泰 02-2769-5957#242

南松山分行 蔡雅珍 02-2769-5957#232

仁愛路分行 羅邦彥 02-2772-2090#133

仁愛路分行 華信翰 02-2772-2090#140

南京東路分行 林斯韻 02-2715-5111#202

南京東路分行 陳泓志 02-2715-5111#203

南京東路分行 林芃 02-2715-5111#225

南京東路分行 王毓佑 02-2715-5111#220

新生分行 歐育伶 02-2393-4211#606

新生分行 林子璇 02-2393-4211#607

新生分行 林翠纓 02-2393-4211#604

新生分行 鍾欣樺 02-2393-4211#610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

華南銀行窗口一覽表



大同分行 鄭青青 02-2591-7767#248

大同分行 趙淑娟 02-2591-7767#246

大同分行 黃鵬華 02-2591-7767#247

松山分行 周政隆 02-2765-2132#112

松山分行 徐瑋 02-2765-2132#127

松山分行 張正銘 02-2765-2132#128

中崙分行 張璧惠 02-2578-0377#213

中崙分行 吳志正 02-2578-0377#204

中崙分行 顏逢樞 02-2578-0377#205

台北南門分行 古文碧 02-2321-7111#273

台北南門分行 李雅芳 02-2321-7111#262

公館分行 林慧蘭 02-2362-2141#153

公館分行 吳定聰 02-2362-2141#127

公館分行 黃啟瑋 02-2362-2141#123

信義分行 王麗雯 02-2394-3141#230

信義分行 呂珈彤 02-2394-3141#212

忠孝東路分行 張淑華 02-2773-3577#250

忠孝東路分行 簡永昌 02-2773-3577#268

忠孝東路分行 王家鴻 02-2773-3577#256

忠孝東路分行 游哲寧 02-2773-3577#249

和平分行 吳素璇 02-2700-2405#131

和平分行 鄭旭明 02-2700-2405#166

和平分行 陳志勝 02-2700-2405#149

和平分行 簡倩瑜 02-2700-2405#147

雙園分行 楊士緯 02-2307-1122#328

雙園分行 劉芳芳 02-2307-1122#318

士林分行 莊王文 02-2881-9500#259

士林分行 龐正君 02-2881-9500#258

士林分行 廖偉勛 02-2881-9500#256

東台北分行 林志斌 02-2579-4141#166

東台北分行 郭致陞 02-2579-4141#153

大安分行 詹元瑋 02-2703-9851#207

大安分行 連振宇 02-2703-9851#206

民生分行 吳莨蓉 02-2715-5011#217

民生分行 陳鴻志 02-2715-5011#218

復興分行 廖振隆 02-2717-1781#142

復興分行 陳美伶 02-2717-1781#172

復興分行 吳侑庭 02-2717-1781#150

復興分行 楊耀睿 02-2717-1781#141

龍江分行 簡思瑜 02-2504-5341#221



龍江分行 洪美雯 02-2504-5341#213

龍江分行 田家華 02-2504-5341#227

龍江分行 陳炳誠 02-2504-5341#215

永吉分行 邱致芬 02-2759-3111#204

永吉分行 謝承諺 02-2759-3111#203

永吉分行 杜佑純 02-2759-3111#218

敦化分行 王筱姍 02-2755-7467#202

敦化分行 阮建民 02-2755-7467#213

敦化分行 曾瑞婷 02-2755-7467#210

大直分行 李巧昐 02-8502-0818-105

大直分行 蔡忠桂 02-8502-0815#104

敦和分行 陳品涵 02-2701-0900#143

敦和分行 白庭楷 02-2701-0900#152

敦和分行 卓翌中 02-2701-0900#145

東湖分行 廖胤傑 02-2631-5550#102

東湖分行 陳珀華 02-2631-5550#103

東湖分行 廖信誌 02-2631-5550#109

東興分行 林晉弘 02-2528-9567#209

東興分行 王薇雅 02-2528-9567#208

北南港分行 李雅菁 02-2655-8788#215

北南港分行 張守華 02-2655-8788#214

木柵分行 王瀅傑 02-2936-1769#201

木柵分行 郭美青 02-2936-1769#207

板橋文化分行 陳宏哲 02-2272-3999#201

板橋文化分行 賴雅芳 02-2272-3999#202

板橋文化分行 李碧青 02-2272-3999#203

南內湖分行 謝欣穎 02-2796-8288#129

南內湖分行 陳翰強 02-2796-8288#118

長安分行 李俊宏 02-8772-2778#126

長安分行 許慧婷 02-8772-2778#127

懷生分行 李高明 02-2772-7211#203

懷生分行 林脩森 02-2772-7211#210

懷生分行 熊廷浩 02-2772-7211#223

中華路分行 曾柏淵 02-2382-2078#135

中華路分行 呂理德 02-2382-2078#141

信維分行 王明坤 02-2701-5123#119

信維分行 黃鈺涵 02-2701-5123#116

信維分行 王昱翔 02-2701-5123#211

信維分行 江方蓉 02-2701-5123#118

埔墘分行 龔福氣 02-2964-6911#208



埔墘分行 倪威遠 02-2964-6911#209

埔墘分行 顏士翔 02-2964-6911#207

石牌分行 賴美情 02-2822-3822#158

石牌分行 林慧君 02-2822-3822#300

石牌分行 邱奕智 02-2822-3822#220

瑞祥分行 顏紹洋 02-2764-1407#220

瑞祥分行 謝欣潔 02-2764-1407#219

瑞祥分行 張凱堯 02-2764-1407#221

世貿分行 林步青 02-2758-1392#214

世貿分行 陳翰揚 02-2758-1392#121

世貿分行 黃瓊瑩 02-2758-1392#208

萬華分行 曾婉如 02-2381-2922#202

萬華分行 柯懿倫 02-2381-2922#203

萬華分行 呂恩睿 02-2381-2922#216

南港分行 吳昌龍 02-2788-5966#137

南港分行 周子平 02-2788-5966#133

華江分行 鄭智文 02-2251-2581#217

華江分行 丁嘉宜 02-2251-2581#215

華江分行 詹隆 02-2251-2581#216

板橋分行 賴雅玲 02-2951-1101#203

板橋分行 李旻儀 02-2951-1101#206

三重分行 林亭妤 02-2982-4101#334

三重分行 葉正偉 02-2982-4101#333

北三重分行 陳啟智 02-2988-0011#140

北三重分行 黃雅惠 02-2988-0011#156

新莊分行 賴孟源 02-2994-4761#137

新莊分行 黃寶儀 02-2994-4761#131

永和分行 盧盈如 02-2921-4111#206

永和分行 江旻于 02-2921-4111#205

中和分行 林仁威 02-2249-5555#220

中和分行 葉桎銨 02-2249-5555#217

新店分行 張興義 02-2913-6661#125

新店分行 方欣怡 02-2913-6661#124

新店分行 劉彥君 02-2913-6661#126

淡水分行 施婉柔 02-2621-9680#122

淡水分行 陳雅麗 02-2621-9680#118

淡水分行 施佩儀 02-2621-9680#116

汐止分行 葉乃齊 02-2641-6411#224

汐止分行 鍾金龍 02-2641-6411#213

汐止分行 周全 02-2641-6411#222



南永和分行 呂致和 02-8942-3288#145

南永和分行 陳建安 02-8942-3288#132

西三重分行 林虹雯 02-2857-5211#237

西三重分行 王羿雯 02-2857-5211#236

南三重分行 郭玉玲 02-2988-8001#178

南三重分行 陳雅雯 02-2988-8001#133

南三重分行 陳柏翰 02-2988-8001#142

雙和分行 陳家修 02-2926-1771#128

雙和分行 林雅蘋 02-2926-1771#127

新泰分行 林芳玲 02-2907-1181#117

新泰分行 吳小蘋 02-2907-1181#118

新泰分行 張雅聲 02-2907-1181#166

新泰分行 李宏嘉 02-2907-1181#149

二重分行 蘇哲義 02-2999-1166#204

二重分行 莊菁枝 02-2999-1166#203

二重分行 翁巧蕙 02-2999-1166#201

二重分行 李源墩 02-2999-1166#202

板新分行 李光燦 02-2963-1777#213

板新分行 王秉文 02-2963-1777#209

板新分行 黃姿 02-2963-1777#205

板新分行 梁文真 02-2963-1777#207

五股分行 陳梨花 02-8521-8788#100

五股分行 王玉昭 02-8521-8788#215

五股分行 方玉龍 02-8521-8788#213

北投分行 吳啟銘 02-2893-4166#201

北投分行 陳士強 02-2893-4166#207

北投分行 李建昌 02-2893-4166#206

西湖分行 陳國欽 02-2797-7189#139

西湖分行 張婉如 02-2797-7189#136

西湖分行 王彥雯 02-2797-7189#138

積穗分行 莊明璋 02-2222-0603#139

積穗分行 蔡富雄 02-2222-0603#140

積穗分行 梁怡萱 02-2222-0603#141

福和分行 張維君 02-8928-0491#113

福和分行 田維芳 02-8928-0491#133

福和分行 洪紹銘 02-8928-0491#135

南勢角分行 李彥宇 02-2942-1722#224

南勢角分行 張印辰 02-2942-1722#225

北蘆洲分行 林琦翔 02-2847-0606#202

北蘆洲分行 駱淑鈴 02-2847-0606#208



北蘆洲分行 黃佳瑜 02-2847-0606#205

蘆洲分行 黃歆婷 02-2288-6888#216

蘆洲分行 黃瓊儀 02-2288-6888#218

土城分行 徐誠芳 02-2267-2345#216

土城分行 廖雅萍 02-2267-2345#215

土城分行 唐瑋婷 02-2267-2345#212

北新分行 宣家麒 02-2218-0111#304

北新分行 鄭志明 02-2218-0111#303

天母分行 鄭嘉芬 02-2838-0777#202

天母分行 簡伶妃 02-2838-0777#201

天母分行 郭克農 02-2838-0777#203

內湖分行 黃凱鴻 02-2796-1266#206

內湖分行 江煒民 02-2796-1266#207

樹林分行 簡沛榆 02-2687-0656#201

樹林分行 詹淑惠 02-2687-0656#202

樹林分行 廖再億 02-2687-0656#203

樟樹灣分行 林國哲 02-2647-2611#255

樟樹灣分行 鄭立偉 02-2647-2611#237

泰山分行 林家甫 02-2296-8388#226

泰山分行 李惠文 02-2296-8388#217

三峽分行 林裕陳 02-2674-7711#123

三峽分行 江秀君 02-2674-7711#122

文山分行 張清豐 02-2236-0288#203

文山分行 邱鈺茹 02-2236-0288#201

文山分行 洪偉玲 02-2236-0288#202

文山分行 卓佳穎 02-2236-0288#205

鶯歌分行 石雅馨 02-2677-7711#119

鶯歌分行 洪珮雯 02-2677-7711#120

北新莊分行 王憲宗 02-6637-1688#115

北新莊分行 丁心怡 02-6637-1688#201

北新莊分行 呂瑞暘 02-6637-1688#202

北新莊分行 梁霜露 02-6637-1688#206

北土城分行 王敬文 02-2263-5656#122

北土城分行 昌澤樺 02-2263-5656#125

林口站前分行 徐國城 02-2609-8399#211

林口站前分行 李建廷 02-2609-8399#206

林口站前分行 馮豪安 02-2609-8399#212

基隆分行 蔡逸凡 02-2422-2192#137

基隆分行 陳奎佑 02-2422-2192#136

基隆港口分行 許阿勝 02-2428-2121#111



基隆港口分行 胡靜如 02-2428-2121#137

基隆港口分行 賴莞瑜 02-2428-2121#136

七堵分行 張若文 02-2456-7101#203

七堵分行 蘇淑娟 02-2456-7101#215

七堵分行 蔡逸祺 02-2456-7101#205

桃園分行 林書惠 03-332-1121#217

桃園分行 邱雅齡 03-332-1121#215

中壢分行 張天豪 03-493-6999#202

中壢分行 蕭惠菊 03-493-6999#203

中壢分行 葉彥佳 03-493-6999#204

楊梅分行 吳素萍 03-475-5131#242

楊梅分行 涂永泉 03-475-5131#256

壢昌分行 孔家鈺 03-425-3151#209

壢昌分行 許敏慧 03-425-3151-208

北桃園分行 陳品捷 03-301-1234#120

北桃園分行 李嘉嘉 03-301-1234#121

南崁分行 戴雅民 03-352-1212#121

南崁分行 陳偉秀 03-352-1212#122

平鎮分行 張榮漢 03-468-9688#111

平鎮分行 詹秀文 03-468-9688#116

八德分行 戴崇耀 03-367-9911#212

八德分行 黃勝嘉 03-367-9911#211

八德分行 黃惠嫻 03-367-9911#213

龜山分行 呂佳玄 03-350-5822#125

龜山分行 黃靖芳 03-350-5822#124

龍潭分行 洪明蕊 03-409-0666#201

龍潭分行 李淑美 03-409-0666#203

大溪分行 黃盈傑 03-387-8833#126

大溪分行 簡曉芳 03-387-8833#124

內壢分行 盧家萱 03-462-6969#208

內壢分行 陳聰雄 03-462-6969#201

內壢分行 李柑霖 03-462-6969#211

林口分行 莊永豐 03-318-3456#211

林口分行 林殷正 03-318-3456#215

觀音分行 林青慧 03-408-1731#206

觀音分行 張正岳 03-408-1731#207

大園分行 林泰助 03-386-7272#208

大園分行 蕭文生 03-386-7272#206

新竹分行 王陳信吉 03-521-7111#213

新竹分行 王珮茹 03-521-7111#212



竹東分行 陳文穆 03-596-9372#117

竹東分行 李明鴻 03-596-9372#124

竹科分行 賴宏昌 03-668-7888#202

竹科分行 張雅惠 03-668-7888#204

竹科分行 陳惠琴 03-668-7888#205

竹科分行 盧冠友 03-668-7888#203

新豐分行 曾仁勇 03-559-2130#211

新豐分行 姜宜廷 03-559-2130#220

六家分行 陳志紘 03-667-3289#203

六家分行 王少凡 03-667-3289#202

竹北分行 林美貞 03-554-2277#205

竹北分行 謝昀蓉 03-554-2277#206

大眾分行 李文桂 03-521-2191#220

大眾分行 蔡麗美 03-521-2191#234

營運總部分行 曾意婷 02-2720-6988#1516

營運總部分行 馮嗣豪 02-2720-6988#1515

營運總部分行 施惠敏 02-2720-6988#1512

營運總部分行 江賢群 02-2720-6988#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