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業單位 / （分行代號） 窗口 電話號碼及分機 傳真號碼
1.忠孝分行 （005） 蔡昀蓁 （02） 2771-1877 轉250分機 （02） 2771-1925
2.國外部 （007） 薛博文 （02） 2563-3156 轉2224分機 （02） 2563-3014
3.台北復興分行 （008） 羅俊良 （02） 2751-6041 轉657分機 （02） 2721-9112
4.蘭雅分行 （010） 曾姵華 （02） 2838-5225 轉213分機 （02） 2834-1483
5.三重分行 （012） 吳敏華 （02） 2988-4455 轉52分機 （02） 2983-7225
6.桃園分行 （014） 陳加興 （03） 337-6611 轉212分機 （03） 335-1257
7.中山分行 （015） 顏麗玉 （03） 2511-9231 轉213分機 （02） 2531-2011
8.城中分行 （017） 李庭懿 （02） 2312-2222 轉247分機 （02） 2371-2890
9.安和分行 （019） 余淑菁 （02） 2704-2141 轉202分機 （02） 2704-2075
10.竹科新安分行 （020） 林奐文 （03） 577-5151  轉215分機 （03） 577-4044
11.天母分行 （021） 黃嚴慶 （02） 2871-4125 轉58分機 （02） 2876-4017
12.北新竹分行 （026） 林漢鈞 （03） 521-7171 轉227分機 （03） 526-2642
13.板南分行 （027） 賴宗彬 （02） 8966-3303 轉53分機 （02） 8967-1420
14.桃園國際機場分行 （029） 張瑜芳 （03） 398-2200 轉3211分機 （03） 383-4315
15.南台北分行 （030） 徐乙仁 （02）2356-8700 轉53分機 （02） 2392-2533 
16.敦南分行 （031） 詹菲如 （02） 2705-0136 轉323分機 （02） 2705-0682
17.永和分行 （034） 林文偉 （02） 2924-0086 轉37分機 （02） 3233-5892
18.民生分行 （036） 莊佩瑛 （02） 2719-0690 轉41分機  （02） 2719-0688
19.中壢分行 （039） 張富鈞 （03） 422-8469 轉39分機 （03） 427-1043
20.新莊分行 （041） 林耕鋒 （02） 2277-2888 轉135分機 （02） 2277-0682
21.松南分行 （042） 宋筱雯 （02） 2753-5856 轉56分機 （02） 2746-7271
22.大同分行 （043） 王美玲 （02） 2556-7515 轉203分機 （02） 2558-0154
23.新店分行 （046） 曾玉伶 （02） 2918-2988 轉212分機 （02） 2912-6480
24.信義分行 （048） 高寧陽 （02） 2378-8188 轉218分機 （02） 2377-2515
25.基隆分行 （049） 蘇珈玨 （02） 2422-8558 轉217分機 （02） 2429-4089
26.內湖分行 （051）  張益誠 （02） 2793-2050 轉210分機 （02） 2793-2048
27.松山機場分行 （055） 聶良蕙 （02） 2715-2385 轉141分機 （02） 2713-5420 
28.土城分行 （056） 吳政翰 （02） 2266-6866 轉263分機 （02） 2266-8368
29.大稻埕分行 （057） 賴明洪 （02） 2552-3216 轉252分機 （02） 2552-5627
30.八德分行 （061） 李智芳 （03） 366-5211 轉210分機 （03） 376-4010
31.宜蘭分行 （062） 周美蘭 （03） 931-0666 轉28分機 （03） 931-1167
32.東內湖分行 （067） 游志勇 （02） 2627-5699 轉34分機 （02） 2627-2988
33.中和分行 （069） 唐忠廷 （02） 2243-3567 轉206分機 （02） 2243-3568
34.南京東路分行 （070） 陳宗慶 （02） 2571-2568 轉626分機 （02） 2542-9985
35.南港分行 （074） 李應仁 （02） 2782-7588 轉206分機 （02） 2782-5868
36.南崁分行 （080） 吳俊德 （03） 352-5288 轉223分機 （03） 311-4978
37.金控總部分行 （201） 陳子岱 （02） 2563-3156 轉6233分機 （02） 2356-9750
38.台北分行 （202） 蘇麗君 （02） 2758-7590 轉256分機 （02） 2758-1265
39.新竹分行 （203） 陳耀信 （03） 573-3399 轉500分機 （03） 573-3311
40.板橋分行 （206） 陳怡伶 （02） 2960-8989 轉120分機 （02） 2960-8687
41.桃興分行 （207） 黃泳川 （03） 332-7126 轉65分機 （03） 336-6327
42.竹北分行 （208） 林筱倫 （03） 558-9968 轉28分機 （03） 558-9959
43.敦化分行 （210） 林宏甄 （02） 8771-6355 轉301分機 （02） 2711-1639
44.竹科竹村分行 （215） 梁懷遠 （03） 577-3155 轉233分機 （03） 577-3158
45.世貿分行 （216） 李國賢 （02） 2720-3566 轉116分機 （02） 2757-6144
46.南三重分行 （219） 陳信文 （02） 2974-8811 轉33分機 （02） 2974-9011
47.城東分行 （226） 黃柏巽 （02） 2719-6128 轉34分機 （02） 6601-0086
48.羅東分行 （228） 李靜翠 （03） 961-1262  轉31分機 （03） 961-1260
49.大安分行 （229） 陳俊良 （02） 2703-7576 轉205分機 （02） 2700-6352
50.城北分行 （231） 高怡君 （02） 2568-3658 轉15分機 （02） 2568-2494
51.圓山分行 （234） 呂昆青 （02） 2567-1488 轉22分機 （02） 2581-7690
52.思源分行 （235） 李元華 （02） 2998-6661 轉203分機 （02） 2998-5973
53.北中壢分行 （236） 黃偉輝 （03） 426-2366 轉12分機 （03） 427-9037
54.內湖科學園區分行 （237） 王姵仁 （02） 8798-3588 轉119分機 （02） 8798-3177
55.雙和分行 （238） 吳啟聖 （02） 2231-4567 轉207分機 （02） 2231-5288
56.衡陽分行 （240） 陳駿毅 （02） 2388-8668 轉611分機 （02） 238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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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台中分行 （004） 卓錦田 （04） 2228-1171 轉284分機 （04） 2227-1788
58.北彰化分行 （018） 林政毅 （04） 723-2111 轉206分機 （04） 724-9784
59.潭子分行 （028） 彭明輝 （04） 2533-5111 轉220分機 （04） 2533-5110
60.員林分行 （032） 李偉業 （04） 833-2561 轉203分機 （04） 831-4124
61.豐原分行 （035） 李清圳 （04） 2528-5566 轉217分機 （04） 2529-8570
62.北台中分行 （037） 陳智興 （04） 2311-5119 轉312分機     （04） 2312-2179
63.南台中分行 （044） 楊耀升 （04） 2375-2529 轉213分機 （04） 2376-1670
64.頭份分行 （058） 康峻魁 （037） 688-168 轉350分機 （037） 688-118
65.沙鹿分行 （060） 陳勇助 （04） 2665-6778 轉211分機 （04） 2665-6790
66.斗六分行 （063） 何俊德 （05） 536-1779 轉268分機 （05） 533-7830
67.南投分行 （064） 鍾欣儒 （049） 223-2223 轉205分機 （049） 223-2758
68.太平分行 （068） 林睿畇 （04） 2278-9111 轉164分機 （04） 2277-7546
69.東台中分行 （071） 陳沿山 （04） 2232-1111 轉214分機 （04） 2263-8621
70.竹南科學園區分行 （075） 林有勝 （037） 682-288 轉104分機 （037） 682-418
71.中科分行 （076） 劉東沿 （04） 2565-8108 轉215分機 （04） 2560-9230
72.大甲分行 （077） 蔡明政 （04） 2686-7777 轉168分機 （04） 2686-8363
73.榮總分行 （083） 謝佳茗 （04） 2350-0190 轉203分機 （04） 2359-8148
74.中台中分行 （204） 陳鈺雯 （04） 2223-4021 轉305分機 （04） 2220-2323
75.寶成分行 （214） 洪敬原 （04） 2461-9000 轉205分機 （04） 2461-5500
76.南彰化分行 （220） 蕭貴芳 （04） 761-3111 轉214分機 （04） 762-2656
77.后里分行 （232） 陳燕 （04） 2558-8855 轉231分機 （04） 2558-0788
78.鹿港分行 （233） 施偉祥 （04） 778-8111 轉206分機 （04） 778-8603
79.大里分行 （241） 張淑媚 （04） 2418-0929 轉205分機 （04） 2418-0529

80.港都分行 （002） 蕭慧倖 （07） 251-0141 轉702分機 （07） 281-1426 
81.楠梓分行 （003） 林君全 （07） 361-5131 轉304分機 （07） 363-3043
82.府城分行 （006） 高志輝 （06） 223-1231 轉237分機 （06） 220-3771
83.新興分行 （013） 謝景成 （07） 235-3001 轉285分機 （07） 236-3660
84.高雄加工出口區分行 （016 劉丁毓 （07） 831-6131 轉116分機 （07） 812-0439
85.嘉義分行 （022） 蔡松宇 （05） 224-1166 轉202分機 （05） 225-5025
86.三多分行 （038） 池韺華 （07） 725-0688 轉29分機 （07） 721-1012
87.三民分行 （040） 許偉民 （07） 553-6511 轉28分機 （07） 553-2063
88.鳳山分行 （045） 蔡惠如 （07） 747-3566 轉205分機 （07） 710-3221
89.東高雄分行 （047） 鄭又榮 （07） 380-6456 轉34分機 （07） 380-6608
90.永康分行 （050） 廖培晃 （06） 201-9389 轉58分機 （06） 201-6251
91.岡山分行 （052） 郭建華 （07） 623-0300 轉15分機 （07） 624-1272
92.屏東分行 （053） 李俊仁 （08） 732-3586 轉57分機 （08） 732-1651
93.苓雅分行 （059） 蘇文玉 （07） 335-5595 轉607分機 （07） 338-4406
94.東台南分行 （065） 陳秀慧 （06） 238-1611 轉203分機 （06） 237-8008
95.高雄國際機場分行 （066） 洪啟裕 （07） 806-7866 轉202分機 （07） 806-8841
96.北高雄分行 （072） 楊順閔 （07） 315-7777 轉25分機 （07） 315-8923
97.仁武分行 （103） 吳建宏 （07） 371-1144 轉202分機 （07） 371-1310
98.高雄分行 （205） 許澄瑞 （07） 251-5111 轉335分機 （07） 221-2554
99.嘉興分行 （212） 蔡鎮宇 （05） 278-0148 轉112分機 （05） 276-9252
100.台南分行 （213） 徐國哲 （06） 229-2131 轉263分機 （06） 221-0155 
101.五福分行 （227） 施宏泰 （07） 226-5181 轉281分機 （07） 226-5038
102.台南科學園區分行 （242 吳武峰 （06） 505-2828 轉118分機 （06） 505-2733

103.花蓮分行 （023） 林武祥 （03） 835-0191 轉1606分機 （03） 836-0443
104.金門分行 （079） 陳雅湘 （082） 375-800 轉25分機 （082） 323-655

合計 104家分行

北區（含北、宜、桃、竹地區）計56家

中區（含中、彰、雲、投、苗地區）計23家

南區（含嘉、南、高、屏地區）計23家

花東離島地區計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