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銀行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受理地點及窗口

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聯絡窗口姓名 電話號碼 分機

臺北市 營業部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8號 盧冠達 (02)23713113 3119

臺北市 營業部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8號 方淑慧 (02)23713113 3121

臺北市 儲蓄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60號 蔡雨倩 (02)25076131 211

臺北市 儲蓄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60號 陳杰翔 (02)25076131 224

臺北市 城內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3號 邱冠誌 (02)23818780 504

臺北市 城內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3號 簡伶容 (02)23818780 505

臺北市 大稻埕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96號 郭宸緯 (02)25556280 226

臺北市 大稻埕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96號 王璿達 (02)25556280 229

臺北市 建成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8號 莊佳芸 (02)25563110 206

臺北市 建成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28號 呂孟儒 (02)25563110 207

臺北市 中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18號 田欣平 (02)25611121 229

臺北市 中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18號 林佳誼 (02)25611121 230

臺北市 圓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12號 李政育 (02)25619588 110

臺北市 圓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12號 褚軒宏 (02)25619588 178

臺北市 城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6號 楊智恩 (02)25512111 211

臺北市 城東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6號 彭會淵 (02)25512111 212

臺北市 西門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73號 葉曜嶙 (02)23149978 151

臺北市 西門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73號 呂亞霏 (02)23149978 150

臺北市 南松山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3號 劉蓉叡 (02)27695957 231

臺北市 南松山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3號 江孟宸 (02)27695957 243

臺北市 仁愛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5號 陳怡臻 (02)27722090 154

臺北市 仁愛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5號 劉旻謙 (02)27722090 153

臺北市 南京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17號 張淑華 (02)27155111 138

臺北市 南京東路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17號 史依婷 (02)27155111 137

臺北市 新生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48號 黃郁雯 (02)23934211 603

臺北市 新生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48號 林翠纓 (02)23934211 604

臺北市 大同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276號 黃聖淵 (02)25917767 255

臺北市 大同分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276號 鄭佳怡 (02)25917767 254

臺北市 松山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54號 翁志傑 (02)27652132 159

臺北市 松山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54號 陳昭伶 (02)27652132 158

臺北市 中崙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45號 蕭力維 (02)25780377 112

臺北市 中崙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45號 黃冠穎 (02)25780377 204

臺北市 台北南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1號 簡逸齊 (02)23217111 261

臺北市 台北南門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1號 潘心夏 (02)23217111 270

臺北市 公館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16號1樓 林家如 (02)23622141 125

臺北市 公館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16號1樓 吳定聰 (02)23622141 127

臺北市 信義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183號 黃振舜 (02)23943141 223

臺北市 信義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183號 陳冠宏 (02)23943141 211

臺北市 忠孝東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2號 張淑華 (02)27733577 250

臺北市 忠孝東路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2號 鄭婷歡 (02)27733577 258

臺北市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3號 張志福 (02)27002405 113

臺北市 和平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3號 (02)27002405 127

臺北市 雙園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7號 王鳴譽 (02)23071122 306

臺北市 雙園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7號 鄭原淵 (02)23071122 307

臺北市 士林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246號 鄭雅婷 (02)28819500 153

臺北市 士林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246號 陳秀盆 (02)28819500 154

臺北市 東台北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50號 邱士賓 (02)25794141 163

臺北市 東台北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50號 梁紹涵 (02)25794141 165

臺北市 大安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58號 李維軒 (02)27039851 153

臺北市 大安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58號 邱展業 (02)27039851 151

臺北市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54號 李振偉 (02)27155011 215

臺北市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54號 蔡靜維 (02)27155011 216

臺北市 復興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7號 王昱翔 (02)27171781 151

臺北市 復興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7號 楊燿睿 (02)27171781 141

臺北市 龍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3號、145號1樓 侯姵瑛 (02)25045341 212

臺北市 龍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3號、145號1樓 林正傑 (02)25045341 217

臺北市 永吉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800號1、2樓 楊欣瑜 (02)27593111 201

臺北市 永吉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800號1、2樓 游永琳 (02)27593111 202

臺北市 敦化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 邱奕婕 (02)27557467 224

臺北市 敦化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 賴宜鴻 (02)27557467 232

臺北市 大直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52號1樓、56號1樓 張欣怡 (02)85020818 107

臺北市 大直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52號1樓、56號1樓 賴貞樺 (02)8502081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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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敦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07號 馮國華 (02)27010900 159

臺北市 敦和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07號 廖于萱 (02)27010900 160

臺北市 東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56號1樓 朱以文 (02)26315550 111

臺北市 東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56號1樓 何竑綾 (02)26315550 112

臺北市 東興分行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239號1、2樓 陳建宇 (02)25289567 213

臺北市 東興分行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239號1、2樓 王心沅 (02)25289567 212

臺北市 北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10 賴俊華 (02)26558788 217

臺北市 北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10 林致傑 (02)26558788 216

臺北市 木柵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4號 王瀅傑 (02)29361769 201

臺北市 木柵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4號 郭美青 (02)29361769 207

新北市 板橋文化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67號 李碧青 (02)22723999 203

新北市 板橋文化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67號 陳宏哲 (02)22723999 201

臺北市 南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30號 羅啟文 (02)27968288 120

臺北市 南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30號 王海安 (02)27968288 119

臺北市 長安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05號 許明峰 (02)87722778 125

臺北市 長安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205號 陳冠儒 (02)87722778 129

臺北市 懷生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7號 蔡俶芬 (02)27727211 212

臺北市 懷生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7號 許嘉戀 (02)27727211 213

臺北市 中華路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59號 鄭怡鳳 (02)23822078 133

臺北市 中華路分行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59號 吳為翰 (02)23822078 134

臺北市 信維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6號2樓 李宗樺 (02)27015123 120

臺北市 信維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6號2樓 郭盈瑩 (02)27015123 121

新北市 埔墘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37號 楊欣艷 (02)29646911 213

新北市 埔墘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37號 黃琮皓 (02)29646911 214

臺北市 石牌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78號 張英耀 (02)28223822 206

臺北市 石牌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78號 鍾志文 (02)28223822 208

臺北市 瑞祥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45號 羅浩恩 (02)27641407 222

臺北市 瑞祥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45號 張凱堯 (02)27641407 221

臺北市 台大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1樓 陳怡君 (02)23631478 105

臺北市 台大分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1樓 莊詔惟 (02)23631478 109

臺北市 世貿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8號 陳彥豪 (02)27581392 206

臺北市 世貿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8號 陳彥廷 (02)27581392 215

臺北市 萬華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49號 劉文光 (02)23812922 205

臺北市 萬華分行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49號 徐誼真 (02)23812922 211

臺北市 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52號 周彥均 (02)27885966 175

臺北市 南港分行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52號 蘇秋儒 (02)27885966 176

新北市 華江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80號 陳松威 (02)22512581 226

新北市 華江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80號 王仁宗 (02)22512581 227

新北市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73號 丁龍鈞 (02)29511101 207

新北市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73號 王友則 (02)29511101 205

新北市 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5號之1 葉雅萍 (02)29824101 335

新北市 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5號之1 吳政鴻 (02)29824101 336

新北市 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號 盧志忠 (02)29880011 142

新北市 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號 高瑋婍 (02)29880011 141

新北市 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00號 王譔惠 (02)29944761 134

新北市 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00號 詹世誠 (02)29944761 135

新北市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147號 張永旺 (02)29214111 203

新北市 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147號 吳亞倫 (02)29214111 204

新北市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57號 陳美伶 (02)22495555 121

新北市 中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57號 葉桎銨 (02)22495555 217

新北市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08號 馮宏榮 (02)29136661 127

新北市 新店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08號 涂依鈴 (02)29136661 128

新北市 淡水分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號 李蕙如 (02)26219680 136

新北市 淡水分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號 王子豪 (02)26219680 120

新北市 汐止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1號 蘇嫆萱 (02)26416411 220

新北市 汐止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1號 李宗樺 (02)26416411 212

新北市 南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20號 廖淑玲 (02)89423288 133

新北市 南永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20號 徐嘉盛 (02)89423288 134

新北市 西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237號 林虹雯 (02)28575211 235

新北市 西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237號 詹豐州 (02)28575211 234

新北市 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52號 魏銘賢 (02)29888001 139

新北市 南三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52號 蔡憶文 (02)29888001 115

新北市 雙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20號 陳雅柔 (02)2926177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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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雙和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20號 丘雅婷 (02)29261771 129

新北市 新泰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8號 李宏嘉 (02)29071181 149

新北市 新泰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8號 吳小蘋 (02)29071181 118

新北市 二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86,88號 許凱傑 (02)29991166 206

新北市 二重分行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86,88號 許如柏 (02)29991166 207

新北市 板新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32號 司建元 (02)29631777 214

新北市 板新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32號 孫郁閔 (02)29631777 205

新北市 五股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9號 胡瑋哲 (02)85218788 219

新北市 五股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9號 陳紀瀞 (02)85218788 218

新北市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2段13號1、2樓 林雅蘭 (02)28934166 208

新北市 北投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2段13號1、2樓 郭怡均 (02)28934166 209

新北市 西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 卓立芳 (02)27977189 141

新北市 西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392號 張婉如 (02)27977189 142

新北市 積穗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562號 梁怡萱 (02)22220603 141

新北市 積穗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562號 林依融 (02)22220603 138

新北市 福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58號 楊政峰 (02)89280491 130

新北市 福和分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58號 吳心怡 (02)89280491 129

新北市 南勢角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2號 張印辰 (02)29421722 221

新北市 南勢角分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2號 林東慶 (02)29421722 227

新北市 北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13號 陳忠佑 (02)28470606 207

新北市 北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13號 黃美綸 (02)28470606 206

新北市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61號1、2樓 董珏伶 (02)22886888 221

新北市 蘆洲分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61號1、2樓 黃明怡 (02)22886888 217

新北市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68號 曹芯瑜 (02)22672345 207

新北市 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68號 高嘉敏 (02)22672345 208

新北市 北新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9號 李子誠 (02)22180111 302

新北市 北新分行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9號 林時霙 (02)22180111 301

新北市 天母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109號 蘇香方 (02)28380777 216

新北市 天母分行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109號 張元豪 (02)28380777 213

新北市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57號 呂俐慧 (02)27961266 205

新北市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57號 許芳瑜 (02)27961266 209

新北市 樹林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89號 邱素娟 (02)26870656 217

新北市 樹林分行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89號 蘇詩茹 (02)26870656 218

新北市 樟樹灣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276號 楊德馨 (02)26472611 247

新北市 樟樹灣分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276號 陳昱閔 (02)26472611 246

新北市 泰山分行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210號、212號 劉忠男 (02)22968388 225

新北市 泰山分行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210號、212號 陳鳳琴 (02)22968388 215

新北市 三峽分行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5號 江秀君 (02)26747711 125

新北市 三峽分行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5號 吳憶珍 (02)26747711 124

新北市 文山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52號 卓佳穎 (02)22360288 205

新北市 文山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52號 張清豐 (02)22360288 203

新北市 鶯歌分行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01號 吳敏君 (02)26777711 117

新北市 鶯歌分行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01號 李美鳳 (02)26777711 118

新北市 北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11、213號 蔡乃倉 (02)66371688 210

新北市 北新莊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11、213號 魏華蓉 (02)66371688 203

新北市 北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49號 王敬文 (02)22635656 122

新北市 北土城分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49號 昌澤樺 (02)22635656 125

新北市 林口站前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31號 詹育婕 (02)26098399 205

新北市 林口站前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31號 李建廷 (02)26098399 206

新北市 林口站前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31號 蕭芳倫 (02)26098399 208

基隆市 基隆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05號 蔡逸凡 (02)24222192 137

基隆市 基隆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05號 陳奎佑 (02)24222192 136

基隆市 基隆港口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46號 王彥達 (02)24282121 138

基隆市 基隆港口分行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46號 胡靜如 (02)24282121 139

基隆市 七堵分行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81號 許雅涵 (02)24567101 206

基隆市 七堵分行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81號 蔡逸祺 (02)24567101 205

宜蘭縣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85號 胡介宇 (03)9543611 135

宜蘭縣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85號 劉姿雯 (03)9543611 131

宜蘭縣 宜蘭分行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40號 張健祥 (03)9354911 124

宜蘭縣 宜蘭分行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40號 張雪莉 (03)9354911 127

桃園市 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79號 徐千婷 (03)3321121 218

桃園市 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79號 毛宣螢 (03)3321121 219

桃園市 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5號 曾志宏 (03)493699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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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中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5號 王嘉瑋 (03)4936999 211

桃園市 楊梅分行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95號 涂永泉 (03)4755131 244

桃園市 楊梅分行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95號 吳素萍 (03)4755131 242

桃園市 壢昌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75號 陳諾梅 (03)4253151 109

桃園市 壢昌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75號 黃馨儀 (03)4253151 208

桃園市 北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94號 黃麗美 (03)3011234 127

桃園市 北桃園分行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94號 黃鈺婷 (03)3011234 119

桃園市 南崁分行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99號1樓 陳玉芳 (03)3521212 125

桃園市 南崁分行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99號1樓 陳怡婷 (03)3521212 126

桃園市 平鎮分行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265號 曾惠瑛 (03)4689688 113

桃園市 平鎮分行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265號 王米鳳 (03)4689688 114

桃園市 八德分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307號 蘇曉嵐 (03)3679911 216

桃園市 八德分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307號 陸美燕 (03)3679911 215

桃園市 龜山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1227號 許雅婷 (03)3505822 131

桃園市 龜山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1227號 邱淑甄 (03)3505822 133

桃園市 龍潭分行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號 吳玫蓉 (03)4090666 209

桃園市 龍潭分行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號 杜秀卿 (03)4090666 202

桃園市 大溪分行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87號 簡曉芳 (03)3878833 124

桃園市 大溪分行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87號 黃盈傑 (03)3878833 126

桃園市 內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60號 廖靜怡 (03)4626969 207

桃園市 內壢分行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60號 曾盈惠 (03)4626969 202

桃園市 林口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00號 陳昭君 (03)3183456 213

桃園市 林口分行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00號 宋秋萍 (03)3183456 218

桃園市 觀音分行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村中山路2段780號 朱美惠 (03)4081731 205

桃園市 觀音分行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村中山路2段780號 蔡勻婷 (03)4081731 208

桃園市 大園分行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08號 蔡宜芳 (03)3867272 202

桃園市 大園分行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08號 卓思羽 (03)3867272 201

桃園市 大園分行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08號 謝淑珍 (03)3867272 201

新竹市 新竹分行 新竹市東門街131號 洪潔如 (03)5217111 215

新竹市 新竹分行 新竹市東門街131號 謝心梅 (03)5217111 211

新竹縣 竹東分行 新竹縣竹東鎮朝陽路9號 陳文穆 (03)5969372 117

新竹縣 竹東分行 新竹縣竹東鎮朝陽路9號 李明鴻 (03)5969372 124

新竹市 竹科分行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2、176、178、180號 雅靜.布興 (03)6687888 211

新竹市 竹科分行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2、176、178、180號 黃怡甄 (03)6687888 213

新竹縣 新豐分行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1段155之16號 呂宜蓁 (03)5592130 213

新竹縣 新豐分行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1段155之16號 徐凡惠 (03)5592130 212

新竹縣 六家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6號1樓及2樓 簡曉鳳 (03)6673289 205

新竹縣 六家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6號1樓及2樓 楊雅淳 (03)6673289 204

苗栗縣 竹南分行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0號 林雅惠 (037)472651 215

苗栗縣 竹南分行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0號 張純嘉 (037)472651 222

苗栗縣 頭份分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2號 詹木和 (037)663577 134

苗栗縣 頭份分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2號 洪鑀瑄 (037)663577 133

苗栗縣 頭份分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2號 楊智麟 (037)663577 138

苗栗縣 苗栗分行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686號 賴佳怡 (037)353711 116

苗栗縣 苗栗分行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686號 劉明杰 (037)353711 117

新竹縣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59號 陳育詩 (03)5542277 215

新竹縣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59號 沈玉婷 (03)5542277 209

新竹市 大眾分行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118號 李怡靜 (03)5212191 235

新竹市 大眾分行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118號 邱佩瑜 (03)5212191 228

臺中市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95號 王曉婷 (04)25273180 320

臺中市 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95號 吳若瑀 (04)25273180 321

臺中市 東勢分行 台中市東勢區三民街282號 邱寶賢 (04)25871180 202

臺中市 東勢分行 台中市東勢區三民街282號 胡玉真 (04)25871180 201

臺中市 清水分行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1號 詹世忠 (04)26237171 214

臺中市 清水分行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1號 黃怡銘 (04)26237171 213

臺中市 西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225號 鄭博文 (04)25275123 101

臺中市 西豐原分行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225號 邱寶珠 (04)25275123 122

臺中市 台中分行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74號 林于卉 (04)22261111 215

臺中市 台中分行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74號 蕭貴真 (04)22261111 216

臺中市 南台中分行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4段53號 陳綉琴 (04)22294471 119

臺中市 南台中分行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4段53號 張月清 (04)22294471 120

臺中市 北台中分行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338號 林寶純 (04)22025131 205

臺中市 北台中分行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338號 余雅萍 (04)2202513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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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台中港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9號 林佳佳 (04)23266555 124

臺中市 台中港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9號 蘇珮玉 (04)23266555 151

臺中市 台中港路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89號 陳婉楨 (04)23266555 149

臺中市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7號 林宇晴 (04)24835151 210

臺中市 大里分行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7號 簡鳳辰 (04)24835151 113

臺中市 水湳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81號 廖皋鼎 (04)22924456 212

臺中市 水湳分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81號 黃子銓 (04)22924456 211

臺中市 五權分行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70號 許筑雅 (04)23755981 123

臺中市 五權分行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70號 洪麗蘭 (04)23755981 124

臺中市 大甲分行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6號 林宏蒼 (04)26805111 130

臺中市 大甲分行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6號 周德晟 (04)26805111 128

臺中市 太平分行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58號 羅祐任 (04)22771919 203

臺中市 太平分行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58號 盧燕玲 (04)22771919 208

臺中市 中科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6號1樓及2樓 陳虹羽 (04)23591778 201

臺中市 中科分行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16號1樓及2樓 何麗貞 (04)23591778 205

臺中市 沙鹿分行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2號 邱詔琪 (04)26629951 207

臺中市 沙鹿分行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2號 林煜騏 (04)26629951 205

南投縣 草屯分行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317號 馬家玉 (049)2323881 205

南投縣 草屯分行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317號 葉雅芳 (049)2323881 201

南投縣 南投分行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36號 徐碧桃 (049)2222701 209

南投縣 南投分行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36號 高惠敏 (049)2222701 208

彰化縣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52號 蔡筱詩 (04)7242154 210

彰化縣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52號 鍾佩玲 (04)7242154 209

彰化縣 和美分行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00號 柯雅淇 (04)7556101 213

彰化縣 和美分行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00號 余慧娟 (04)7556101 214

彰化縣 員林分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1段753號 黃義勛 (04)8358161 212

彰化縣 員林分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1段753號 董惠玲 (04)8358161 206

彰化縣 鹿港分行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79號 王源宏 (04)7745988 212

彰化縣 鹿港分行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79號 葉秀鈴 (04)7745988 214

彰化縣 溪湖分行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50號 陳湘如 (04)8821811 207

彰化縣 溪湖分行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50號 梁梓賢 (04)8821811 213

雲林縣 斗六分行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45號 張素梅 (05)5339711 208

雲林縣 斗六分行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45號 巫秀惠 (05)5339711 213

雲林縣 虎尾分行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50號 賴永茂 (05)6334901 207

雲林縣 虎尾分行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50號 陳雅琪 (05)6334901 217

雲林縣 西螺分行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239號 張雅翔 (05)5882875 118

雲林縣 西螺分行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239號 林玫玲 (05)5882875 115

嘉義市 嘉義分行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20號 林育慶 (05)2232050 216

嘉義市 嘉義分行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20號 張蓉茜 (05)2232050 215

嘉義市 嘉南分行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469號 葉素岑 (05)2236321 207

嘉義市 嘉南分行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469號 簡靜雯 (05)2236321 206

嘉義縣 朴子分行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南路2號 施博甯 (05)3701133 209

嘉義縣 朴子分行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南路2號 吳耀銘 (05)3701133 130

臺南市 新營分行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2段109號 蔡明志 (06)6322295 211

臺南市 新營分行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2段109號 顏函絹 (06)6322295 210

臺南市 麻豆分行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36號 王明賢 (06)5727241 216

臺南市 麻豆分行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36號 孫周祥 (06)5727241 215

臺南市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00號 楊世宏 (06)2015531 207

臺南市 永康分行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00號 蔡佳蓁 (06)2015531 209

臺南市 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2段154號 周彣娟 (06)2222111 212

臺南市 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2段154號 徐靖雅 (06)2222111 210

臺南市 東台南分行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90號 方宥善 (06)2747027 293

臺南市 東台南分行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90號 陳宏維 (06)2747027 291

臺南市 西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56號 王治平 (06)2211622 235

臺南市 西台南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56號 張瑋筠 (06)2211622 236

臺南市 北台南分行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94號 陳巧逸 (06)2221171 235

臺南市 北台南分行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294號 楊佩娉 (06)2221171 234

臺南市 南都分行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1段203號 陳彥成 (06)2360789 114

臺南市 南都分行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1段203號 李毓琳 (06)2360789 115

臺南市 安南分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467之1號 簡志龍 (06)3567272 118

臺南市 安南分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467之1號 郭婧葳 (06)3567272 116

臺南市 仁德分行 台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山路511號 王姿琇 (06)2490651 223

臺南市 仁德分行 台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山路511號 李毓雯 (06)2490651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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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區域 營業單位 地址 聯絡窗口姓名 電話號碼 分機

臺南市 新市分行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中正路232之1號 林璟惠 (06)58935353 204

臺南市 新市分行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中正路232之1號 林佳蓁 (06)58935353 206

臺南市 新市分行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中正路232之1號 (06)58935353 213

臺南市 金華分行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2段172號 許可宓 (06)2911835 108

臺南市 金華分行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2段172號 馬君怡 (06)2911835 109

高雄市 高雄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8號 王憲聰 (07)5611241 228

高雄市 高雄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8號 黃祈豪 (07)5611241 221

高雄市 東苓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 劉至軒 (07)7130701 140

高雄市 東苓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 陳柔彣 (07)7130701 128

高雄市 新興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7號 李亞錆 (07)2864191 211

高雄市 新興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7號 郭乃菁 (07)2864191 210

高雄市 高雄三民分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89號 郭淳惠 (07)2859161 206

高雄市 高雄三民分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89號 謝育澂 (07)2859161 204

高雄市 苓雅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89號 張峻嘉 (07)3353141 137

高雄市 苓雅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89號 洪小萍 (07)3353141 139

高雄市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 歐家菘 (07)3358231 118

高雄市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 黃盈憲 (07)3358231 115

高雄市 高雄博愛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 郭芳秀 (07)3113531 205

高雄市 高雄博愛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 陳貞璉 (07)3113531 206

高雄市 南高雄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53號 朱怜穎 (07)3368101 125

高雄市 南高雄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53號 曾清賢 (07)3368101 126

高雄市 東高雄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78號 蔡文惠 (07)2385901 223

高雄市 東高雄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78號 黃慧芬 (07)2385901 225

高雄市 大昌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7號 陳柏安 (07)3806150 213

高雄市 大昌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7號 陳昭詠 (07)3806150 204

高雄市 北高雄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6號 楊雁涵 (07)3464601 203

高雄市 北高雄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6號 吳秀玲 (07)3464601 229

高雄市 楠梓分行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36號 鄭國煌 (07)3513299 213

高雄市 楠梓分行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36號 王紋紹 (07)3513299 212

高雄市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166號1、2樓 葉雅欣 (07)3438911 205

高雄市 左營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166號1、2樓 簡珮軒 (07)3438911 203

高雄市 岡山分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31號 陳建富 (07)6211091 212

高雄市 岡山分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31號 林子荃 (07)6211091 215

高雄市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5號 洪碧霞 (07)7472121 204

高雄市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5號 洪秀鳳 (07)7472121 205

高雄市 路竹分行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90之2號 林玉芳 (07)6072233 105

高雄市 路竹分行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90之2號 洪淑銀 (07)6072233 120

高雄市 仁武分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1號 吳宜嬣 (07)3711101 206

高雄市 仁武分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1號 陳育仕 (07)3711101 205

高雄市 籬仔內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132號 王香粉 (07)7112366 211

高雄市 籬仔內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132號 吳政儒 (07)7112366 212

高雄市 五甲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42號 陳重言 (07)8414495 125

高雄市 五甲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42號 茅正龍 (07)8414495 118

高雄市 光華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19號 張簡素英 (07)7161601 216

高雄市 光華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19號 鄭婉淇 (07)7161601 211

高雄市 小港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80號 許志明 (07)8013993 220

高雄市 小港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80號 陳俐圭 (07)8013993 222

高雄市 高雄桂林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4號 劉育志 (07)7913917 231

高雄市 高雄桂林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4號 黃黛莉 (07)7913917 221

屏東縣 屏東分行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36號 林秋芳 (08)7323831 210

屏東縣 屏東分行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36號 高璽繡 (08)7323831 211

屏東縣 內埔分行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87號 李朝忠 (08)7799911 207

屏東縣 內埔分行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87號 黃彙鈞 (08)7799911 218

屏東縣 潮州分行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71號 林冠男 (08)7883001 208

屏東縣 潮州分行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71號 黃騰輝 (08)7883001 209

屏東縣 佳冬分行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155號 黃順鉦 (08)8662811 210

屏東縣 佳冬分行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155號 張容慈 (08)8662811 209

花蓮縣 花蓮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8號1、2、3樓 李宇勳 (038)323181 261

花蓮縣 花蓮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8號1、2、3樓 姜淑苓 (038)323181 262

臺東縣 台東分行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1段347號 沈靚鋒 (08)9310121 163

臺東縣 台東分行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1段347號 簡福忠 (08)9310121 164

臺北市 營運總部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1樓 施惠敏 (02)27206988 1512

臺北市 營運總部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1樓 曾意婷 (02)2720698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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