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北市 中山區】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營業部 台北市中山北路二段50號 (02)25425656

中山分行 台北市中山北路二段162號 (02)25963171

松江分行 台北市松江路200號 (02)25434282

城東分行 台北市南京東路二段90號 (02)25116388

南京東路分行 台北市南京東路二段139號 (02)2515-5518

建國分行 台北市建國北路二段196號 (02)2515-1775

長安分行 台北市松江路82號 (02)25519797

復興分行 台北市復興北路234號 (02)25023530

中崙分行 台北市復興北路6號 (02)27418257

民權分行 台北市民權東路三段37號 (02)25166786

吉林分行 台北市吉林路146號 (02)25681248

農安分行 台北市松江路369號 (02)25031451

長安東路分行 台北市長安東路一段36號 (02)25212481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敦北分行 台北市民生東路三段138號 (02)2718-5151

八德分行 台北市八德路三段178號 (02)25776467

敦化分行 台北市敦化北路201號 (02)27131660

西松分行 台北市南京東路四段75-1號 (02)27170037

民生分行 台北市民生東路五段163-1號 (02)27640853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松山分行 台北市松山路421號 (02)27281199

市府分行 台北市市府路1號1樓 (02)27298999

永吉分行 台北市永吉路199號 (02)27628700

基隆路分行 台北市基隆路2段21號 (02)27373671

松南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5段412號 (02)27255111

【台北市 松山區】

【台北市 信義區】



莊敬分行 台北市莊敬路286號 (02)27226206

世貿分行 台北市基隆路一段333號13F (02)27252916

永春分行 台北市松山路655號 (02)27592921

台北101分行 台北市市府路45號5F (02)81018585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延平分行 台北市延平北路2段69號 (02)25552170

大同分行 台北市重慶北路3段186號 (02)25929282

建成分行 台北市南京西路22號 (02)25554161

承德分行 台北市承德路二段142號 (02)25536553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城中分行 台北市青島西路7號 (02)23615481

古亭分行 台北市羅斯福路三段100號 (02)23650381

南門分行 台北市金華街17號 (02)23971640

東門分行 台北市仁愛路二段61號 (02)23512081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龍山分行 台北市西寧南路161號 (02)23718720

雙園分行 台北市東園街19號 (02)23030374

萬華分行 台北市萬大路482號 (02)23325901

桂林分行 台北市桂林路52號 (02)23026226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安分行 台北市仁愛路四段37號 (02)27312333

安和分行 台北市仁愛路四段169號B1 (02)27787717

信義分行 台北市信義路四段299號 (02)27006381

和平分行 台北市復興南路二段236號 (02)27022421

延吉分行 台北市仁愛路四段389號 (02)27527600

【台北市 大安區】

【台北市 大同區】

【台北市 中正區】

【台北市 萬華區】



仁愛分行 台北市建國南路一段237號 (02)23258878

敦和分行 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77號 (02)27012409

金華分行 台北市和平東路一段178號 (02)23698566

忠孝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四段107號 (02)27417880

懷生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三段215號 (02)27818380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木柵分行 台北市木柵路三段92號 (02)29391035

木新分行
台北市文山區木新路三段236號

1、2樓
(02)29383791

景美分行 台北市景文街64號 (02)29352636

興隆分行 台北市興隆路三段69號 (02)86639889

萬隆分行 台北市羅斯福路六段136號 (02)29339956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北投分行 台北市中央北路一段2號 (02)28915533

石牌分行 台北市文林北路216號 (02)28271616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士林分行 台北市中正路288號 (02)28317444

福港分行 台北市承德路四段310號 (02)28836712

士東分行 台北市中山北路六段360號 (02)28735757

天母分行 台北市天母東路36號 (02)28763232

社子分行 台北市延平北路五段225號 (02)28168585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內湖分行 台北市成功路三段174巷6號 (02)27961820

西湖分行 台北市內湖路一段240號 (02)87511788

東湖分行 台北市內湖區康寧路三段69號 (02)26336677

文德分行 台北市文德路42號 (02)26582620

【台北市 文山區】

【台北市 北投區】

【台北市 士林區】

【台北市 內湖區】



瑞湖分行 台北市內湖區瑞湖街62號 (02)26591088

瑞光分行 台北市瑞光路392及394號 (02)26562989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南港分行 台北市三重路19之5號 (02)26551177

玉成分行 台北市忠孝東路六段126號 (02)26511212

【台北縣】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汐止分行 台北縣汐止市大同路一段175號 (02)26411689

新莊分行 台北縣新莊市新泰路227號 (02)29903366

五股分行 台北縣新莊市化成路445號 (02)85213399

華江分行 台北縣板橋市雙十路二段110號 (02)22530598

板橋分行 台北縣板橋市文化路一段266號 (02)2254-9999

埔墘分行 台北縣板橋市中山路2段143號 (02)89535118

三重分行 台北縣三重市忠孝路二段36號 (02)89836868

正義分行 台北縣三重市正義北路279號 (02)29806688

金城分行 台北縣土城市金城路3段46號 (02)22631678

土城分行 台北縣土城市中央路一段100號 (02)22709898

保生分行 台北縣永和市保生路3號 (02)89230888

永和分行 台北縣永和市得和路407號 (02)86601616

新店分行 台北縣新店市北新路二段266號 (02)29129977

蘆洲分行 台北縣蘆洲市三民路71號 (02) 82821799

樹林分行 台北縣樹林市文化街27號 (02)26838186

【桃竹苗地區】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桃園分行 桃園縣桃園市中華路33號 (03)3367171

中壢分行 桃園縣中壢市中北路二段119號 (03)4595766

北中壢分行 桃園縣中壢市元化路268號 (03)4256699

大湳分行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路一段968號 (03)3616565

【台北市 南港區】



竹北分行 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263號 (03)558-6199

風城分行 新竹市民生路126號 (03)5343888

【中彰投地區】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南台中分行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路一段272號 (04)36009868

台中分行 台中市柳川西路二段196號 (04)22221911

北台中分行 台中市文心路四段333號 (04)22426222

中港分行 台中市台中港路一段160號 (04)23207711

豐原分行 台中縣豐原市向陽路139號 (04)25220088

彰化分行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路二段349號 (04)7261333

【雲嘉南地區】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安平分行 台南市民生路二段279號 (06)2265265

永康分行 台南縣永康市大灣路856號 (06)2736099

【高屏地區】

據點名稱 地址 電話

博愛分行 高雄市博愛二路450號 (07) 862-8668

港都分行 高雄市中山二路358號 (07)3356226

苓雅分行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路39號 (07)3318822

鼓山分行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路387號 (07)5523111

三民分行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路530號 (07)3871299

前鎮分行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路289號 (07)7170055

鳳山分行 高雄縣鳳山市自由路223號 (07)7482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