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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北基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營業部 02-2349345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一二○號 

臺灣銀行館前分行 02-23812949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四十九號 

臺灣銀行基隆分行 02-24247113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十六號 

臺灣銀行延平分行 02-25522859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四○六號 

臺灣銀行中山分行 02-2542343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一五○號 

臺灣銀行板橋分行 02-29680172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二十一號 

臺灣銀行南門分行 02-23512121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一二○號 

臺灣銀行公館分行 02-23672581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一二○號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 02-28951200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一五二號 

臺灣銀行三重分行 02-2971962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三十九號 

臺灣銀行城中分行 02-23218934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四十七號 

臺灣銀行民權分行 02-25530121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二三九號 

臺灣銀行連城分行 02-82272611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86 號 1 樓 

臺灣銀行松江分行 02-2506942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15 號 

臺灣銀行龍山分行 02-23088111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三八○號 

臺灣銀行忠孝分行 02-27516091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二○二號 

臺灣銀行信義分行 02-2351548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八十八號 

臺灣銀行松山分行 02-27293111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五六○號 

臺灣銀行中和分行 02-22488980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二五三號 

臺灣銀行士林分行 02-28367080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一九七號 

臺灣銀行新莊分行 02-22056699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八十五號 

臺灣銀行樹林分行 02-26866511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二十九號 

臺灣銀行新店分行 02-29180795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四十五號 

臺灣銀行民生分行 02-27192081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一六七號 

臺灣銀行臺北世貿中心

分行 02-27200315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三三三號三樓 

臺灣銀行大安分行 02-27553121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一樓 

臺灣銀行華江分行 02-296101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２９３之２號 

臺灣銀行敦化分行 02-25455111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二○五號 

臺灣銀行南港分行 02-26516706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九十五號 

臺灣銀行和平分行 02-23687027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１８０號 

臺灣銀行中崙分行 02-27698618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184 號 1 樓、188 號

2 樓之 8 



臺灣銀行土城分行 02-22703791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三四四號 

臺灣銀行仁愛分行 02-23975936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九十九號 

臺灣銀行圓山分行 02-25976699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五七七號 

臺灣銀行五股分行 02-22936699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四段四十二號 

臺灣銀行天母分行 02-28755222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十八號 

臺灣銀行淡水分行 02-26281111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九十三號 

臺灣銀行內湖分行 02-87977933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三九六號 

臺灣銀行汐止分行 02-8692682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一七五號一樓 

臺灣銀行群賢分行 02-2341100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一號 

臺灣銀行文山分行 02-86633456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218 號 

臺灣銀行蘆洲分行 02-82868686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五十號一樓 

臺灣銀行永吉簡易型分

行 02-27209856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三樓 

臺灣銀行東門簡易型分

行 02-23943168 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 21 號 

臺灣銀行愛國簡易型分

行 02-23960017 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三十一號一樓 

臺灣銀行臺電簡易型分

行 02-23667506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二四二號一樓 

臺灣銀行北府簡易型分

行 02-8953596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一六一號地下一樓 

臺灣銀行臺北港分行 02-26196269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 123 號 2 樓 

臺灣銀行東湖分行 02-26305768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5 段 458 號 

臺灣銀行南港軟體園區

分行 02-27833009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66 號 2 樓之 2 

臺灣銀行木柵分行 02-86615115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 1 段 145 號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02-23493456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 49 號 

臺灣銀行臺北分行 02-25435790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80 號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 02-23413006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89 號 

臺灣銀行信安分行 02-27057905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32 號 

臺灣銀行劍潭分行 02-28831633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174 號 

臺灣銀行萬華分行 02-23830066 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26 號 

臺灣銀行板新分行 02-2254056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8 號 

臺灣銀行新永和分行 02-29211808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 91、93、95、97、99 號 1-2

樓 

臺灣銀行南新莊分行 02-2901299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53 號 

臺灣銀行新湖分行 02-87927988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02號一樓 

臺灣銀行臺北國際機場

分行 02-27187628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 之 9 號 

臺灣銀行新莊副都心分

行 02-22773000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 119 號 1 樓及 121 號 1-3 樓 

TOP▲ 



 ▍桃竹苗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新竹分行 03-5266161 新竹市林森路二十九號 

臺灣銀行桃園分行 03-335280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四十六號 

臺灣銀行苗栗分行 037-32679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五一○號 

臺灣銀行中壢分行 03-425216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五八○號 

臺灣銀行頭份分行 037-663451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六十五號 

臺灣銀行竹北分行 03-551311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十六號 

臺灣銀行新竹科學園區分行 03-5770050 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業東六路五號二樓 

臺灣銀行桃園國際機場分行 03-3982166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5 號 

臺灣銀行平鎮分行 03-4945688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二段十一號 

臺灣銀行南崁分行 03-3529191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八十一號 

臺灣銀行內壢分行 03-4618519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一二五號 

臺灣銀行北大路分行 03-5354381 新竹市民權路 267 號 

臺灣銀行建國分行 03-4670081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169 號 

臺灣銀行東桃園分行 03-3263888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３００號一樓 

臺灣銀行龍潭分行 03-4790888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 142 號 

臺灣銀行林口分行 03-3277299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 368 號 1 樓 

臺灣銀行新明分行 03-4951301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 7 號 

臺灣銀行六家分行 03-6585858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 32 號 1~3 樓 

臺灣銀行亞矽創新分行 03-2873970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 37 號 

TOP▲ 



 

  ▍中彰投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04-22224001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一四○號 

臺灣銀行中興新村分行 049-233210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十一號 

臺灣銀行彰化分行 04-7225191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 130 號 

臺灣銀行豐原分行 04-25278686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三○二號 

臺灣銀行南投分行 049-2232121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一○一號 

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04-23302216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八三八號 

臺灣銀行潭子分行 04-25323133 臺中市潭子區建國路一號 

臺灣銀行員林分行 04-8323191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路六十三號 

臺灣銀行復興分行 04-22244181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一○二號 

臺灣銀行臺中港分行 04-26562311 臺中市梧棲區四維路二號 

臺灣銀行埔里分行 049-2983991 南投縣埔里鎮東榮路一一二號 

臺灣銀行健行分行 04-22242141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 276 號 

臺灣銀行大甲分行 04-26868111 臺中市大甲區民生路六十一號 

臺灣銀行黎明分行 04-22551178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路 607 號 

臺灣銀行大雅分行 04-25683330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 1080 號 

臺灣銀行臺中工業區分行 04-23597850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一九六號 

臺灣銀行水湳分行 04-22468130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四一六號 

臺灣銀行大里分行 04-24180211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481 號 

臺灣銀行西屯分行 04-23128528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四十一號 

臺灣銀行鹿港分行 04-7810168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二號 

臺灣銀行梧棲分行 04-26565111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加工出口區建五路二號 

臺灣銀行太平分行 04-22736666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一四六號 

臺灣銀行德芳分行 04-24853280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六三號 

臺灣銀行臺中科學園區分

行 04-25658111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2 樓之 5 

臺灣銀行北臺中分行 04-22077412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369 號 1 樓、2 樓、3 樓 

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04-2258961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９９號１樓（A

棟） 

臺灣銀行臺中國際機場分

行 04-26152668 臺中市沙鹿區中航路 1 段 168 號 

臺灣銀行臺中精密園區分

行 04-23554777 臺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17 號 2 樓 

TOP▲  

  



 

  ▍雲嘉南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臺南分行 06-2160168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１５５號 

臺灣銀行嘉義分行 05-2224471 嘉義市中山路三○六號 

臺灣銀行新營分行 06-6351111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十號 

臺灣銀行斗六分行 05-5324155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二十七號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 06-229218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２４０號 

臺灣銀行太保分行 05-3620016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一路東段二號 

臺灣銀行永康分行 06-3125411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五一三號 

臺灣銀行安南分行 06-3555111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 2 段 298 號 

臺灣銀行臺南科學園區分行 06-5051701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十五號一樓 

臺灣銀行虎尾分行 05-6337367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三六九號 

臺灣銀行嘉北分行 05-2718911 嘉義市忠孝路６０２號 

臺灣銀行仁德分行 06-2492389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 2 段 899 號 

臺灣銀行臺南創新園區分行 06-3842585 臺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大道 18 號 

臺灣銀行嘉南分行 05-2348686 嘉義市中興路 353 號 

臺灣銀行南都分行 06-2219999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80 號 

臺灣銀行六甲頂分行 06-2810991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 41 號 

TOP▲  

  



  ▍高屏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高雄分行 07-251513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二六四號 

臺灣銀行屏東分行 08-7328141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四十三號 

臺灣銀行高雄加工出口區分行 07-8215141 高雄市前鎮區高雄加工出口區中一路一號 

臺灣銀行鳳山分行 07-7416131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２０號 

臺灣銀行左營分行 07-5819141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十九號 

臺灣銀行前鎮分行 07-8115171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１之３號 

臺灣銀行鼓山分行 07-5218291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二十三號 

臺灣銀行三民分行 07-312714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五六七號 

臺灣銀行岡山分行 07-6216141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十六號 

臺灣銀行新興分行 07-2384611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一三三號 

臺灣銀行苓雅分行 07-3358700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二六一號 

臺灣銀行三多分行 07-3349341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一四二號 

臺灣銀行潮州分行 08-7883084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１３之２號 

臺灣銀行楠梓分行 07-3532115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201 號 

臺灣銀行大昌分行 07-389103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５４０號 

臺灣銀行五甲分行 07-7170730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一六八號 

臺灣銀行博愛分行 07-5567690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三九四號 

臺灣銀行中庄分行 07-7038838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三三九號 

臺灣銀行東港分行 08-8323131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街１０５號一至三樓 

臺灣銀行小港分行 07-8010399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410 號 

臺灣銀行中屏分行 08-7677001 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九號 

臺灣銀行屏東農科園區分行 08-7626611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農科路 23 號 

臺灣銀行高雄國際機場分行 07-8017564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二號國際航廈一樓 

臺灣銀行高雄科學園區分行 07-6955268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路 23 號 1 樓 

臺灣銀行高榮分行 07-3432258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 415 號 

臺灣銀行北高雄分行 07-5581900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06 號 

臺灣銀行成功分行 07-2512031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61 號 

臺灣銀行五福分行 07-7271606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2 號 

臺灣銀行仁武分行 07-3752999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 139 號 

TOP▲ 



  ▍宜花東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花蓮分行 03-8322151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三號 

臺灣銀行宜蘭分行 03-9355121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南路 50 號 

臺灣銀行臺東分行 089-324201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 1 段 373 號 

臺灣銀行羅東分行 03-9576866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68號、70號一樓、二樓 

臺灣銀行蘇澳分行 03-9962566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１段９７號 

臺灣銀行北花蓮分行 03-8361163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281 號一、二樓 

TOP▲ 



  ▍外島           TOP▲ 

金融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臺灣銀行澎湖分行 06-9279935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二十四號 

臺灣銀行金門分行 082-333711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四號 

臺灣銀行馬祖分行 0836-26046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二五八號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