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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在「深化客戶經營」、「提升理財業務團隊職能」及「

推展差異化產品與服務」三大策略帶動下，致力於提供財富管理

客戶最好的理財服務，特別成立「投資研究團隊」，以客觀、專

業角度，提供金融市場研究與分析，大幅加強理財服務的廣度與

深度；同時，更建立一套完整的銷善前、中、後風控機制，在客

戶進行投資時提供周全的風險控管，加強把關守護客戶資產。

為讓服務品質與時俱進，我們更正式成立了「國泰財富管理金融

學院」，整合國泰金融集團教育訓練的資源，支援理專全方位的

進修，激勵理專持續充實專業知能，提供財管客戶更卓越、適切

的金融服務。

香港分行

國泰世華銀行(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

馬尼拉分行 

納閩島分行 

越南茱萊分行 

胡志明市辦事處 

雅加達辦事處

新加坡分行

仰光辦事處

泰國曼谷辦事處

永珍分行 

河內辦事處

青島分行 

上海分行

上海閔行支行

上海自貿試驗區支行

上海嘉定分行

03 04

我們超過165家分行的服務據點遍布全臺，

海外另有11家分(支)行及5家代表人辦事處，

加上廣佈臺灣地區的ATM及無國界的網路

與行動金融服務，建構出綿密便利的理財網

絡。兩岸三地更是我們積極開發的市場，透

過分行據點加強服務個金/企金客戶，提供

跨境金流整合服務，方便您運籌帷幄。

擁有金控資源的優勢，我們將持續提供更優

質的金融產品及服務，與您攜手，前進更豐

盈的人生。



榮獲《財訊》2016財富管理大調查

「最佳財富管理獎」及「最佳人氣獎」

榮獲遠見雜誌 - 財管銀行形象 - 財金管理五星首獎

榮獲讀者文摘-信譽品牌獎 -「財富管理銀行類金獎」

榮獲今周刊

- 財富管理銀行暨證券評鑑 -「最佳理專團隊獎」

- 2015銀行品牌獎 「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賞」第二名

榮獲亞洲銀行家雜誌(The Asian Banker)

「2015台灣最佳消費金融銀行」第三名

榮獲The Asset - Triple A

「最佳財富經理人獎–高度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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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效結合國泰金控的豐富資源，並透過專業的投

資顧問群，提供即時的市場資訊及宏觀的研究報告，

讓您不錯失任何投資良機。

成為國泰世華銀行尊貴理財貴賓，將享有涵蓋銀行、

投資、信託、保險、證券、稅務等一次購足的全方位

金融服務。

整合金控資源，全方位管理您的財富

為了提供多樣化的投資選擇及一次購足的理財服務，

讓您靈活運用每筆資金，創造最大獲利空間，我們提

供商品服務如下：

多元化理財商品，滿足您各階段理財需求

根據您個人的理財需求與投資性向，為您規劃

資產配置及短、中、長期的投資理財計劃，並

客觀分析趨勢，協助您及時調整，掌握理財先

機。

量身訂做的財務規劃

國泰證券及國泰期貨提供證券與期貨等金融商

品的專業服務，讓您理財投資更得心應手。

證券期貨規劃

理財顧問及國泰金控旗下專業團隊，以豐富

的稅務知識及多元的金融商品，協助您有效

節稅。

節稅規劃

由理財顧問與專業的信託人員共同協助您透過

信託方式處理財產，照顧自己與遺族、資產永

續經營及累積家庭財富等目的。

多元化創新的信託服務

結合關係企業國泰人壽及國泰產險資源，提

供您完整的保險商品及專業服務，並讓理財

顧問與保險專家共同為您及家人提供全方位

的保障。

全方位保險規劃

更完整之商品內容，請親臨本行各營業單位(各分行之聯絡地址、電話請參考本行網站)由理財顧問為您介紹，或參閱國泰世華銀行網站： 

www.cathayholdings.com/bank。本行亦將不定期提供最新商品資訊予您參考。各項商品之詳細內容，由本行理財顧問提供投資建議及協助您申購

投資商品時，以商品相關文件充分揭露商品內容、特性、所涉及風險、手續費或其他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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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信託約定未來保險金由保險公司直接交由本行管理，並由

本行依約定提供信託給付予受益人，確保受益人利益，為保險多

加一層保障。

保險金信託

買賣雙方透過訂定信託契約，由本行依契約管理買賣價金，待不

動產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再依約定撥付價金予賣方，讓買賣

雙方安心交易。

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本行「安養信託」、「子女教育及創業信託」、「股票信託」及

「遺囑信託」等商品，為您量身安排人生各階段資產處理事宜，

讓您的人生更如願圓滿。

個人信託

保障消費權益或為達到財產透明等目的，本行辦理法人信託，例︰

生前契約預收款信託、臍帶血保存費信託、禮券信託、健身中心會

員費信託及股權買賣價金信託等，提供最專業的信託服務。

法人信託



為便捷您的服務管道，網路銀行「MyVIP」專區提供訊息互動功能，讓理財顧問透

過本專區與您保持聯繫外，亦另有投資屬性分析、市場焦點分析及最新研究報告等

多樣化功能。

專屬網路銀行「MyVIP」專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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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理財客戶申辦國內外基金及投資商品，依

投資金額享手續費折扣優惠。

國內外基金、投資型商品

申購手續費優惠

凡於本行辦理外幣買賣之換匯業務，即享有優

於掛牌匯率之換匯優惠。

外幣買賣匯率優惠

本行提供保管箱服務，讓您的貴重物品獲得最

妥善的保管。

※有關保管箱服務，將依各分行所在地有無保管箱設備而有所不同。

保管箱租金優惠

權益項目

(註)

★臨櫃國內外匯款手續費或郵電費優惠實際優惠內容依收款方所在國略有不同，手續費、郵電費視為個別計算優惠次數。

★客戶臨櫃辦理下列12項(1.外幣現鈔提存匯差費用/手續費。2.新台幣兌換為外幣現鈔/外幣現鈔兌換為新台幣交易手續費。3.補印存款對帳單之手續

費。4.開立存款證明。5.印鑑掛失/變更。6.存摺、存單掛失/補發。7.晶片金融卡掛失/補發。8.光票託收費用減免：光票託收之手續費、郵電費。9.

買入旅行支票費用減免、利息、郵電費、手續費。10.開立台支或本行支票。11.轉存台支。12.外匯買賣匯率優惠)交易時，可享手續費優惠。

★客戶於本行之國內自動化通路(如：ATM、網路ATM、網路銀行及手機銀行)跨行轉帳時，享免手續費之優惠。

★客戶於享有/獲得/使用上述優惠權益時，需持續維持本行VIP/Super-VIP/Hyper-VIP等 級貴賓資格。實際優惠內容依各交易略有不同，各項優惠次數依

不同VIP等級而異及將依各營業單位公告為主。

詳細手續費優惠項目、次數及使用限制，詳見本行網站公告或理財顧問。本行保留隨時變更及中止之權利，若有異動以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臨櫃國內外匯款手續費或郵電費優惠

鑽石

5次/月

5次/月

5次/月

20次/月

白金

4次/月

4次/月

4次/月

15次/月

黃金

3次/月

3次/月

3次/月

15次/月

國內自動化通路跨行轉帳免手續費

國內ATM跨行提款免手續費 

臨櫃交易(12項)手續費優惠

依據您在本行之貴賓身分，每月可享各項交易手續費(註)減免優惠服務。

交易手續費優惠

貴賓獨享房貸利率

我們將提供您最優惠的房貸利率，另視您於本

行往來平均資產，再享房貸各階段利率減碼優

惠，往來資產愈高者，得獨享愈多減碼優惠。

家是您財富的象徵、理財的幫手更是幸福的來

源，國泰世華銀行呵護您這份珍貴的資產，為

尊貴的您量身打造專屬的房貸優惠方案，並提

供您多元化房貸商品服務，滿足您購屋置產、

投資理財等各種資金需求。

專屬房貸優惠

靈活理財型房貸

在核准的額度內，您可透過網路、臨櫃等方式，

隨時動用及清償理財貸款資金，且用多少、算多

少，不動用則不計息，將是您靈活資金運用的最

佳幫手。

快速審核服務

只要您備齊文件，我們將提供您快速申辦、優

先審核的貴賓服務。

＊本行保有申請案准駁暨申請內容修改之權利，並得依申請人收入負債

比等綜合評量審查決定核准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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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寵非凡禮遇

貴賓生日優惠

生日當月除會適時的獻上生日祝賀外，我們更

提供了生日當月專屬適用之優惠服務，以表達

本行的祝福心意。

獨享信用卡優先服務

申請本行信用卡可享有優先服務之禮遇。

專屬貴賓停車位

當您親臨本行洽辦銀行事務時，可享免費專

屬貴賓停車位，讓您能從容不迫地處理與本

行往來業務。

＊停車位服務，視各營業單位實際狀況而異。

精選貴賓回饋饗宴

不定期為您舉辦涵蓋投資、健康、生活、旅

遊、藝術、時尚、音樂、親子教育等議題之

貴賓活動，皆以您的要求及品味優先考量，

滿足您追求精緻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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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年免年費禮遇

凡符合尊貴理財客戶資格者享首年免年費優惠，

附卡免年費。(註1)

Priority Pass 全球機場貴賓室

使用日期前2個月(含當月共3個月)刷卡購買機票

或支付80%以上團費，並出示Priority Pass Card

，不限購票艙等即享免費使用新貴通Priority 

Pass全球超過850個機場貴賓各項服務。(註2)

機場外圍免費停車

刷卡支付當次80%以上之國外旅遊團費、或國際

線機票全額票款，即可享全年不限次數、每次最

多30天之國際機場外圍免費停車優惠。(註3)

尊享免費機場接送禮遇

持卡人2016年度累積刷卡滿30萬，享指定區域

至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小港機場)免

費機場接或送2趟(預約當次須使用世界卡刷國外

機票或國外團費單筆超過NT$10,000且付款成功

者)。(註4)

24小時活動預約專線：04-22061608。

預約網址：https://goo.gl/zFAwa4

頂級美食饗宴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享台北慕軒酒店「GUSTOSO」義大利餐廳、和

逸台北民生「Cozzi KITCHEN」、和逸台南館「

Cozzi KITCHEN」、和逸高雄館「THE Roof」、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探索廚房」、台中亞緻「

異料理」、台南大億麗緻「共同市場歐亞自助

餐廳」、高雄85大樓君鴻「八五百匯栢麗廳」

指定時段、餐點享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註

5&6)

75折起優惠

憑卡至台北喜來登8家餐廳享午晚餐75折優惠，

至台北文華東方酒店「雅閣」中式(午、晚餐)、

「Café Un Deux Trois」法式(午、晚餐、下午

茶)、大倉久和「歐風館」、「桃花林」、「山

里」、「珍珠酒吧」、寒舍艾麗「La Farfalla」

享85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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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卡注意事項
1.【年費】正卡年費NTD2萬，附卡免年費。正附卡年度消費達NTD80萬(含)以上者，可享次年免年費；正附卡年度消費達NTD40萬(含)

以上者，可享次年年費5折優惠(正附卡消費合併計算)。年費為預收制，若您於申辦卡片時無享有第一年免年費之資格時，本行將於您

收到卡片後次月帳單收取「世界卡年費」之金額。尊貴理財客戶第二年起的其他年費優惠辦法，請洽詢專屬理財顧問。年費優惠不適

用於聯名團體合作發行之世界卡。2.【全球機場貴賓室】世界卡年度機場貴賓室使用次數上限為20次，以正卡人ID歸戶下單卡所享之最

高免費使用次數為計算基準，附卡持卡人使用次數合併於正卡持卡人歸戶下計算。3.【機場外圍停車】每次每車僅可使用一卡免費權益

，正、附卡之優惠權益不得同時使用，且不得與各該停車場之其他優惠權益合併使用。4.【免費機場接送】年度累積消費係以「消費日

」於2016/1/1~2016/12/31之消費為計算，限一般消費，定義以網頁公告為準。正附卡消費金額及使用權益次數合併計算，且持卡人須

為接送服務搭乘乘客之一。免費機場接送需於2017/6/30前使用完畢。5.【頂級美食饗宴】優惠期限至2016/12/30。各餐廳優惠僅適用

於指定時段、指定套餐，特殊節日不適用。6.【兩人同行一人免費】每卡每日最高限折抵1套(即2人同行1人免費)，且每桌限用一卡，

每卡每日限用一次，正附卡不得同時使用。7.世界卡產品權益詳細活動內容、注意事項及使用限制，以本行官網公告為準。本行保留變

更或終止之權利。

權益手冊內容之變動與更新
本權益手冊內容本行保留隨時變更及中止之權利，若有異動以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客戶應協助配合事項
我們所提供的理財規劃建議，乃依據您提供的資料及財務需求，建議可行之投資方案，協助您做出最適合的理財規劃決定，務請

提供充分確實之相關資料與訊息。

投資理財商品之決定應依本身判斷為之，且應自行負擔投資風險及投資結果。本行及關係企業並不分擔投資風險或為任何收益保

證。故請於投資標的之運用指示前，確實詳閱該投資標的商品說明及風險預告等相關資料及其規定，以保障本身之權益。

本行費用收取說明
本行各項商品之相關手續費、管理費、轉換手續費及其他費用等，均依各商品之約定條款計收，並於您申購商品當時所親自填寫

之各式申請書(表)清楚載明。

國內外共同基金

1.申購手續費：依據投資標的之國內外發行機構所訂之投資標的銷售費率，於申購時依每次信託資金之一定百分比計收（費率：0

％∼5％）。以定期（不）定額方式投資者，信託手續費每次每筆最低新臺幣伍拾元整(或等值之外幣)，並依本信託契約之約定由

受託人按次與信託資金一併扣帳。

2.信託管理費：於民國103年1月1日（不含）前，自信託資金交付予受託人之日後滿一年起，依信託資金交付時之金額(即信託本

金)按年費率千分之二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費，每次買回最低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之外幣）；於民國103年1月1日（含）後申

購者，自信託資金交付予受託人之日後一年內，依信託資金交付時之金額(即信託本金)按年費率千分之一（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

為千分之零點五）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費，第二年起按年費率千分之二（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為千分之一）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

費，自第二年起每次買回最低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之外幣），由受託人於委託人買回時，就信託收益或信託本金中扣收；受

託人保管基金免收。

3.轉換手續費：本行每筆收取最低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之外幣），於每次申請轉換時收取；國內外發行機構如對轉換交易另

訂有轉換手續費之費率或收取方式者，另從其計費規定繳付。

國外有價證券、國外ETF及境外結構型商品

1.申購手續費：依每次信託資金之一定百分比計收（費率0%~5%）。

2.信託管理費：於民國103年1月1日（不含）前，自信託資金交付予受託人之日後滿一年起，依信託資金交付時之金額(即信託本

金)按年費率千分之二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費，每次買回最低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之外幣）；於民國103年1月1日（含）後申

購者，自信託資金交付予受託人之日後一年內，依信託資金交付時之金額(即信託本金)按年費率千分之一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費

，第二年起按年費率千分之二給付受託人信託管理費，自第二年起每次買回最低新臺幣貳佰元整（或等值之外幣），由受託人於

委託人買回時，就信託收益或信託本金中扣收。

3.申購時之通路服務費：由商品之國內外發行機構、代理機構或交易對手給付予本行，於申購時一次給付，以信託本金乘上費率

（0%~5%）計算之。

4.持有期間之通路服務費：由商品之國內外發行機構、代理機構或交易對手給付予受託人，以受託人於國內外發行機構、代理機

構或交易對手之淨資產價值乘上費率計算之。費率為0％∼1％ (年費率)。支付方式依國內外發行機構、代理機構或交易對手而有

所不同，可能採取月、季、半年、年度支付方式為之。

外幣買賣適用之匯率，以本行辦理結匯作業當時之本行牌告匯率為準。

國內外共同基金轉換時，其不同幣別間之兌換係以基金公司之作業規則所訂匯率為準。

您可能所涉風險之說明
各投資標的之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表現亦不保證最低投資收益，且商品申購者須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及投資結果。本行提供申購的

商品範圍，限已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准之相關業務，請於投資前先詳閱相關資料及規定，本行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外，商品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孳息收益等悉數歸為客戶所享有，其投資所生風險、費用及稅賦亦悉數由客戶負擔，

本行不為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

主要商品風險

國內外共同基金：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通貨膨脹風險、信用風險、貨幣風險、匯率風險、再投資風險、國家風險

、債券風險及基金解散風險等。

海外債券：信用風險、提前贖回風險、市場風險、價格/利率風險、變現/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事件風險、國家風險、交割風

險、通貨膨脹風險、稅賦風險等。

組合式商品：連結標的風險，如標的資產的市場價格風險等；其他風險，如交易提前終止致本金損失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

險、信用風險、匯兌風險、國家風險、稅賦風險、法律風險及再投資風險等。

國外ETF：當地市場風險、價格波動風險、匯兌風險、投資集中風險、相關性風險、交易對手風險、信用風險、提早收盤與停止

交易風險、流動性風險、新興市場風險、投資組合週轉風險、基金清算風險等。

國外有價證券及境外結構型商品：最低收益風險、提前贖回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匯率風險、事件風險、國

家風險、交割風險、發行機構行使提前買回債券權利風險、再投資風險、受連結標的影響之風險、通貨膨脹風險、本金轉換風險

、稅賦風險、未發行風險等。

各項投資標的所涉風險於您申購商品當時所親自填寫之各式申請書(表)清楚載明，本行理財專員將為您詳細說明。

本行推介、銷售其他機構發行商品應注意事項之說明
本行推介、銷售其他機構發行之商品，皆經檢視其內容已符合理財商品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為確保您的權益，基於銀行與消費

者間之衡平等原則，您仍應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及規定，審慎選擇商品評量自身風險承受能力，若本行推介、銷售其他機構發行之

商品，有關推銷不實商品或未善盡風險預告之爭議責任，本行當依法負責。

個人資料變更說明
為確保您能順利收到本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相關報表及各項重要通知，如欲變更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請致電本行24小時貴賓服務

專線： 0800-818-006，我們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受理客戶意見、申訴管道
為提升服務品質，若對本行商品及服務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建議，可經以下方式向本行反應：

(一)可至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或官方網站：www.cathayholdings.com/bank，留下您的寶貴意見。

(二)致電本行24小時貴賓服務專線： 0800-818-006，我們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三)親向本行各分行表達您的寶貴意見。

本行回應處理程序說明
本行將於七個營業日之內(不含受理當日)為您處理，並以親自訪問、電話說明、信件、電子郵件等方

式回應您的問題及建議。

特殊約定事項：

自動化理財服務說明

您若授權就開立於本行之存款帳戶內，約定透過自動化通路（例如：網路銀行、電話語音、行動銀行等）申請交易（申購、贖回、

轉換、轉帳、資料異動等）時，得以指定之帳號及設定之密碼，查詢往來資料、進行轉帳交易、或指示信託內容異動，惟使用相

關服務功能時，應先通過密碼檢核，證明其身份後始得進行。 

透過自動化通路之交易，限以申購人之金融卡、網路銀行、行動銀行、電話語音服務約定條款相關規定為準；申購人經確認並發

出交易訊息送達本行後即不得撤銷或更改，並同意經由自動化通路進行之申購交易，於嗣後贖回或有收益分配款項撥付時，限由

本行撥入於原申購時所指定扣帳之本人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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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嘉義分行 ★ 60048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26號           (05)227-5552 

嘉泰分行 ★ 60044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42-1號 (05)223-2466

斗六分行 ★ 64051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89號 (05)537-1321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營業部 ★ 11073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 (02)8722-6677

館前分行 ★ 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65號 (02)2312-5555

台北分行 ★ 10045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77號3樓 (02)2331-9595 

東門分行 ★ 10657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9號 (02)2703-8879 

南門分行 ★ 10093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5號 (02)2322-2777

華山分行 ★ 10053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28號 (02)2395-2121

臨沂分行 ★ 10062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71號 (02)2397-0686

大同分行 ★ 10345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50號  (02)2555-2468

建成分行 ★ 10352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6號           (02)2555-1688

松江分行 ★ 10468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28號 (02)2563-9241 

中山分行 ★ 10461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47號  (02)2591-7585

新生分行 ★ 10451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55號    (02)2562-1666

南京東路分行 ★ 10489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32號 (02)2506-1333 

大直分行 ★ 10466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589號 (02)8509-7878

民生分行 ★ 10483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 (02)2506-5166

建國分行 ★ 10488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2號 (02)2773-2200

光華分行 ★ 10417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6號 (02)2551-0168

西松分行 ★ 1057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30號 (02)2745-6199

永平分行 ★ 10596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99號 (02)8712-5510

中崙分行 ★ 1055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82號 (02)2570-5080

慶城分行 ★ 10596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8號 (02)2545-5559

城東分行 ★ 1059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02)2577-7300

三民分行 ★ 10589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5之7號 (02)2747-5688

八德分行 ★ 10566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56之1號 (02)3765-1188

光復分行 ★ 10571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99號 (02)2765-4222 

復興分行 ★ 1059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48號 (02)2721-0306 

民權分行 ★ 10542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 (02)2545-2155 

敦北分行 ★ 10548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36號   (02)2713-9911

中正分行 ★ 1069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99號  (02)2711-8168

敦南分行 ★ 1069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5號 (02)2740-8811

古亭分行 ★ 10647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49號   (02)2363-2931

信義分行 ★ 10683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32號 (02)2705-2316

大安分行 ★ 10685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3號  (02)2777-1795 

安和分行 ★ 10680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92號 (02)2325-5007

忠孝分行 ★ 1069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 (02)2772-1252

和平分行 ★ 1064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109號 (02)2365-5627

信安分行 ★ 10658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三段149號 (02)2325-5989

仁愛分行 ★ 10688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85號 (02)2752-5353

敦化分行 ★ 10669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18號 (02)2377-6999

西門分行 ★ 10846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93號 (02)2381-3188

萬華分行 ★ 10872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50號 (02)2337-7101

永春分行 ★ 11061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7號 (02)8785-6868

松山分行 ★ 1107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51號  (02)2763-3310 

世貿分行 ★ 11052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 (02)2720-9191

文昌分行 ★ 11074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557號 (02)8789-7171

蘭雅分行 ★ 11158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45號 (02)2835-5658

忠誠分行 ★ 11153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47號 (02)2873-6556

士林分行 ★ 11163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97號 (02)8861-4040

天母分行 ★ 11157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24號 (02)2871-7040 

北投分行 ★ 11263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50號 (02)2896-0399

石牌分行 ★ 11271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88號 (02)2828-6779

南內湖分行 ★ 11494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69號 (02)8792-8068

新湖分行 ★ 11490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11號 (02)8791-7088

文德分行 ★ 1146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74巷12號 (02)8792-6189

瑞湖分行 ★ 11491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292號 (02)2658-0608

東湖分行 ★ 1149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52號 (02)2631-9986

內湖分行 ★ 11493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10號 (02)2659-6899

南港分行 ★ 11568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220號 (02)2789-2345

文山分行 ★ 11648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94號 (02)8661-6262

景美分行 ★ 11674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85號 (02)2930-3088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彰化分行 ★ 50063彰化市華山路35號  (04)728-9288

彰泰分行 ★ 50062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21號 (04)722-2558

彰美分行 ★ 50059彰化市辭修路136號 (04)725-3424

秀水簡易型分行 50448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629號 (04)769-6795

員林分行 ★ 51052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30-2號  (04)832-4122

南投分行 ★ 54057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13號 (049)220-6686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東台中分行 ★ 40150台中市東區建成路735號 (04)2283-1666

國光分行 ★ 40254台中市南區國光路76號 (04)2221-3801

南屯分行 ★ 40346台中市西區五權路1-128號 (04)2371-6663

台中分行 ★ 40342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148號 (04)2223-1031 

西台中分行 ★ 40341台中市西區民權路185號 (04)2220-8937

五權分行 ★ 40360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 (04)2301-4000

中台中分行 ★ 40345台中市西區中華路一段35號 (04)2225-9111

篤行分行 ★ 40446台中市北區五權路190號 (04)2205-5858

健行分行 ★ 40459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90號 (04)2205-0867

崇德分行 ★ 40653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128號 (04)2238-9278

西屯分行 ★ 40748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26號 (04)2314-9307

中港分行 ★ 40759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600號 (04)2313-5678

水湳分行 ★ 40754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215號 (04)2297-1718

市政分行 ★ 40756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三路31號 (04)2251-9389

文華簡易型分行 40724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04)2451-7074

文心分行 ★ 40869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66號 (04)2381-3168

太平分行 ★ 41167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142號 (04)2275-2979

大里分行 ★ 41266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259號 (04)2406-5678

豐北分行 ★ 42054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60號 (04)2520-8488

豐原分行 ★ 42061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99號 (04)2528-8700 

潭子分行 42751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三段82號 (04)2531-6666

大雅分行 ★ 42866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25號 (04)2569-1155

沙鹿分行 ★ 43352台中市沙鹿區成功東街86號  (04)2665-5959

清水分行 ★ 43654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70號 (04)2623-5798 

大甲分行 ★ 43741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222-1號 (04)2686-0779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新竹分行 ★ 30044新竹市北區北大路307號 (03)524-1111 

竹科分行 ★ 30074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69號 (03)666-1666

竹城分行 ★ 30043新竹市東區民族路150號 (03)531-1122

香山分行 ★ 30094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四段582號 (03)538-0388

竹北分行 ★ 30268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7-1號 (03)657-0336

北中壢分行 ★ 32085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29號 (03)427-0355

中壢分行 ★ 32042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一段11號 (03)422-4066 

桃園分行 ★ 33066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70號                (03)335-9955 

北桃園分行 ★ 33047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48號 (03)339-8855

桃興分行 ★ 33066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69號 (03)335-6255

同德分行 ★ 33045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25號 (03)325-0567

南崁分行 ★ 33858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70號 (03)311-0355

林口分行 ★ 33377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319號 (03)327-1689

苗栗分行 ★ 36043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08號 (037)377-855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基隆分行 ★ 20041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5號 (02)2421-3898

板東分行 ★ 22067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216號 (02)8951-9355

新板分行 ★ 22065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 (02)2951-8533

板橋分行 ★ 22054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02號 (02)2965-1811

埔墘分行 ★ 22069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96號 (02)2961-8700

後埔分行 ★ 22063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60號 (02)2954-6688

華江分行 ★ 22047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6號 (02)2254-3939

汐止分行 ★ 22184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96號 (02)2641-0666

新店分行 ★ 23148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2之4號  (02)2218-4881

北新分行 ★ 23146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90號 (02)2917-3999

大坪林分行 ★ 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15號 (02)2218-9339

福和分行 ★ 23450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353-1號 (02)2924-1010

永貞分行 ★ 23446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25號 (02)2927-3300

永和分行 ★ 23445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5號 (02)2925-8861 

中和分行 ★ 23557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6號 (02)2242-2178

雙和分行 ★ 23575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02號 (02)2244-7890

連城分行 ★ 23553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36號 (02)8228-6976 

土城分行 ★ 23669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09號  (02)2273-9911

學府分行 ★ 23657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22號 (02)2266-8669

樹林分行 ★ 23844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66號 (02)2682-2988

重新分行 ★ 2416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87號 (02)2972-3329

正義分行 ★ 24147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9號 (02)2982-3131

二重分行 ★ 24159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4號 (02)2278-9999

北三重分行 ★ 24152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11號 (02)2286-1133 

三重分行 ★ 24141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二段29號 (02)2982-2101

新莊分行 ★ 24243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45號 (02)2996-8491

幸福分行 ★ 24248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92號 (02)8992-9911

新樹分行 ★ 24262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499號 (02)2208-0077

丹鳳分行 ★ 24264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38號 (02)2203-2568

新泰分行 ★ 24243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87號 (02)8201-0788

蘆洲分行 ★ 24757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79號  (02)8282-5588

淡水分行 ★ 25151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06號 (02)2620-5601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屏東分行 ★ 90074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25號 (08)733-0456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宜蘭分行 ★ 26047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105號 (03)935-8797

羅東簡易型分行 ★ 26550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57號 (03)957-7088

花蓮分行 ★ 97049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163號 (03)833-7168

台東分行 ★ 95043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258號 (089)352-211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新興分行 ★ 80054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5號 (07)227-4171

前金分行 ★ 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48號  (07)286-1720

四維分行 ★ 80247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7號 (07)331-9918

東高雄分行 ★ 80271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72號  (07)224-1531

苓雅分行 ★ 80242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9號 (07)333-8911

明誠分行 ★ 80453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37號 (07)586-7888

前鎮分行 ★ 80643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55號 (07)726-0676

南高雄分行 ★ 80658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85號 (07)338-6656

高雄分行 ★ 80757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 (07)323-7711 

大昌分行 ★ 80780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76號 (07)380-9339

左營分行 ★ 81358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6號 (07)550-7366

岡山分行 ★ 82065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28號 (07)622-6678

鳳山分行 ★ 83068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03號 (07)742-6325 

分行名稱 地       址 電       話

台南分行 ★ 70048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62號    (06)228-0171 

東台南分行 ★ 70151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395號 (06)276-1166

臨安分行 ★ 70458台南市北區臨安路二段17號 (06)258-1736

成功分行 ★ 71084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號 (06)312-0266

永康分行 ★ 71079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3號 (06)233-8077

新營分行 ★ 73065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34號 (06)632-5556

善化分行 ★ 74157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49號 (06)58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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