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名稱 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總行 許峻誠 02-25362951 chb130622@chb.com.tw

總行 曾心怡 02-25362951 chb155105@chb.com.tw

北一區營運處 王世傑 02-23973801 wsc5099@chb.com.tw

北二區營運處 姜玉英 02-22401223 chb077208@chb.com.tw

中區營運處 林啟源 04-22601588 richlin@chb.com.tw

南區營運處 陳世恭 07-5219123 chb144065@chb.com.tw

營業部 柯長 04-22230001 chb2200@chb.com.tw

吉林分行 張佳卿 02-25626151 chb3003@chb.com.tw

城內分行 徐秀松 02-23113791 chb3010@chb.com.tw

北臺中分行 施志強 04-22011122 chb4004@chb.com.tw

南臺中分行 林麗靜 04-22243181 chb4011@chb.com.tw

北屯分行 林岳徵 04-22322922 chb4028@chb.com.tw

水湳分行 廖雅利 04-22969966 chb4035@chb.com.tw

南屯分行 劉許賢 04-23220011 chb4042@chb.com.tw

台中分行 楊明典 04-22650011 chb4059@chb.com.tw

基隆分行 黃雲敏 02-24233933 chb4108@chb.com.tw

仁愛分行 徐瑟霞 02-24233941 chb4115@chb.com.tw

東基隆分行 宋大嵩 02-24233861 chb4122@chb.com.tw

宜蘭分行 詹文雪 03-9352511 chb4202@chb.com.tw

羅東分行 陳志敏 03-9551171 chb4219@chb.com.tw

北門分行 陳勵生 02-25586271 chb5005@chb.com.tw

臺北分行 朱建華 02-23617211 chb5012@chb.com.tw

臺北分行 鄭志明 02-23617211 chb5012@chb.com.tw

萬華分行 薛智芳 02-23060201 chb5029@chb.com.tw

西門分行 劉靜君 02-23719271 chb5036@chb.com.tw

永樂分行 陳惠玲 02-25585151 chb5043@chb.com.tw

建成分行 張愀愔 02-25555121 chb5050@chb.com.tw

大同分行 潘怡君 02-25919113 chb5067@chb.com.tw

承德分行 李健瑜 02-28868989 chb5074@chb.com.tw

中山北路分行 林聖銘 02-25711241 chb5081@chb.com.tw

中山北路分行 鄭良傑 02-25711241 chb5081@chb.com.tw

東門分行 丁建成 02-23921241 chb5109@chb.com.tw

古亭分行 劉耀仁 02-23517211 chb5116@chb.com.tw

五分埔分行 蔡慶龍 02-27852787 chb5123@chb.com.tw

大安分行 方詩儀 02-23213214 chb5130@chb.com.tw

城東分行 歐世達 02-27153535 chb5147@chb.com.tw

城東分行 蘇濬丞 02-27153535 chb5147@chb.com.tw

中崙分行 陳玉珍 02-27312211 chb5154@chb.com.tw

雙園分行 陳雅靜 02-23042141 chb5161@chb.com.tw

士林分行 鍾秀美 02-28822354 chb5178@chb.com.tw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

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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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分行 王俊喜 02-25514256 chb5185@chb.com.tw

松山分行 胡嘉蘭 02-27625242 chb5192@chb.com.tw

忠孝東路分行 李兆堯 02-27713151 chb5203@chb.com.tw

信義分行 王兆勤 02-27039081 chb5210@chb.com.tw

東臺北分行 薛靜君 02-25704567 chb5227@chb.com.tw

民生分行 蔡佩珊 02-27121311 chb5234@chb.com.tw

民生分行 陳孟鴻 02-27121311 chb5234@chb.com.tw

西松分行 陳婉瑜 02-27639611 chb5241@chb.com.tw

復興分行 戴正權 02-27173222 chb5258@chb.com.tw

復興分行 李明蓉 02-27173222 chb5258@chb.com.tw

台北世貿中心分行 余靜怡 02-27203101 chb5265@chb.com.tw

敦化分行 周伽蓮 02-27849821 chb5272@chb.com.tw

建國分行 黃彩瑛 02-27033737 chb5289@chb.com.tw

建國分行 蘇源勝 02-27033737 chb5289@chb.com.tw

內湖分行 王曉慧 02-26590766 chb5296@chb.com.tw

天母分行 黃文河 02-28333232 chb5307@chb.com.tw

中正分行 侯玉枝 02-23560000 chb5314@chb.com.tw

仁和分行 許建興 02-27514066 chb5321@chb.com.tw

永春分行 郭秀蘭 02-27682322 chb5338@chb.com.tw

光隆分行 陳建文 02-27207678 chb5345@chb.com.tw

木柵分行 李莉 02-86617377 chb5352@chb.com.tw

新湖分行 高靜央 02-27931616 chb5369@chb.com.tw

東湖分行 朱玲芬 02-27904567 chb5376@chb.com.tw

南港科學園區分行 周弘智 02-26558169 chb5383@chb.com.tw

北投分行 張錫勳 02-28968585 chb5390@chb.com.tw

和平分行 許祐芳 02-33169009 chb5401@chb.com.tw

東興分行 謝松樺 02-21711115 chb5418@chb.com.tw

龍潭分行 黃貴英 03-4891238 chb5425@chb.com.tw

汐科分行 劉翠萍 02-21653111 chb5432@chb.com.tw

新樹分行 許紜祐 02-22086767 chb5456@chb.com.tw

立德分行 吳祥輝 02-22239888 chb5463@chb.com.tw

泰山分行 蕭富安 02-22970809 chb5470@chb.com.tw

五股工業區分行 張志偉 02-22993311 chb5487@chb.com.tw

南新莊分行 洪宣任 02-29066599 chb5494@chb.com.tw

三重埔分行 張力平 02-29733450 chb5505@chb.com.tw

北三重埔分行 連育澤 02-29823111 chb5512@chb.com.tw

新店分行 邱麗菊 02-29141650 chb5529@chb.com.tw

永和分行 潘淑卿 02-29243334 chb5536@chb.com.tw

瑞芳分行 呂英勇 02-24972860 chb5543@chb.com.tw

新莊分行 何彥玲 02-29937101 chb5550@chb.com.tw

樹林分行 林秀玉 02-26813621 chb5567@chb.com.tw

板橋分行 鍾伯岳 02-29628161 chb5574@chb.com.tw

三峽分行 張玉琦 02-26711261 chb5581@chb.com.tw

三峽分行 林姿貽 02-26711261 chb5581@chb.com.tw

福和分行 黃韋璋 02-29221171 chb5598@chb.com.tw

光復分行 鄒維章 02-29619181 chb5609@chb.com.tw



北新分行 吳秉榮 02-29131071 chb5623@chb.com.tw

南三重分行 高進成 02-29771234 chb5630@chb.com.tw

中和分行 施月滿 02-22492711 chb5647@chb.com.tw

西三重分行 顏如君 02-29820221 chb5654@chb.com.tw

汐止分行 羅玉如 02-26947878 chb5661@chb.com.tw

汐止分行 蘇郁嵐 02-26947878 chb5661@chb.com.tw

雙和分行 曾元厚 02-22259988 chb5678@chb.com.tw

淡水分行 傅世雄 02-26219998 chb5685@chb.com.tw

楊梅分行 劉怡均 03-4783391 chb5692@chb.com.tw

桃園分行 蕭光淵 03-3346130 chb5703@chb.com.tw

中壢分行 黃靜怡 03-4252101 chb5710@chb.com.tw

新竹分行 施惠云 03-5253151 chb5727@chb.com.tw

竹東分行 張麗玲 03-5962280 chb5734@chb.com.tw

苗栗分行 張惠珠 037-326455 chb5741@chb.com.tw

新竹科學園區分行 陳美君 03-5770780 chb5758@chb.com.tw

新竹科學園區分行 施宜秀 03-5770780 chb5758@chb.com.tw

北中壢分行 邱月嬌 03-4636688 chb5765@chb.com.tw

八德分行 卓雅嵐 03-3711222 chb5772@chb.com.tw

竹南分行 林逸晨 037-551751 chb5789@chb.com.tw

南崁分行 李秀玲 03-3213666 chb5796@chb.com.tw

苑裡分行 林雅雯 037-861501 chb5807@chb.com.tw

大甲分行 周佑益 04-26878711 chb5814@chb.com.tw

清水分行 何培銀 04-26225151 chb5821@chb.com.tw

豐原分行 吳金鍰 04-25269191 chb5838@chb.com.tw

東勢分行 吳玟慶 04-25877160 chb5845@chb.com.tw

霧峰分行 許明德 04-23393567 chb5852@chb.com.tw

大雅分行 柳翠亮 04-25665500 chb5869@chb.com.tw

沙鹿分行 洪錫堯 04-26358599 chb5876@chb.com.tw

太平分行 陳培元 04-22736789 chb5890@chb.com.tw

草屯分行 吳進益 049-2338101 chb5901@chb.com.tw

南投分行 蔡奇芳 049-2226171 chb5918@chb.com.tw

埔里分行 洪靖惠 049-2983983 chb5925@chb.com.tw

水裡坑分行 陳榮燁 049-2772121 chb5932@chb.com.tw

大肚分行 宋三賢 04-26983711 chb5963@chb.com.tw

青埔分行 邱慧君 03-2876680 chb5970@chb.com.tw

竹北分行 黃雅慧 03-5526898 chb5987@chb.com.tw

彰化分行 洪愛惠 04-7242101 chb6006@chb.com.tw

鹿港分行 范美玲 04-7773311 chb6013@chb.com.tw

員林分行 黃相垂 04-8322101 chb6020@chb.com.tw

溪湖分行 游震烝 04-8853471 chb6037@chb.com.tw

北斗分行 吳明軒 04-8882811 chb6044@chb.com.tw

西螺分行 林承興 05-5863611 chb6051@chb.com.tw

和美分行 陳美菊 04-7579696 chb6068@chb.com.tw

大里分行 張淑慧 04-24181558 chb6075@chb.com.tw

二林分行 陳益民 04-8950011 chb6099@chb.com.tw

斗六分行 張曉萍 05-5324116 chb6100@chb.com.tw



斗南分行 陳建穆 05-5974191 chb6117@chb.com.tw

虎尾分行 李筱薇 05-6322561 chb6124@chb.com.tw

北港分行 林政鋒 05-7836121 chb6131@chb.com.tw

大林分行 盧彥碩 05-2653221 chb6204@chb.com.tw

嘉義分行 林勝豊 05-2278141 chb6211@chb.com.tw

東嘉義分行 鄭淑鈴 05-2712811 chb6228@chb.com.tw

新營分行 李宛曄 06-6323871 chb6235@chb.com.tw

永康分行 王俊雄 06-2545386 chb6242@chb.com.tw

歸仁分行 陳麗雯 06-2391711 chb6266@chb.com.tw

台南分行 黃金煥 06-2221281 chb6402@chb.com.tw

延平分行 黃于真 06-2254161 chb6419@chb.com.tw

西台南分行 陳佳何 06-2235141 chb6426@chb.com.tw

東台南分行 王姿分 06-2267141 chb6433@chb.com.tw

南台南分行 陳麗文 06-2263181 chb6440@chb.com.tw

安南分行 梁月瑜 06-3556111 chb6457@chb.com.tw

旗山分行 陳東志 07-6615481 chb6506@chb.com.tw

岡山分行 蘇志榮 07-6216111 chb6513@chb.com.tw

鳳山分行 張榕殷 07-7470101 chb6520@chb.com.tw

高雄分行 陳俊汎 07-3361620 chb8119@chb.com.tw

七賢分行 謝南輝 07-2361191 chb8126@chb.com.tw

鹽埕分行 簡福興 07-5313181 chb8133@chb.com.tw

東高雄分行 陳建傑 07-2217741 chb8140@chb.com.tw

南高雄分行 康憲鏜 07-7158000 chb8157@chb.com.tw

北高雄分行 謝育儒 07-3662566 chb8164@chb.com.tw

三民分行 吳青鴻 07-2918131 chb8171@chb.com.tw

前鎮分行 楊正坤 07-3344121 chb8195@chb.com.tw

九如路分行 郭淑惠 07-3123101 chb8206@chb.com.tw

新興分行 陳杏綺 07-2222200 chb8213@chb.com.tw

苓雅分行 黃喜煌 07-3353171 chb8220@chb.com.tw

大順分行 張燕玲 07-7715101 chb8237@chb.com.tw

博愛分行 洪富寅 07-5545151 chb8244@chb.com.tw

左營分行 傅俊源 07-3436269 chb8251@chb.com.tw

屏東分行 陳桂萱 08-7342705 chb8300@chb.com.tw

東港分行 郭子安 08-8351521 chb8317@chb.com.tw

潮州分行 陳重年 08-7883911 chb8324@chb.com.tw

恆春分行 許美秀 08-8899665 chb8348@chb.com.tw

花蓮分行 李明德 03-8323961 chb8404@chb.com.tw

臺東分行 王小蓮 089-324311 chb8508@chb.com.tw

思源分行 吳建融 02-29967137 chb9269@chb.com.tw

土城分行 徐欣煒 02-22691155 chb9283@chb.com.tw

北桃園分行 彭鳳蘭 03-3320743 chb9290@chb.com.tw

新明分行 賴志龍 03-4941571 chb9301@chb.com.tw

埔心分行 梁文怡 03-4824935 chb9318@chb.com.tw

西屯分行 卓瑞賢 04-23593435 chb9332@chb.com.tw

大發分行 蘇盈璋 07-7824356 chb9349@chb.com.tw

東林口分行 陳浡穎 03-3975555 chb9356@chb.com.tw



新林口分行 楊雯蘭 02-26085185 chb9363@chb.com.tw

土庫分行 謝孟宏 05-6621116 chb9523@chb.com.tw

路竹分行 孫壽延 07-6972151 chb9547@chb.com.tw

蘇澳分行 游玉萍 03-9961116 chb9554@chb.com.tw

北台南分行 林玫君 06-2523450 chb9561@chb.com.tw

潭子分行 賴朝寅 04-25322234 chb9603@chb.com.tw

北嘉義分行 顏魁治 05-2342166 chb9610@chb.com.tw

北新竹分行 陳玉梅 03-5339651 chb9627@chb.com.tw

建興分行 李雪紅 07-3896789 chb9634@chb.com.tw

三和路分行 林炳辰 02-22871441 chb9641@chb.com.tw

吉成分行 劉水金 02-22189001 chb9658@chb.com.tw

林口分行 范揚昇 02-26010711 chb9689@chb.com.tw

江翠分行 陳依琳 02-22591001 chb9696@chb.com.tw

長安東路分行 王登義 02-25230739 chb9714@chb.com.tw

晴光分行 高廣莉 02-25950551 chb9721@chb.com.tw

大直分行 賴致廷 02-25337861 chb9738@chb.com.tw

松江分行 陳明斌 02-25024923 chb9752@chb.com.tw

西內湖分行 魏振宇 02-27978966 chb9790@chb.com.tw

南港分行 施英珠 02-27833456 chb9801@chb.com.tw

中港分行 張家銘 04-23271717 chb9818@chb.com.tw

蘆洲分行 廖芳蘭 02-22851000 chb9832@chb.com.tw

中華路分行 盧靜姿 06-3125318 chb9849@chb.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