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 2023/3/31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1 104 台北五信 台北市 大同區 台北市民生西路228號  [總社騎樓] 1 [02]2555-1151 陳文祥

20230331 2 114 基隆一信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32號[松山分社] 1 [02]2528-6919 轉102 廖副理

20230331 3 215 花蓮一信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5號 [仁武分社]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4 215 花蓮一信 高雄市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61號 [橋頭分社]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5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中正路1段11號（義吉商店） 1
營業時間：(02)26252005資訊室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6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水源街1段145號（寶吉商店） 1
營業時間：(02)26252005資訊室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7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中山北路1段57號（水碓分社） 1
營業時間：(02)26219622林家聖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

20230331 8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淡金路3段353號（義山分社） 1
營業時間：(02)26219061高伯慈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9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五股區 成泰路3段571號（成州分社） 1
營業時間：(02)82952929黃明德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10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民權路105號（竹圍分社） 1
營業時間：(02)28091221吳青芳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11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萬里區 萬里加投213-2號（萬金分社） 1
營業時間：(02)24989333許耀仁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12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淡水區 中山北路2段375號（淡水區公所） 1
營業時間：(02)26252005資訊室

非營業時間：(06)2912111南資中心

20230331 13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新莊區 中平路299號（新莊分社） 1
營業時間：(02)29985151陳丁鴻

非營業時間：(06)2912112南資中心

20230331 14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泰山區 明志路2段119號（泰山分社） 1
營業時間：(02)29099333洪建偉

非營業時間：(06)2912112南資中心

20230331 15 120 淡水信用 新北市 林口區 佳林路161號（林口分社）
營業時間：(02)26018515曾世坤

非營業時間：(06)2912112南資中心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16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馬偕淡水分院]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17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馬偕商店街]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18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馬偕急診室]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19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馬偕批價處]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0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131號 [海中天餐廳]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1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99號[鄧公國小 ]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2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201號 [淡水漁會]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3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307號[國立淡水商工] 1
營業時間：[02]2621-121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4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42號[馬偕護專] 1
營業時間：[02]2636-212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5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46號[馬偕醫學院] 1
營業時間：[02]2636-2121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6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336號 [麗景山水社區] 1
營業時間：[02]2610-2727              非營

業時間：[02]2625-2933

20230331 27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1段125號[微笑莊園社區]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28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91之2號[板橋分社] 1 [02]89612929 許錦燦

20230331 29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80號[林口分社] 1 [02]26080222 鄭榮昌

20230331 30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07號[摩天31社區]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1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4段499號[聖約翰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1 [02]26211211 張羽琇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32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4段499號[聖約翰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3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156號[頂好超市]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4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8號1樓[名統百貨]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5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83號3樓[家樂福淡新店]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6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3段150號[海洋技術學院]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7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真理大學]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8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83號[福容飯店]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39 119 淡水一信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63號[金色水岸] 1 [02]26211211 張羽琇

20230331 40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5號 [營業部] 1 [03]936-2151  吳芷凌

20230331 41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7號 [復興分社] 1 [03]936-1171  陳清泉

20230331 42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市宜興路二段33號 [東門分社] 1 [03]935-3821  林永欽

20230331 43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頭城鎮 頭城鎮開蘭路194-1號 [頭城分社] 1 [03]978-2301  許湘怡

20230331 44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礁溪鄉 礁溪鄉中山路一段243號[礁溪分社] 1 [03]988-9119  林順壕

20230331 45 124 宜蘭信用 宜蘭縣 冬山鄉 冬山鄉山路5段208號[冬山分社] 1 [03]955-7151  鄧雅云

20230331 46 127 桃園信用 桃園縣 桃園市 桃園市中正路133號 [營業部] 1 [03]332-1100 轉101 徐傳森

20230331 47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中正路133號[營業部] 1 [03]3321100＃107 呂榮杰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48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昆明路35號[大林分社] 1 [03]3624846 鍾麗祝

20230331 49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中正路357號[永興分社] 1 [03]3381155 陳美鳳

20230331 50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育樂街61號[南華分社] 1 [03]3354703 吳惠君

20230331 51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介壽路117號[介壽分社] 1 [03]3617888 鄭莉容

20230331 52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中山路599號[中山分社] 1 [03]2205563 李春峰

20230331 53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永安路598號[永安分社] 1 [03]3570345 徐蕙珍

20230331 54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區大興路156號[會稽分社] 1 [03]3550947 何孟雪

20230331 55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蘆竹區 蘆竹區大竹路506號[莊敬分社] 1 [03]3134123 胡家平

20230331 56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八德區 八德區廣福路127號[大湳分社] 1 [03]3775646 邱麗玉

20230331 57 127 桃園信用 桃園市 蘆竹區 蘆竹區南竹路1段89號[南崁分社] 1 [03]3214100 楊秋萍

20230331 58 130 新竹一信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214巷50號[延平分社] 1 [03]5220059 吳秀雄

20230331 59 130 新竹一信 新竹市 香山區 新竹市大庄路37號[南香山分社] 1 [03]5302172 蔡嘉恩

20230331 60 130 新竹一信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建功路48號[建功分社] 1 [03]5726112 陳彥郎

20230331 61 130 新竹一信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延平路三段675號[南寮分社] 1 [03]5364477 葉傳枝

20230331 62 130 新竹一信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市博愛街435號[竹北分社] 1 [03]5552052 鄭國欽

20230331 63 130 新竹一信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市中正西路245號[新社分社] 1 [03]5538868 謝慧蓉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64 130 新竹一信 新竹縣 芎林鄉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648號[芎林分社] 1 [03]5925592 姜次郎

20230331 65 130 新竹一信 新竹縣 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鄉寶新路1段78號[寶山分社] 1 [03]5205152 郭聖益

20230331 66 130 新竹一信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興安路136號[平鎮分社] 1 [03]4393519 蔡文章

20230331 67 130 新竹一信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457號[楊梅分社] 1 [03]4882511 蔡宗和

20230331 68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西門街16號 [市中分社] 1 [03]525-3011 林思良

20230331 69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民生路233號 [民生分社] 2 [03]532-5161 李祥棟

20230331 70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北大路282號 [營業部] 2 [03]526-3192 黃錦發

20230331 71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中正路313號 [中正分社] 1 [03]533-3165 孫文津

20230331 72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南街48號 [東南分社] 1 [03]523-0105 黃福億

20230331 73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林森路302號 [西門分社] 1 [03]526-5192 黃銘燦

20230331 74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455號 [東光分社] 1 [03]578-4851 馮清盛

20230331 75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牛埔南路67號 [香山分社] 1 [03]530-7161 王崑福

20230331 76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403號 [延平分社] 1 [03]528-0868 鄭雅仁

20230331 77 132 新竹三信 新竹市 新竹市光華東街54號 [光華簡易型分社] 1 [03]542-9555 洪友龍

20230331 78 132 新竹三信 新竹縣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6號 [新豐分社] 2 [03]557-9388 張淑貞

20230331 79 132 新竹三信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197號 [竹北分社] 2 [03]656-6111 黃建華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80 132 新竹三信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120號 [六家簡易型分社] 1 [03]550-9055 呂紹祺

20230331 81 132 新竹三信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205號 [竹南分社] 2 [03]755-2366 蔡元凱

20230331 82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五權西路2段623號 [南屯分社騎樓] 2 [04]2389-3176  傅滄洲

20230331 83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北區 台中市大雅路506號 [水湳分社自動服務區] 2 [04]2297-4356  江獻仲

20230331 84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黎明路1段154號 [中和分社騎樓] 2 [04]2470-0351  羅傑

20230331 85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北屯區 台中市昌平路2段146號 [松竹分社騎樓] 1 [04]2422-2780  陳明松

20230331 86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南區 台中市復興路3段156號 [東南分社騎樓] 2 [04]2224-1136  林育光

20230331 87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向上路1段570號 [向上分社騎樓] 1 [04]2320-0980  林柔均

20230331 88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中興路2段197號 [大里分社騎樓] 1 [04]3705-0717  朱鴻亭

20230331 89 146 台中二信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路3段39-1號 [西屯分社騎樓] 1 [04]3703-2277  陳素卿

20230331 90 216 花蓮二信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32之5號  [大里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91 216 花蓮二信 台中市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136號 [太平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92 216 花蓮二信 台中市 大雅區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二段88、90號 [大雅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93 216 花蓮二信 台中市 烏日區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37、439號 [烏日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94 216 花蓮二信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333之1、335號 [公益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95 158 彰化一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光華里中華路104號 [營業部] 2 [04]725-3825  賴協河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96 158 彰化一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福安里曉陽路62號[曉陽分社] 1 [04]725-8025  李連松

20230331 97 158 彰化一信 彰化縣 員林鎮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286號[員林分社] 1 [04]839-7989  蕭文溟

20230331 98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86號[營業部] 3 [04]7248031 洪伯瑜

20230331 99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36號[車路口分社] 2 [04]7231133 劉鎮彰

20230331 100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民族路520號[觀音亭口分社] 2 [04]7242192 黃韋棟

20230331 101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01號[華陽分社] 2 [04]7240216 鄭峰欣

20230331 102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永樂路22號[和美分社] 2 [04]7561121 李鳳萍

20230331 103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332號[花壇分社] 2 [04]7869400 曾重智

20230331 104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257號[伸港分社] 2 [04]7988276 王啟勝

20230331 105 162 彰化六信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350號[秀水分社] 2 [04]7683976 梁東昇

20230331 106 165 鹿港信用 彰化縣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三段266號 1 [04]7700700   吳居財

20230331 107 165 鹿港信用 彰化縣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323號 1 [04]8852788   施今端

20230331 108 178 嘉義三信 嘉義縣 中埔鄉 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五段953號[中埔分社] 1 [05]2396651 蕭經理永成

20230331 109 178 嘉義三信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公明路300號[忠孝分社] 1 [05]2275105 陳經理慧珍

20230331 110 178 嘉義三信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林森東路396號[美源分社] 1 [05]2754906 林經理群超

20230331 111 178 嘉義三信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新生路673號[新生分社] 1 [05]2773419 李經理炳鍵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112 178 嘉義三信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民生南路387號[民生分社] 1 [05]2841090 林經理德昆

20230331 113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山路473號 [營業部]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4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華路469號 [中華分社]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5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美路258號 [美崙分社] 2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6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華路180號 [信義簡易型分社]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7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明禮路131號 [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8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府前路19號 [花蓮地方稅務局]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19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壽豐鄉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52號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壽豐分

院]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20 215 花蓮一信 花蓮縣 吉安鄉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284號 [慶豐簡易型分社] 1 [03]833-6111 轉2201  廖眾峰

20230331 121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光復街36號 [營業部] 2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2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山路344號 [中山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3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福路232號 [主里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4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美路240號 [美崙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5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正路58號 [中正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6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山路739、741號 [富國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7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明心街1之16號3樓 [富邦證券收付處]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128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山路418號 [花蓮高商]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29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1號 [慈濟大學]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0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慈濟醫院]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1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介仁街176號 [慈濟中學]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2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吉安鄉 吉安鄉中華路二段79號 [田蒲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3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吉安鄉 吉安鄉自強路558號 [建國分社] 2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4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壽豐鄉 壽豐鄉中山路六段26、28號 [壽豐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5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玉里鎮 玉里鎮民族街8、10號 [玉里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6 216 花蓮二信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中央路3段707號[慈濟醫院急診、門診室] 2 [03]8351161#208 劉志浩

20230331 137 216 花蓮二信 台東縣 台東市 台東市中興路1段560號[私立公東高工] 1 [03]8351161#208 劉志浩

20230331 138 216 花蓮二信 台東縣 台東市 台東市光明路59、61號 [台東分社] 1 [03]835-1167 轉208   劉襄理

20230331 139 222 澎湖一信 澎湖縣 馬公市 中華路56-5號 [澎湖一信營業部] 1 [06]926-3148  葉家惠

20230331 140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大仁街9號  [陽明分社-營業廳內] 1
莊麗滿    公司：[06]926-1321

                    0963-221586

20230331 141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民生路10號  [民生分社-營業廳內] 1
陳素敏    公司：[06]927-9666

                    0922-157198

20230331 142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文學路240號  [漁港分社-營業廳內] 1
廖啟昌    公司：[06]921-3161

                    0933-695789

20230331 143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路150號  [中興分社-營業廳內] 1
王紫竹    公司：[06]927-6131

                    0955-541135



更新日期 序號 代號 信合社 縣市別 區域別 設置地址[含分社名稱、學校、醫院名稱等特定地點說明] 台數 設置地點聯絡電話與聯絡人

20230331 144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鎮港里1682號  [澎南分社-營業廳內] 1
蔡秀華    公司：[06]995-2232

                     0958-736758

20230331 145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湖西鄉 湖西村62-3號  [湖西分社-營業廳內] 1
林健鈺    公司：[06]992-2992

                    0933-695442

20230331 146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白沙鄉 赤崁村362號  [白沙分社-營業廳內] 1
涂美英    公司：[06]993-2431

                    0912-103710

20230331 147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西嶼鄉 池東村1號  [西嶼分社-大門口圍牆內] 1
宋萬得    公司：[06]998-3011

                    0937-604166

20230331 148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湖西鄉 隘門機場內 [立榮航空公司櫃台對面] 1
楊雯君    公司：[06]927-3821

                    0922-745590

20230331 149 223 澎湖二信 澎湖縣 馬公市 文學路240號 [總社-營業廳內] 1
楊雯君    公司：[06]927-3821

                    0922-745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