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銀行就學貸款戶資料異動通知書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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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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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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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ail address

□ 取消寄送
戶）

日

融6-1G(10109版)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為基本應附文件

請附身分證影本
（請依承貸分行一覽表寄送）
備註：1.請附更名後載有記事欄之戶籍謄本。
2.持有本行存款帳戶申請更名者，請親自攜帶身
分證及新、舊印鑑，臨櫃辦理印鑑變更手續。
請附更號後載有記事欄之戶籍謄本

公司

□ 恢復寄送

手機
（限為月繳且未辦理自動授扣之非逾期

□ 休、退學 □ 提前畢業或退伍 □
請附證明文件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承貸分行一覽表（其他詳情請至本行就學貸款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查詢）
查詢）
其

他

分行名稱
郵遞區號及地址
基隆分行 2024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6 號
木柵分行 11652 台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一段 145 號
板橋分行 22055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1 號
三重分行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39 號
新莊分行 24241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85 號
五股分行 24873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四段 42 號
淡水分行 25151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93 號
蘆洲分行 24760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50 號
中壢分行 32041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 580 號
新竹分行 30042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 29 號
苗栗分行 36043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510 號
臺中分行 40342 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140 號
健行分行 40044 台中市中區中正路 144 號
霧峰分行 41341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838 號
臺中港分行 43542 台中市梧棲區四維路 2 號
大甲分行 43741 台中市大甲區民生路 61 號
大里分行 41266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481 號
彰化分行 50045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 130 號
中興新村分行 54044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 11 號
嘉義分行 60041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 306 號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一路
太保分行 61249 東段
2號
斗六分行 64047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 27 號
虎尾分行 63246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 369 號
臺南分行 70046 台南市中區府前路一段 155 號
新營分行 73049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10 號
永康分行 71052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 513 號
鳳山分行 83064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20 號
屏東分行 90075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43 號
宜蘭分行 26044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南路 50 號
花蓮分行 97016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 3 號
臺東分行 95043 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 313 號
澎湖分行 88041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 24 號
金門分行 89148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 4 號
馬祖分行 20941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257 號

電 話
轄辦地區或學校
02-24247113
基隆市
02-86615115
華梵大學
02-29680172
新北市
02-29719621
醒吾高中、醒吾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
02-22056699
輔仁大學、龍華科大、明志科大、光啟高中
02-22936699
聖心女中
02-26281111
淡江大學、真理大學、聖約翰科大、
02-82868686
景文科大、徐滙中學、三民高中
03-4252160
桃園縣
03-5266161
新竹縣
037-326791
苗栗縣
04-22224001
臺中市
04-22242141
中台醫護、中國醫藥大學
04-23302216
朝陽科大、亞洲大學、明台高中、霧峰農工
04-26562311
原臺中縣學校
04-26868111
致用高中、大甲高工
04-24180211 大明高中、僑泰高中、青年高中、立人高中、
國立大里高中、修平科大、縣立大里高中
04-7225191
彰化縣
049-2332101
南投縣
05-2224471
嘉義縣
稻江科技、萬能工商、弘德工商、東石高中、
05-3620016 新港藝術高中
05-5324155
雲林縣（不含虎尾地區學校）
05-6337367 虎尾科大、虎尾高中、虎尾農工、大成商工、揚子中學
06-2160168
臺南市
06-6351111
原臺南縣學校
06-3125411 南大附中、大灣高中、永仁高中、聖功女中、
崑山高中、臺南高工、崑山科大、臺南科大
07-7416131
原高雄縣學校
08-7328141
屏東縣
03-9355121
宜蘭縣
03-8322151
花蓮縣
089-324201
臺東縣
06-9279935
澎湖縣
082-333711
金門縣
0836-26046
馬祖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