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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申請設立國內分公司(分社)申請表（表 1-1）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據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

檢附應備書件，申請增設國內分公司，請查照。 

說明： 

一、重要說明事項如下： 

(一)申請機構名稱：  

(二)預定設立分公司(分社)之名稱： 

(三)預定設立分公司(分社)之地址：  

(四)預定設立分公司(分社)之負責人：  

二、 

項目 附件索引 符合情形 

(一)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 

1.業主權益超過其實收資本額或基金額。 
 □符合 

□不符合 

2.最近一年內未因財務業務缺失經主管機關依本
法處分，或無違反本辦法規定之情事，或已具體
改善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符合 

□不符合 

3.無其他事實顯示有礙健全經營業務之虞或未能
符合保險政策之要求者。 

 □符合 

□不符合 

(二)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應檢附書件： 

1. 增設分公司（分社）申請表。  □符合 

□不符合 

2. 董事會（理事會）議決增設分公司（分社）之會
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3.營業計畫書，包含增設分公司（分社）之必要性
與預期效益、業務範圍、組織架構、人力配置及
招募培訓、資安管理政策等。 

 □符合 

□不符合 

4.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符合 

□不符合 

5. 公司治理執行情形之說明。  □符合 

□不符合 

6. 預定負責人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
準則之資格證明(含個人簡歷、學經歷證明文件影
本、聲明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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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代表人：         (簽名蓋章)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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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表 1-2） 

【分公司經理人、預定總經理適用】 

本人擬擔任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職務名稱) ，具備良好品德，並聲明如

下，如有虛偽，願受法律制裁：(請勾選確認) 

□ 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各款所列情事(條文內容如後

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九條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以下限預定總經理勾選) 

本人無違反「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四條第四項規定(條文內容如後

附)，又現在或未來如有兼任其他非保險相關事業職務，為落實公司治理原則及對任

職保險業善盡忠實義務，聲明如下： 

□ 本人兼任非保險相關事業之職務，並無董(理)事長、總經理或職責相當之人之權

責。 

□ 本人任職保險業期間，將落實執行利害關係人控管機制，並符合相關規定。 

□ 本人將對所任職之保險業善盡忠實義務，對於本人兼任職務之其他事業，如與

任職之保險業有利益衝突時，將以所任職保險業之利益為優先考量，並將迴避以本

人於保險業任職期間所獲知之資訊，從事與所兼職事業相關投資等交易。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蓋章)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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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申請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申請表（表 2-1）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因 OO總公司/OO分公司（分社）所在地不敷使用，爰依據保險業設立遷移

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之規定，申請增設異地辦公場所

(涉對外營業)，請查照。 

說明： 

一、重要說明事項如下： 

(一)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之使用單位：OOO分公司 OO部：  

(二)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之地址： 

(三)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之設置理由：  

(四)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之組織架構及用途： 

二、 

項目 附件索引 符合情形 

(一)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 

保險業因總公司、分公司（分社）所在地不敷使用，
而須於營業執照所載地址以外之場所辦公者，得在
國內設置異地辦公場所。 

前項異地辦公場所，限於在營業執照所載地址之同
一地區設置，並以一處為限。 

前項所稱同一地區，除臺北市及新北市、新竹縣及
新竹市、嘉義縣及嘉義市分別視為同一地區外，餘
以同一直轄市、同一市或同一縣（市）作為同一地
區。 

 □符合 

□不符合 

(二)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應檢附書件： 

1. 增設異地辦公場所(涉對外營業)申請表，包含：
預定設置之場所地址與其使用單位名稱、組織架
構及用途；設置之理由；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
事項。 

 □符合 

□不符合 

2. 董事會（理事會）會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代表人：         (簽名蓋章)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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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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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申報設立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申請表（表 3-1）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據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規

定，申報備查增設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請查照。 

說明： 

一、重要說明事項如下： 

(一)申報機構名稱：  

(二)預定設立設立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之名稱： 

(三)預定設立設立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之地址：  

(四)預定設立設立服務中心之主管(僅申請服務中心須填列)：：  

二、 

項目 附件索引 符合情形 

(一)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1. 增設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之說明，包含：
場所地址、組織架構、業務範圍及具體事實理由。 

 □符合 

□不符合 

2. 服務中心/國內機場航廈櫃檯得辦理事項： 

(1)「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所列事項(接受保戶要保之申請，
將申請文件轉送所隸屬之機構、接受保戶對保險
事項查詢之解答、將代收之保險費轉交所隸屬之
機構、接受及轉交所隸屬之機構對保戶之通知書
類、接受並轉送保險給付之申請或轉交保險給
付、置有合格登錄之業務員者，得為保險招攬業
務。但不得簽發保單或暫保單)。 

(2)核保簽署以外之核保作業。 

(3)理賠簽署以外之理賠作業。 

(4)接受保戶辦理保全或契約變更申請、將申請文
件及代收貸款之本金及利息轉送所隸屬機構。 

(5)無須核保人員簽署之保全或契約變更作業，且
不涉及款項支付核決。 

 □符合 

□不符合 

3. 啟用後十五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符合 

□不符合 

(二)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僅申請服務中心

須符合)： 

1. 保險業服務中心名稱應表明其隸屬之保險業，
並應於服務中心處所門首表明服務中心之標示。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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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置主管一人，且符合下列條件： 

(1)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各
款。 

 □符合 

□不符合 

(2)具備以下各款規定之一，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含個人簡歷、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及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A.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保
險業工作經驗四年以上，並曾擔任保險業主管
職務一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B. 保險業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並曾擔任保險業主
管職務二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C. 有其他事實足資證明其具備保險專業知識或保
險業經營經驗，可健全有效經營保險業務者。 

 □符合，具備條
件            

□不符合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代表人：         (簽名蓋章)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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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主管聲明書（表 3-2） 

 

本人擬擔任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職務名稱) ，具備良好品德，並聲明如

下，如有虛偽，願受法律制裁：(請勾選確認) 

□ 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各款所列情事(條文內容如後

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 無違反同準則第九條規定(條文內容如後附)。 

 

 

 

 

 

 

此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 明 人：        (簽名蓋章)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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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申報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申請表（表 4-1）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因 OO總公司/OO分公司（分社）所在地不敷使用，爰依據保險業設立遷移

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申報備查增設異地辦

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請查照。 

說明： 

一、重要說明事項如下： 

(一)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之使用單位：OOO分公司 OO部：  

(二)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之地址： 

(三)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之設置理由：  

(四) 預定設立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之組織架構及用途： 

二、 

項目 附件索引 符合情形 

(一)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 

保險業因總公司、分公司（分社）所在地不敷使用，
而須於營業執照所載地址以外之場所辦公者，得在
國內設置異地辦公場所。 

前項異地辦公場所，限於在營業執照所載地址之同
一地區設置，並以一處為限。 

前項所稱同一地區，除臺北市及新北市、新竹縣及
新竹市、嘉義縣及嘉義市分別視為同一地區外，餘
以同一直轄市、同一市或同一縣（市）作為同一地
區。 

 □符合 

□不符合 

(二) 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1. 增設異地辦公場所(未涉對外營業)之說明，包
含：使用單位名稱與場所地址、組織架構、用
途及具體事實理由。 

 □符合 

□不符合 

2. 啟用後十五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符合 

□不符合 

(三) 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不得移供對外營業使用，且在該場所不得有下列
各款情事： 

1. 受理客戶面對面申辦保險業務。 

2. 收取保險費或轉交保險給付。 

3. 從事電話行銷業務。 

4. 未設門禁，使客戶誤認是營業據點。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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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代表人：         (簽名蓋章)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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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申報設立非供對外營業用之場所申請表（表 5-1）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因實務作業需要，爰依據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規定，申報備查增設非供對外營業用之場所，請查照。 

說明： 

一、重要說明事項如下： 

(一) 申報機構名稱：  

(二) 預定非供對外營業用之場所名稱： 

(三) 預定設立非供對外營業用之場所地址：  

二、 

項目 附件索引 符合情形 

(一) 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1. 增設非供對外營業用之場所(電腦中心、教育
訓練中心、電話客服中心或倉庫)之說明，包含：
場所地址、組織架構、用途及具體事實理由。 

 □符合 

□不符合 

2. 啟用後十五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符合 

□不符合 

(二) 符合「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不得移供對外營業使用，且在該場所不得有下列
各款情事： 

1. 受理客戶面對面申辦保險業務。 

2. 收取保險費或轉交保險給付。 

3. 從事電話行銷業務。 

4. 未設門禁，使客戶誤認是營業據點。 

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符合 

□不符合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代表人：         (簽名蓋章)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