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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職掌及負責人姓名 

單位 單位工作職掌 主管姓名 

企業保險營業一部 負責經紀人業務行銷及推展。 吳雅瑛 

企業保險營業二部 負責一般企業體及個人業務行銷及推展。 陳國助 

企業保險營業三部 負責經紀人業務行銷及推展。 劉定青 

通路行銷部 負責通路業務行銷及推展。 林穎宏 

電子商務部 負責網路保險業務行銷及推展。 俞紀明 

個人保險營業部 負責個人保險業務行銷及推展。 楊更新 

營業拓展委員會 掌理業務行銷及推展。 何英蘭 

火險部 
負責全公司火災保險之核保準則規劃、承保、查勘、理賠及新產品之開發，

及前述業務之管理。 
葉日進 

新種險部  
負責全公司責任保險、工程保險之核保準則規劃、承保、查勘、理賠及新

產品之開發，及前述業務之管理。 
林秀娟 

傷害暨健康保險部 
負責全公司傷害險、健康險之核保準則規劃、承保、查勘、理賠及新產品

之開發，及前述業務之管理。 
盛餘祥 

水險部 
負責全公司貨物險、航船險業務之核保準則規劃、承保、理賠及新產品 

之開發，及前述業務之管理。 
胡振民 

汽車險部 
負責全公司汽車險之核保準則規劃、承保及新產品之開發，及前述業務之

管理。 
林金龍 

核保中心 負責分公司各險核保及理賠(汽車險理賠除外)，與前述業務之管理。 王伯壎 

客戶服務中心 負責客戶服務管理及汽車險理賠事宜。 楊俊彥 

士林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宋年盛 

內湖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汪慧貞 

蘭陽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張志強 

汐止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鄭慶仁 

板橋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張宏基 

雙和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王安凱 

桃園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徐慶霖 

中壢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歐陽毅 

新竹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黃榮燦 

苗栗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楊奕浩 

台中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簡國釧 

沙鹿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鄭中榮 

南投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陳宏誌 

彰化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鄭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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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賴炫坤 

嘉義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陳昭輝 

虎尾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張權德 

斗六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胡秀華 

台南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簡忠衛 

新營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楊慶文 

高雄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杜昆益 

鳳山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耿健予 

屏東分公司 掌管分公司之業務管理及地方之行銷推展。 周琪文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負責辦理境外以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財產保險、再

保險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業務。 
王伯壎 

資訊部 負責全公司資訊系統之規劃、開發、安全維護及控制。 曾國輝 

企劃部 負責全公司營運目標規劃、業績統計、績效評估、廣告文宣。 許玲溶 

精算部 
負責市場資料分析統計、新商品費率釐訂與送審、準備金提存、年度簽 

證精算報告分析編製。 
申賢英 

財務部 負責綜理全公司資金調度、保費管理、帳款支付及股務規劃。 劉崇文 

會計部 
負責全公司財務分析預測、會計作業、處理再保會計帳務、稅務規劃及編

製財務報表。 
沈欣儀 

投資部 負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及不動產買賣、非自用不動產之租賃。 黃植原 

稽核室 掌理內部稽核作業之計畫執行及評估，直接隸屬於董事會。 周賢財 

人資行政部 掌理全公司人事作業、教育訓練及總務行政，與財產管理維護。 王瑞瑜 

董事長室 輔佐董事長處理公司各項作業及專案業務之規劃與執行。 趙國華 

再保險部 負責綜理全公司再保險合約及各險臨分之安排與管控。 王建超 

風險管理部 掌理全公司風險管理計劃之執行及評估，直接隸屬於總經理。 陳文傑 

法令遵循室 

掌理全公司法令遵循制度之規劃、管理及執行，訂定年度法令遵循計畫、

管理保險法令規章變動、督導並考核各單位辦理法令遵循自行評估情形、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法令遵循之教育訓練及業務宣導等事項，並掌理全公司

內部控制制度，直接隸屬於總經理。 

林獻堂 

總經理室 處理各項專案業務之規劃與執行。 何英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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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 

單位名稱 成立日期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台北總公司 

52/05/01 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5號 11 樓 (02)2507-5335 (02)2504-6312 

資本額：新臺幣叁拾壹億伍千玖百萬元整 

公司網址：.www.skinsurance.com.tw 

免費申訴專線：0800-789-999 

北區 

內湖分公司 91/12/04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95 號 6樓 (02)2627-2026 (02)2627-1760 

中崙通訊處 93/09/01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8號 1樓 (02)2763-1999 (02)2756-4830 

士林分公司 88/12/30 112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 222 號 2樓 (02)2828-7010 (02)2828-7016 

板橋分公司 85/05/10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15 樓 (02)2254-5568 (02)2254-2941 

三重展業處 89/07/01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53 號 19 樓 (02)2985-8282 (02)2980-8383 

新莊展業處 90/01/15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49 號 4樓 (02)2277-0903 (02)2277-1635 

樹林通訊處 88/03/15 238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415 號 6樓之 1 (02)2688-3677 (02)2688-3629 

汐止分公司 90/03/01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82號 D棟 13 樓 (02)2696-0606 (02)2696-0808 

基隆通訊處 52/05/15 202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4 號 2樓 (02)2422-4191 (02)2426-3322 

七堵通訊處 96/07/02 206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 294 巷 10 號 (02)2452-4222 (02)2452-6782 

雙和分公司 91/12/04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 2號 14 樓 (02)8226-2620 (02)8226-2630 

新店通訊處 91/01/01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265 巷 7號 1樓 (02)2911-8058 (02)2911-6228

蘭陽分公司 90/10/30 265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98 號 (03)955-2640 (03)957-6733 

花蓮通訊處 67/12/05 970 花蓮市國聯一路 37號 7樓 (03)833-3008 (03)835-6639 

宜蘭通訊處 97/01/01 260 宜蘭市宜興路三段 57號 (03)928-0005 (03)928-9267 

桃竹苗區 

桃園分公司 72/05/10 330 桃園市復興路 205 號 A棟 21 樓 (03)338-4003 (03)337-0672 

南崁通訊處 90/06/28 338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一段 83 號 12 樓之 3 (03)212-0980 (03)212-0982 

中壢分公司 90/10/30 320 桃園縣中壢市環西路 121 號 9樓 A室  (03)4911-808 (03)4911-068 

楊梅通訊處 90/12 326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路 7號 (03)475-0160 (03)475-0595 

新竹分公司 70/10/20 300 新竹市民生路 192 號 5 樓 (03)533-9121 (03)532-5548 

竹北通訊處 84/08/01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829 號 1樓 (03)551-9681 (03)551-9685 

苗栗分公司 76/03/02 360 苗栗市中正路 462 號 4 樓 (037)352-311 (037)358-785 

頭份通訊處 81/07/27 351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 1192 號 8 樓 (037)689-400 (037)67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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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台中分公司 52/06/01 
404 台中市北區臺灣大道二段 340 號 12 樓 

(原地址：台中市北區台中港路一段 242 號 12 樓) 
(04)2322-1158 (04)2322-0601 

大里展業處 81/01 412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259 號 4樓 B室 (04)2406-9671 (04)2407-1429 

 太平通訊處 95/5/2 401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 410 號 (04)2211-0805 (04)2213-7364 

沙鹿分公司 88/12/30 435 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二段 609 號 (04)2662-0099 (04)2662-0022

大甲通訊處 81/07/27 437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 764 號 (04)2687-2111 (04)2687-2309 

大雅通訊處 90/06/28 428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 1187 號 4樓 (04)2565-3333 (04)2568-2057 

豐原展業處 81/07/27 420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西路 23 號 6樓 (04)2529-0748 (04)2529-0751 

南投分公司 90/10/30 540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 24 號 (049)224-5747 (049)224-5750 

草屯通訊處 81/07/27 542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 415 號 (049)232-5099 (049)232-2507 

彰化分公司 52/06/05 50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326 號 (04)724-2147 (04)724-9970 

鹿港通訊處 89/07/15 505 彰化縣鹿港鎮彰鹿路 8段 86 號 (04)775-0845 (04)774-5277  

員林分公司 90/03/01 510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二段 2號 2樓 (04)835-5151 (04)835-3214 

  溪湖通訊處 90/01/01 514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 43 號 7樓 (04)882-2060 (04)882-2169 

南區 

嘉義分公司 52/05/15 600 嘉義市民權路 427 號 5 樓 (05)225-3190 (05)224-3708 

大林通訊處 88/06 622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 673 號 5樓 (05)265-9157 (05)265-0380 

朴子通訊處 84/02/23 613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三路西段 223 號 (05)362-8181 (05)362-8180 

虎尾分公司 88/12/30 632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148 號 3樓 (05)632-1389 (05)632-4388 

北港通訊處 81/07/27 651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 66-1 號 (05)782-0423 (05)783-7786 

斗六分公司 91/12/04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203 號 5樓 (05)535-2412 (05)535-2415 

西螺通訊處 97/09/01 648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東路 1號 4樓 (05)588-2511 (05)588-2500 

台南分公司 70/10/20 700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 32 號 12 樓 (06)227-1313 (06)228-6605 

仁德通訊處 85/12/16 717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136 號 (06)270-9921 (06)279-6451 

運河通訊處 91/01/01 700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307 號 15 樓 (06)228-7808 (06)226-8894 

永康通訊處 90/12/15 710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389 號 (06)205-1117 (06)205-1010 

新營分公司 90/03/01 730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10 號 5樓 (06)635-6569 (06)633-4815 

佳里通訊處 83/03/04 722 台南市佳里市佳東路 261 號 (06)721-0046 (06)721-1352 

高鳳屏區 

高雄分公司 55/12/07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54 號 12 樓 (07)235-3197 (07)237-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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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賢通訊處 89/07/01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251 號 11 樓 (07)238-3531 (07)238-3532 

澎湖通訊處 89/06/15 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244 號 3樓 (06)926-1091 (06)926-3549 

台東通訊處 74/05/01 950 台東市更生路 337 號 4 樓 (089)310-707 (089)318-420 

北高展業處 88/04/01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54 號 6F (07)238-6006 (07)238-2205 

岡山通訊處 73/05/01 820 高雄市岡山區民族路 141 號 1F (07)626-5660 (07)626-5630 

鳳山分公司 90/03/01 830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224 號 10 樓之 1 (07)745-6131 (07)741-7017 

旗山通訊處 72/05/01 842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238 號 (07)661-8498 (07)661-4705 

屏東分公司 88/12/30 900 屏東市自由路 450 號 8 樓之 1、之 2 (08)738-2000 (08)737-4122 

潮州通訊處 81/07/27 920 屏東縣潮州鎮北門路 377 號 (08)789-4832 (08)788-8173 

東港通訊處 81/10/08 928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 331 號 (08)833-8409 (08)832-7920 

恆春通訊處 81/07/27 946 屏東縣恆春鎮恆公路 1000 號 (08)889-7445 (08)889-4465 

蘇州代表處  蘇州市高新區鄧尉路 9號潤捷廣場北樓 1903 室 002-86-512-6809-131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106/03/01 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3號 10 樓 (02)2507-5335 (02)2517-5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