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經主管機關處分之事項 (最近 2年)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111年

12月

30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104954092號 

 

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

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內

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8款及第 6條第 1

項第 4款、第 5款、第 6

款、第 8 款、第 9 款、

第 13款第 4款、第 5條

第 1 項第 4 款，保險法

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授

權訂定保險業招攬及核

保理賠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第 17 款

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

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

注意事項第 5點第 12項

第 1款及第 2款。 

金管會對本公司辦理一般業務

檢查報告，所揭缺失事項違反保

險法相關規定。 

一、核處罰鍰新台

幣共 420 萬元、予

以 1 項限期 1 個月

改善及 1 項糾正，

暨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48 條規定核

處限期 1 個月改

正。  

二、處分書內容。 

111年

12月

29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104950091號 

保險法第 146條之 2第 4

項。 

經查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 232

地號不動產投資案，核有違反保

險法相關規定，迄今仍未興建完

工並符合即時利用並有收益標

準。 

一、核處罰鍰新台

幣 200 萬元

整，並依保險

法第 149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

糾正，並命限

期於 116 年 7

月 31 日前符

合即時利用並

有收益標準。 

二、處份書內容。 

111年

12月

29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104952241號 

保險法第 146條之 2第 4

項。 

經查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新北市淡水區新市段

147、148地號不動產投資案，核

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迄今仍

未開發、未達可用狀態並符合即

時利用並有收益標準。 

一、核處罰鍰新台

幣 200 萬元

整，並依保險

法第 149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

糾正，並命限

期於 115 年 6

月 14 日前符

合即時利用並

有收益標準。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30103013.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30104002.pdf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二、處份書內容。 

111年

8月 18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101410412號 

「人身保險業辦理利率

變動型保險商品業務應

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1

項及第 2項 

金管會對本公司辦理「宏泰人壽

美利鑫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

保險」送審之宣告利率計算公式

及宣告利率訂定作業，核有違反

保險法相關規定情事。 

一、自本處分書送

達之翌日起停止銷

售該商品。 

二、處分書內容。 

111年

6月 

10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104917111號 

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第

一項。 

經查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新北市淡水區新市段

141、145、145-1地號之不動產，

未依銷售計畫辦理並符合即時

利用並有收益標準，核有違反保

險法 146條之 2有關不動產投資

以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為限規

定之情事。 

一、核處罰鍰新台

幣 300 萬元整，並

依保險法第 149 條

第 1 項規定予以 3

項糾正，併命限期

於 112 年第 3 季前

完成出售或出租第

145 地號不動產，

及於 113 年第 2 季

前完成出售或出租

第 141 及 145-1 地

號不動產。 

二、處分書內容。 

110年

10月

22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004941582號 

保險法第 144 條第 1 項

授權訂定之「保險商品

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24條第 1項第 5款、

保險法第 149條第 1項 

風險管理作業專案檢查發現缺

失事項，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

之情事。 

一、罰鍰新台幣 60

萬元整及 7 項糾

正。 

二、處分書內容。 

110年

9月  

2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004935511號 

保險法第 149 條第 1 項

及第 171條第 1項。 

送審備查之「宏泰人壽薰衣草醫

療健康保險附約」部分變更內

容，核有違反保險法相關法令規

定情事。 

一、命恢復原費

率，退還調漲保費

後向保戶溢收之保

險費，並處以罰鍰

新臺幣 120 萬元，

及限制自裁處書送

達之翌日起一年內

停止銷售保證續保

之健康保險新契

約。 

二、處分書內容。 

110年

8月 

23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1004933492號 

保險法第 149條第 1項。 

 

有價證券投資業務專案檢查發

現缺失事項，有違反保險法相關

規定之情事。 

一、予以 6項糾正。 

二、處分書內容。 

110年

1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

則第伍點、保險公司對

金融消費者保護作業專案檢查

所揭缺失事項違反金融服務業

一、予以 2項糾正。 

二、處分書內容。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30104002_2.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20906003.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20220610140846161.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11025006.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10914005.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10824003.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10113004.pdf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11日 10904328352號 拒賠或解約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3 點第 2 款及保

險法第 149條第 1項。 

公平待客原則第伍點、保險公司

對拒賠或解約案件之處理原則

第 3點第 2款及保險法第 149條

第 1項相關規定。 

109年

8月 

11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0904929142號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條

第 3 項授權訂定之「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辦法」第 14

條第 1項、保險法第 149

條第 1項。 

一般業務檢查所揭缺失事項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辦法」第 14條第 1

項及保險法第 149條第 1項相關

規定。 

一、限期 1 個月內

改正、3項糾正。 

二、處分書內容。 

108年

12月

06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0801372752號 

保險法第 146條之 7第 3

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與

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

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

第 7 條；人身保險商品

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5點

之 1；保險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8 款；保險

法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

授權訂定之保險業招攬

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7 條

第 1 項第 3 款第 2 目、

第 9 款第 6 目及第 17

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1 項及同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

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辦法第 9條第 2款。 

一般業務檢查所揭缺失事項違

反保險法相關規定。 

一、罰鍰新臺幣 60

萬元整、12項糾正

及 1項限期改正。 

二、處分書內容。 

108年

12月

06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58572號 

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

項授權訂定「保險業內

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款。 

受理要保人變更所訂定之保全

作業內部控制制度有欠周延，核

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 

一、罰鍰新臺幣 60

萬元整。 

二、裁處書內容。 

108年

11月

06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53812號 

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

項授權訂定「保險業內

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1

有價證券投資業務專案檢查所

揭缺失事項違反保險法相關規

定。 

一、罰鍰新臺幣 60

萬元整、9項糾正。 

二、裁處書內容。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200813003.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191217005.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191212002.pdf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P20191115002.pdf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項第 11款。 

更新頻率：接獲裁處書或處分書之日起 15日內揭露 

更新日期：2023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