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輸入業設立許可申請書
Oil Import Business Establishment Permit Application Form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application：(mm/dd/yyyy)

申請輸入項目 Goods to be Imported：
□原油 Crude oil □汽油 Gasoline □柴油 Diesel oil □煤油 Kerosene □輕油 Naphtha
□液化石油氣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航空燃油 Jet fuel □燃料油 Fuel oil
營業主體 Business Entity
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Business name

Uniform Business
Number

所在地 Business
Address
實收資本額

聯絡電話

Paid-in capital
代表人姓名

Contact Number
身分證統一編號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ID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住所 Representative
Address
應附文件 Supporting Documents
項目 Items

填報內容或應檢具文件
Content or Documents Required

□ 計畫輸入量及來源 Import volume and source
□ 規劃儲油方式 Method of oil storage
儲油計畫
Oil storage plan

□ 石油儲放地點之地理位置、儲槽容量（含廠區平面
圖及照片）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capacity of
storage tanks (including floor plans and photos of th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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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頁次
Correspondent Page
Number

□ 擬銷售對象、用途及數量說明 Potential buyers, usage
and quantity
□ 自行使用情形及數量說明 Description for self use
銷售或使用計畫
Sales or Use Plan
(Intended Use)

and quantities thereof
□ 儲槽容量、銷售或使用計畫內容與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規定之相符性說明 The compliance
of the storage tank capacity and “Sales or Use Plan” to
the security stockpile requirement as specified in
Article 24 of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必備附件註 1
Mandatory
Appendix Note 1
有無繳交審查
費 150,000 元
Application Fee
(NT$150,000)

□ 公司設立證明文件註 2
Corporation registration document Note 2
□ 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Representative identification

□ 是 Paid

□ 否 Unpaid

註 1：文件內容請繳交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Note 1: Please submit a photocopy of the documents required and affix thereon the stamp “This text is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註 2：申請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執照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Note 2: The Oil Import Business Establishment Permit can only be applied in the name of a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公司印章：

代表人簽章：

Company's Seal: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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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輸入業設立許可申請書－填表說明
一、 申請日期：請填寫申請書發函送件日期。
二、 申請輸入項目：請依實際輸入項目進行勾選。
三、 營業主體
(一) 公司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公司所在地、實收資本額及代表人姓名
應與「公司設立證明文件」相符。
(二) 代表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應與身分證明文件相符。
(三) 石油輸入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四、 應附文件
(一) 儲油計畫【申請書第一章】
1. 計劃輸入量及來源國別：應說明取得輸入經營許可執照後，油品輸
入數量及來源國別，並簡述擬定之業務目標（請以「公秉」作為計
量單位，另「液化石油氣」品項請以「公噸」作為計量單位）。
2. 規劃儲油方式：應說明產品運輸進口至國內之方式與過程，並說明
石油之儲存方式規劃。
3. 針對產品存放地點之地理位置、儲槽容量等相關資料一併敘明，並
提供現場倉儲設備廠區平面圖及照片（依據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石油輸入業安全存量儲存總量不得低於 10,000 公秉，故油
槽最大儲存容量不得低於 10,000 公秉）。
(二) 銷售或使用計畫【申請書第二章】
1. 擬銷售對象、用途及數量說明：說明規劃銷售對象，以及客戶購入
石油製品後之用途，並簡述預計銷售數量。
2. 自行使用情形及數量說明：請說明石油製品自用用途及需求數量。
3. 儲槽容量、銷售或使用計畫內容與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
規定之相符性說明：依據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應儲備前
12 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 60 日之安全存量，液化
石油氣者應儲備前 12 個月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 25 日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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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
(三) 應附證件【請臚列於附件】
包含公司設立證明文件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 其他事項
(一) 申請表應加蓋公司大小章，相關檢附文件應與申請書內容相符，並應加
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檢附申請表（含附件）檢送能源局辦理審查。
(二) 申請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後，應確實遵守「石油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妥善經營石油輸入業務。
(三) 審查規費（費用 150,000 元整）請於申請時一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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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執照申請書
Oil Import Business Operation License Application Form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application：(mm/dd/yyyy)
申請輸入項目 Goods to be Imported：
□原油 Crude oil □汽油 Gasoline □柴油 Diesel oil □煤油 Kerosene □輕油 Naphtha □液化石
油氣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航空燃油 Jet fuel □燃料油 Fuel oil
營業主體 Business Entity
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Business Name

Uniform Business
Number

所在地
Business Address

實收資本額

聯絡電話

Paid-in capital

Contact Number

代表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ID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住所 Representative
Address

應附文件 Supporting Documents
項目 Items

儲油計畫
Oil storage plan

填報內容或應檢具文件

對應頁次

Contents or Documents Required

Correspondent Page Number

□ 計畫輸入量及來源 Import volume and source
□ 規劃儲油方式 Method of oil storage
□ 石油儲放地點之地理位置、儲槽容量（含廠區平面
圖及照片）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capacity of storage tanks
(including floor plans and photos of the plant)

□ 擬銷售對象、用途及數量說明 Potential buyers, usage and
quantity

□ 自行使用情形及數量說明
銷售或使用計畫
Sale or use plan

Description for self use and

quantities thereof

□ 儲槽容量、銷售或使用計畫內容與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規定之相符性 The compliance of the
storage tank capacity and “Sales or Use Plan” to the security
stockpile requirement as specified in Article 24 of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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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設立證明文件

註2

Corporation registration document Note 2

□ 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Representative identification

□ 石油輸入業設立許可同意函
Oil Import Business Establishment Permit

□ 符合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槽
容量證明文件
Documents verifying that the oil storage facility has the capacity to
comply with the security stockpile requirement as specified in
Article 24 of the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 儲油設備基本資料表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oil storage facility

□ 自有儲油設備證明或儲油設備租約證明文件
Proof of oil storage facility ownership or oil storage facility lease

□ 設置地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儲油設備設置核准函
應附證件及其他證
明文件註 1
Certificate(s) and 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Note 1

Letter of approval for oil storage equipment issued by the loc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place of establishment

□ 設置地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雜項及使用執照
Miscellaneous licenses and usage licenses issued by the loc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place of establishment

□ 石油業儲油設備代行檢查機構實施內部及外部檢查
註
之檢查合格文件 3
Proof of approval for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inspection issued by
the inspection institution Note 3

□ 輸入液化石油氣者，須具有勞動檢查單位或其代行
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檢查合格證
明，並載明液化石油氣儲槽種類（如球形槽等）註 4
A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importer shall hold the inspection
certificate(s) of LPG tanks from the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or an
inspection agency, specifying the type of tank (e.g., ball-end tank)
Note 4

□ 安全存量之儲油設備屬自由港區事業之倉庫（自貿
槽）或保稅倉庫（保稅槽）者，應變更為一般倉儲
（非屬自貿、保稅槽），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註 5
Where security stockpile storage facility is a warehouse of a
free trade zone business (free trade tanks) or a bonded
warehouse (bonded tanks), it shall be converted into an
ordinary warehouse (non-free trade or bonded tanks), and
shall submit relevant certificate(s). Note 5

註 1：文件內容請繳交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Note 1: Please submit a photocopy of the documents required and affix thereon the stamp “This text is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註 2：申請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執照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Note 2: The Oil Import Business Operation License can only be applied in the name of a limited company.

註 3：油槽新建完工未達 10 年者，無須檢附內部檢查之檢查合格文件。
Note 3: For oil tanks built within the decade, submittal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to prove approval for the interior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註 4：輸入項目非屬液化石油氣者，無須檢附。
Note 4: The document is not required if the import item is not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註 5：如安全存量之儲油設備非屬自貿或保稅槽者，無須檢附。
Note 5: The document is not required if the oil storage equipment is not a free trade or bonde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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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本局審查通過後，將再行通知繳交證照費 2,000 元。
Note 6: A payment of NT$2,000 is required for the license after the Bureau approves the application.

公司印章：

代表人簽章：

Company's Seal: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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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輸入業經營許可申請書－填表說明
一、 申請日期：請填寫申請書發函送件日期。
二、 申請輸入項目：請依實際輸入項目進行勾選。
三、 營業主體
(一) 公司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公司所在地、實收資本額及代表人姓名
應與「公司設立證明文件」相符。
(二) 代表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應與身分證明文件相符。
(三) 石油輸入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四、 應附文件
(一) 儲油計畫【申請書第一章】(依設立許可說明修正)
1. 計劃輸入量及來源國別：應說明取得輸入經營許可執照後，油品輸
入數量及來源國別，並簡述擬定之業務目標（請以「公秉」作為計
量單位，另「液化石油氣」品項請以「公噸」作為計量單位）。
2. 規劃儲油方式：應說明產品運輸進口至國內之方式與過程，並說明
石油之儲存方式規劃。
3. 針對產品存放地點之地理位置、儲槽容量等相關資料一併敘明，並
提供現場倉儲設備廠區平面圖及照片（依據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石油輸入業安全存量儲存總量不得低於 10,000 公秉，故油
槽最大儲存容量不得低於 10,000 公秉）。
(二) 銷售或使用計畫【申請書第二章】
1. 擬銷售對象、用途及數量說明：說明規劃銷售對象，以及客戶購入
石油製品後之用途，並簡述預計銷售數量。
2. 自行使用情形及數量說明：請說明石油製品自用用途及需求數量。
3. 儲槽容量、銷售或使用計畫內容與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
規定之相符性說明：依據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應儲備前
12 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 60 日之安全存量，液化
石油氣者應儲備前 12 個月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低於 25 日之安全
8

存量。
(三) 應附證件及其他證明文件【請臚列於附件】
(1) 應檢附公司設立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石油輸入業設立
許可同意函、符合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槽容量
證明文件、儲油設備基本資料表、自有儲油設備證明或儲油設備租
約證明文件、設置地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儲油設備設置核准函、設
置地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雜項與使用執照、石油業儲油設備代行檢
查機構實施內部及外部檢查之檢查合格文件。
(2) 石油業儲油設備代行檢查機構實施內部及外部檢查之檢查合格文件，
如使用之油槽屬新建完工未達 10 年者，僅須檢附外部檢查之檢查合
格文件。
(3) 如輸入液化石油氣者，須具有勞動檢查單位或其代行檢查機構檢查
合格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檢查合格證明，並載明液化石油氣儲槽種
類（如球形槽等）。
(4) 安全存量之儲油設備屬自由港區事業之倉庫（自貿槽）或保稅倉庫
（保稅槽）者，應變更為一般倉儲（非屬自貿、保稅槽）
，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五、 其他事項
(一) 申請表應加蓋公司大小章，相關檢附文件應與申請書內容相符，並應加
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檢附申請表（含附件）檢送能源局辦理審查。
(二) 申請取得經營許可執照後，應確實遵守「石油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妥善經營石油輸入業務。
(三) 本局審查通過後，將再行通知繳交證照費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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