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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富邦產險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成立於 1961年 4月 19日，

是台灣第一家民營產物保險公司，以「誠信、親切、專業、創新」做

為企業四大核心價值，以及「以人為本，以客為尊」的服務宗旨，本

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

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與風險控管機制，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  

 

「誠信、親切、專業、創新」為富邦四大核心價值，以「誠信」為事

業的根本、以「親切」態度滿足客戶需求、以「專業」為客戶提供優

質的產品與服務，透過經營策略實踐「創新」，並以「成為亞洲一流

的金融機構」為發展願景，深信企業最大的責任就是與社會共好，富

邦金控透過「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的啟動，與其下子公司持續

努力、逐步落實，期能發揮金融影響力，創造新典範，以「正向的力

量」讓世界持續美好！而本公司在「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理念

下，將妥善權衡機構投資人所運籌之資金，並發揮對市場及被投資公

司的影響力，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機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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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不同管道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了解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以

作為公司調整營運策略之參考，並了解是否有效回應各方利害關係人

之需求。 

 

本公司之鑑別方法: 

透過永續經營推動小組檢視與鑑別重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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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鑑別之七大利害關係人: 

【溝通頻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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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鑑別之七大利害關係人: 

【2020年溝通績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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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組織架構及所投入的資源 

富邦金控自 2015 年展開「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在公司治理及

永續委員會下設「ESG 執行小組」，因應企業永續經營所面臨的風險

及其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題，彙整

子公司相關單位 ESG 執行情形及執行計畫，每半年向公司治理及永

續委員會進行報告，並進一步提報董事會。在非財務面的永續績效指

標方面，自 2021 年起為落實 ESG 之推動及執行，金控暨子公司董事

長、總經理及高階主管之工作職掌與 ESG推動或執行情形相關者，其

ESG目標為必要設定項目。 

 

因應企業永續經營所面臨的風險及其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以及各方

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議題，本公司與富邦金控於 2015 年展開「永續經

營(ESG)願景工程」，於公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下設永續經營(ESG)執

行小組，一同擘劃永續經營藍圖，聚焦「永續治理、責任金融、創新

服務、員工照護、環境永續及正向關懷」六大領域，並運用核心職能

持續深化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行動方案，貫徹環境保護、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的永

續理念，除提升企業競爭力及發揮保險影響力，並與金控共同引領產

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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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有效結合核心本業與企業社會責任，並將永續議題融入公司治理

及營運策略中，本公司於 2019 年成立 ESG 專案管理單位「永續經營

推動小組」，由高階主管帶領，針對永續經營重點業務進行盤點與發

展規劃，將永續議題落實於公司內部，以求完整精進 ESG各面向。 

 

「永續經營推動小組」也是富邦金控「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的

產險窗口，承接金控 ESG策略架構同時發展產險永續經營核心業務，

對外透過回應 DJSI、CDP、MSCI ESG Rating等評比問卷，展現產險

永續經營成果；對內則藉由導入 TCFD 框架，辨識及排序關鍵議題與

風險，進而擬定策略方針與執行方案，深化保險商品服務的社會意義

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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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金控 公司治理架構】 

 

註 1: 富邦金控設立 ESG執行小組，由企業永續部擔任秘書單位，下

設六個工作小組，並依職掌由相關單位中高階主管擔任小組組

長。六個工作小組彙整 ESG 執行情形及執行計畫，每半年向公

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進行報告，並進一步提報董事會。此外，

四家主要子公司富邦人壽、台北富邦銀行、富邦產險及富邦證

券，亦各自成立 ESG 執行小組，呼應金控永續推動方向並落實

於業務發展。 

註 2: 本公司投資部亦為富邦金控「ESG執行小組」之「責任金融小

組」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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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險 永續經營推動小組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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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金控 ESG執行小組之「責任金融小組」係由金控風險控管處統籌

辦理責任投資、綠色授信、永續保險及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專案之

推動，並由金控風險控管處高階主管擔任組長，定期彙整 ESG執行情

形及執行計畫，每半年向公司治理及永續委員會進行報告，且進一步

提報董事會，其中本公司投資部隸屬於 ESG執行小組中之「責任金融

小組」，負責責任投資與盡職治理之管理機制及目標之落實。 

 

截至 2020年，本公司投資部「責任金融小組」成員為 3人，負責 ESG

相關事宜之聯繫、指派 ESG 各項專案之參與人員(如:ESG 質/量化目

標設定、高敏感性產業之准入/撤資標準、導入科學基礎減碳 (SBT)

目標等)及盡職治理報告撰寫等相關事宜，並持續強化與落實責任投

資原則。其中專責責任投資人員，將依照集團整體規劃來設立，以強

化本公司的責任投資能量、精進永續作為。2021年度導入的重要專案

包括：ESG質/量化目標設定、高敏感性產業之准入/撤資標準、導入

科學基礎溫室氣體減量目標（SB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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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公司投資部投入所有人力及運用資源負責投資前之分析及投資

後之檢視、行使股東行動主義、與投資標的發行公司進行議合與彙整

責任投資執行成果對外揭露等。實施方式主要為投資前依各項 ESG指

標評估納入投資分析報告，並參考外部資源訂定負面清單、投資後定

期檢視持有部位是否有違 ESG指標，及股東行動主義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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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聲明 

遵循聲明「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為有效發揮機構投資人專業影響力，落實責任投資精神，本公司業於

2018.11.2完成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所發布之「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且公告於公司官網首頁「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專區。本公司於落實投資行為中，遵循「保險業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並在永續經營(ESG)理念下，妥善權衡機構投資人所運籌

之資金，為客戶及受益人謀取最大利益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產物保險業務，係屬「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

則」所規定「機構投資人」中之「資產擁有人」，以運用自有資金與各

種準備金進行投資。為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專業影響力，本公司已針對

被投資公司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等企業永續經營因素，是否持續符合環境、

人權等 ESG投資指標，作為投資決策參考，以增進公司本身、客戶及

股東之長期價值，並善盡機構人之責任，支持注重永續發展的優質企

業，讓社會充滿正面的循環。 

  



12 
 

本報告書揭露 2020年度(202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本公司為

展現及說明在盡職治理上所做的努力，以及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則」的六項原則，執行盡職治理活動之有效性，由公司內部

法令遵循等相關部門核閱，並經公司董事長核准後，以對外報告之方

式揭露相關作為予客戶/受益人及被投資公司等利害關係人。 

 

聯絡資訊 

對於本公司盡職治理作為或對本報告的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歡迎

與我們聯繫: 

富邦產險 投資部 

電話: 02-6636 7890 (由專人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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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政策 

盡職治理政策 

盡職治理政策，主要為本公司遵循聲明之「原則一」。 

相關揭露如下: 

本公司為落實企業當責精神，促進企業永續經營與發展，透過訂定

盡職治理政策，以增進公司本身、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價值，並善盡

機構投資人之責任，支持注重永續發展的優質企業，讓社會充滿正

面的循環。 

本公司盡職治理政策主要內容如下：  

1. 本公司從事產物保險業務，屬資產擁有人，運用自有資金與各種

準備金進行投資。透過盡職治理行動，遵循「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及本公司相關內部規範，並落實於實際投資行為中。 

2. 響應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 PRI），並遵循「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

司責任投資管理準則」，本公司於建立投資決策前，會針對被投資

公司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及社會責任(Environmental、

Social、Governmental，ESG)等資訊進行評估分析，作為投資決策

之參考；並且為遵循 ESG原則及「保險永續發展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SI），納入投資前評估分析，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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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對社會大眾及保戶有害商品，已善盡社會責任與保障保戶的

最大利益。 

3. 為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除考量被投資公司是否善盡

ESG，也持續關注各項能夠促進人類健康福祉、發展綠色能源、

增進基礎建設及 ESG表現良好標的等 ESG主題性產業，致力促進

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4. 本公司得依據投資目的、效益及對企業永續經營發展之影響性，

決定盡職治理行動之方式、程度與頻率。本公司盡職治理行動之方

式包含：關注被投資公司、與經營階層對話及互動、參與股東會以

及行使投票權等方式。 

5. 本公司得委託其他專業服務機構代為進行部分盡職治理行動(例

如提供投票建議或代理投票)，惟需經由約定或由本公司監督等方

式，以確保受託服務機構依本公司要求行事。  

6. 透過富邦金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於本公司網站對外揭露履行盡

職治理之情形，每年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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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如下: 

本公司以富邦金控「永續經營(ESG)願景工程」策略藍圖為基礎，除

持續尋找生技醫療、綠能、基礎建設、五加二產業、ESG 表現良好企

業及低碳等主題性投資標的並加以投資，並重點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SDG3「提升人類健康福祉」及 SDG8「永續的經濟成長為目標」，

將 ESG融入投資流程，並建立以四大 ESG投資指標的評估機制，用以

促進投資標的在永續發展上的表現。 

 

本公司以「富邦金融控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責任投資管理準則」為

推動與執行責任投資之最高指導方針，儘管台灣非聯合國會員，無法

簽署 PRI原則，仍依循 PRI原則之精神，明確規範資金運用時應考量

ESG的投資管理機制，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ESG）納入考量，

100%適用於本公司股權類、債權類及基金/ETF類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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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富邦產險 PRI 六大原則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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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2020 年度，在符合保險法及主管機關核定的業務規範下，

已於建立投資決策前，針對被投資公司的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

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等議題，是否持續符合環境、人權等 ESG投資控

管指標，作為投資決策參考；並且為遵循 ESG原則及 PSI原則，建立

投資風險控管指標，若有違反指標則不得新增投資，並以負面表列名

單進行投資標的篩選，且在投資後定期檢視投資標的是否持續符合環

境、人權等 ESG投資控管指標，若有違反指標則不得新增投資，原有

部位將進行重新評估。若企業風險升高，需降低部位，將視市況調整

賣出部位。 

 

ESG投資控管指標 

1. 經營團隊與公司經營是否於最近一年內有發生違反誠信原則之行

為。 

2. 企業是否於最近一年內發生危害公共社會安全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之事件。 

3. 企業產品之上、中、下游供應鏈是否於最近一年內發生違反法令情

形且公司仍與其持續合作之情事。 

4. 企業是否於最近一年內發生違反綠色環保、人權或嚴重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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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目標，除了加強 ESG投資

評估機制，也持續尋找能夠促進人類健康福祉及 ESG表現良好之標的

等 ESG主題性相關產業加以投資，致力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

2020年各項主題性投資之實際投資情形如下： 

 

 

展望 2021 年，氣候變遷風險及營運淨零碳排逐漸成為國際金融關注

焦點，富邦金控發揮企業當責角色，擘劃嶄新富邦永續願景藍圖，擬

定 ESG 四大策略主軸：低碳、數位、激勵、影響，訂定 2025 年長期

目標，展現實踐永續承諾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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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身為富邦金控一員，將依據金控所擬定進化版之四大永續願景

圖，其中為達成「協助客戶永續轉型」之願景，本公司責任投資將以

「低碳」做為策略主軸，透過永續金融投資的力量，協助被投資公司

提升 ESG績效，同時建立低碳營運模式進行永續轉型。另，本公司亦

將持續結合核心職能，推出友善環境的產品與服務。透過企業力量傳

達綠色的理念，期望藉由誘因鼓勵客戶參與，以達成低碳生活、環境

永續的願景。 

 

2021 年度本公司整體推動低碳之舉措，停止新承做燃煤電廠專案融

資、燃煤比大於 50%電廠之投融資；對煤礦業、水泥業、石化業及鋼

鐵業，設立融資准入標準，其他具體作為包括完成制定 2025 年之綠

色金融量化目標及進行高碳排敏感性產業規劃案，訂定綠色金融質化

目標，後續也將持續協助梳理高碳排敏感性產業之准入/撤資標準及

永續相關政策、辦法之制定。 

 

另，為發展富邦集團長期減碳路徑，推動內部與協助客戶低碳轉型，

富邦金控已成立「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BT)專案」，將於 2021 年度針

對集團融資部位進行碳排放量盤查外，須按減碳路徑，逐步降低投融

資之碳排放量。本公司也將配合集團相關專案來進行減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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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政策 

利益衝突政策，主要為本公司遵循聲明之「原則二」。 

相關揭露如下: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與股東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訂有「與利

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交易控管準則」，共同遵循「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並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5條、「保

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利益衝突態樣可能包含如下情形:  

1.本公司或員工為其私利，而為對客戶或股東不利之交易或投資。 

2. 本公司、員工為特定客戶、股東或關係企業之利益，而為對其他

客戶、股東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交易或投資。 

本公司秉持誠信原則，遵循「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第 7之 1條

規定，要求員工應避免個人投資行為或利益介入與本公司產生利益衝

突情形。利益衝突之管理方式包含落實教育宣導、分層負責、資訊控

管等方式。 

 

如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有影響商譽或財務健全之虞者，本公司將

適時向客戶、股東或利害關係人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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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如下: 

本公司利益衝突之管理方式態樣舉例說明: 

1. 迴避原則 

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 (包

含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有利害關係) 

時，必須於董事會中說明，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則不得加入討論

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須予以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

權。 

2. 國內股權商品投資人員個人投資行為之利益衝突防範機制 

本公司特依「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及「富邦金融控股公司暨子

公司投資管理業務員工行為政策」，訂有「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

員從事個人投資申報作業辦法」，規範國內股權投資相關人員應盡忠

實誠信原則，且應受禁止之行為情形，為避免個人投資行為與本公司

產生利益衝突之情形，且設有個人投資申報及管理機制，由前線單位

進行日常管理，並設有獨立複核人員進行審核，稽核單位則應至少每

年查核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遵循情形並揭露於內部稽

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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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宣導 

本公司遵循「富邦金融控股公司暨子公司投資管理業務員工行為政

策」，為確保本公司投資部同仁從事業務投資、資產管理及個人投資、

理財行為，不得藉由職務之便，獲取非法私利，以避免利益衝突情事

之發生，投資部同仁應於初任職時及每年定期簽署聲明書，聲明受雇

於本公司期間已知悉並恪遵相關規定，2020 年度投資部同仁共計 13

人完成簽署聲明書，完成率為 100%。 

 

綜上所述，本公司針對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態樣進行妥善管理，建立

利益衝突管理制度，藉由落實內部控制，來避免公司及員工發生與保

戶、股東或利害關係人間有利益衝突態樣發生。於 2020 年度報告期

間，「未有」發生投資利益衝突事件，顯示利益衝突防範機制應具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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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政策 

投票政策，主要為本公司遵循聲明之「原則五」。 

相關揭露如下: 

本公司為謀取客戶及股東之最大利益，訂定明確投票政策，進行股東

會議案投票，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一)本公司投票政策之主要內容如下：  

1.為客戶及股東之最大利益，本公司應訂定明確投票政策，進行股東

會議案投票，以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表達意見。 

(二)本公司投票政策之說明如下: 

1. 本公司考量對被投資公司整體營運之影響效益及適行性分析，訂

定國內投資表決權行使門檻，針對持股金額達一定標準以上之公司，

始進行表決權行使作業。 

2. 本公司於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

作業作成說明，並於股東會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紀錄，定期提報

董事會。 

3. 為充分表達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之意見，並降低時間及空間

對投票的限制，本公司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投票方式為主，指派代表人

出席股東會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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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

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

公司治理議案(如財報不實、董監酬勞不當等)、對環境或社會具負面

影響之議案(如汙染環境、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原則不予支

持；若涉及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議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不行使表

決權。 

 

(三)本公司宜妥善記錄並分析遵循上述政策履行表決權之情形，每年

予以揭露。 

 

執行情形: 

本公司於 2020年度執行成果如下: 

1. 為遵循主管機關「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所訂之目標，

落實股東行動主義，強化機構投資人對公司治理之影響，本公司原

則上「會出席所有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其中針對涉有重大經營

變更議案之定義，為減資、解散、合併、分割、收購、股份交換、

轉換或受讓等之情事，將會進行評估是否需於股東會前與經營管

理層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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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狀況外，也透過參加法說會、出席股東會、

行使投票權及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表達意見，此為本公司展

現主動盡職管理之方式。本公司訂有「出席股東會作業辦法」，在

行使投票權前，投資人員需執行評估分析作業成說明，並以電子投

票方式為主，指派代表人出席股東會為輔。 

3. 現行「無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此部分由本公司投資部

相關人員就行使表決權作成評估分析作業說明文件，簽核層級依

照分層負責表辦理，親自落實機構投資人的互動與議合責任。 

4. 遵循保險法 146 條之 9 及金管保財字第 10302500070 號之規定，

本公司現行無論是否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及行使表決權，皆須

於股東會後將相關書面記錄提報董事會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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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務揭露 

議合個案執行與揭露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及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主要為本公司

遵循聲明之「原則三」及「原則四」，相關揭露如下: 

原則三:  

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之資訊，以評估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

動之性質、時間與程度，並為本公司之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本公

司針對被投資公司之關注項目包括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

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 

 

其中針對 ESG議題，本公司於投資前即針對被投資公司評估及分析是

否有發生違反誠信原則、重大危害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人

權或嚴重勞資糾紛等議題，納入投資前評估分析報告，並藉由集團資

源建立防制洗錢及反資恐系統用以查詢 ESG高風險國家清單，以及編

製股權類負面表列名單。投資後則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若有違反前

述 ESG等議題則不得新增投資，原有部位將進行投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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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四: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

經營階層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

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 

 

本公司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

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

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客戶及股東長期價

值之虞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且

必要時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以維護客戶或股東之權

益，並提升被投資公司的永續發展。   

 

執行情形: 

本公司於 2020年度執行成果如下: 

針對本公司投資組合中被投資公司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及社

會責任(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ESG)等資訊進行評估

分析，若有發生違反公司內部所制定的 ESG投資控管指標，則將評估

適當與該公司進行對話，以了解其後續處理及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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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2020 年度報告期間，本公司所持有的投資組合中並未有發生被

投資公司違反公司內部所制定的 ESG投資控管指標，且其中國內上市

櫃股權被投資公司之永續表現，有高達 65%的被投資公司有出具永續

報告書，以及國內債權被投資公司之永續表現，則為 100%的被投資公

司皆有出具永續報告書。另 2020 年度本公司投資於績優篩選為台灣

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 100 指數及入選 DJSI(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之

國內企業投資餘額為 57億，較 2019年度成長約 6%。 

 

此外，為響應國際組織對於氣候變遷的永續倡議，本公司依據母公司

富邦金控「2025永續願景藍圖」，以「低碳」作為策略主軸，期許透

過投資的影響力，協助被投資公司進行永續轉型，以達成減緩地球暖

化的共同目標，除遵循國際與政府主管機關之規範，亦自發性積極導

入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之 TCFD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Financial Disclosures）風險管

理框架，並於 2019年 9月由富邦金控簽署成為 TCFD支持者，具體作

法包含完成制定至 2025 年之綠色金融量化目標及進行高碳排敏感性

產業規劃案，訂定綠色金融質化目標，後續也將持續協助梳理高碳排

敏感性產業之准入撤資標準及永續相關政策、辦法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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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交流議合之個案: 

事由說明:  

某金控公司發行公司債 

 

議合內容說明: 

1.市場慣例債券於未發行前皆需透過券商予被投資公司進行互動，以

免相互投資機密及重要資訊外露。 

2.議題多包含被投資公司之發行需求，條件、市場承購方之意願及市

場對利率之商議。 

3.原因為可藉由上述讓雙方需求得以溝通，以減少發行時間並讓被投

資公司順利於市場上籌資，投資方也可獲得相對適合的投資商品。 

4.範圍若有牽涉 ESG之相關議題或公司營運狀況，可透過券商取得被

投資公司之回應，信評公司客觀評估報告、市場共識，公司債發行細

則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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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的影響: 

在債券發行前，投資方可藉由券商讓被投資公司了解有意願的發行年

期及市場利率，得以讓被投資公司於債務之安排，公司財務之因應並

順利自市場籌資。而投資方可藉由溝通了解被投資公司之負面新聞或

是涉及 ESG議題，其相關因應及處理，非僅能依據資訊觀測站重大訊

息得知被投資公司後續處理情形，同時因被投資公司有籌資需求較易

影響被投資公司之改善方向。  

 

後續追蹤規劃: 

本公司於投資後，仍密切關注被投資公司之營運狀況、ESG議題之成

果及當時之承諾實踐。依據被投資公司每年財務報告及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永續報告之實現，來做為本公司未來是否持續投資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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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票揭露 

本公司除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狀況外，也透過參加法說會、出席股東

會、行使投票權及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表達意見，此為本公司展

現主動盡職管理之方式。本公司訂有「出席股東會作業辦法」，在行

使投票權前，投資人員需執行評估分析作業成說明，並以電子投票方

式為主，指派代表人出席股東會為輔。 

 

本公司於 2020 年總計出席 51 家國內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其中使用電

子投票 36 家、委任出席 10 家、書面出席 5 家)，出席比率為 100%，

議案表決數為 259 件。另 2020 年因參加股東會與被投資公司聯絡家

數共計 28家，參與被投資公司法說會共計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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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本公司妥善記錄並分析履行表決權: 

2020年投票情形(議案類型統計) 

 

 

(註 1) 上表為本公司依據外部法令規範及所訂出席股東會作業辦法行使表決權

之統計結果。 

(註 2) 贊成: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

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 

(註 3) 反對: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理議案(如財報不

實、董監酬勞不當等)、對環境或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汙染

環境、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原則不予支持 

(註 4) 棄權:若涉及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議案，依保險法第 146-1條及 146-5

條規定，保險業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

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將不行使表決權，故董監事選舉採棄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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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投票情形(關注議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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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投票情形(議案類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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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股東會投票紀錄，逐公司、逐議案揭露投票情形 

公司名稱 議案 投票結果 投票情形說明 

台積電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贊成   

增選一名獨立董事 棄權 依法規規定採棄權方式處理 

台灣大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108年度盈餘分配 贊成   

資本公積現金返還 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 贊成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贊成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贊成   

第 9屆 9席董事選任 棄權 依法規規定採棄權方式處理 

解除第 9屆董事競業限制 贊成   

富邦金控創投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108年度盈餘分配 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責任 贊成   

富邦一號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

金 

不動產管理機構適格性之檢討：是

否同意富邦一號基金委任富邦建築

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不動產管理

機構 

贊成   

是否同意變更富邦一號基金不動產

投資信託計畫 

贊成   

是否同意修訂富邦一號基金信託契

約條文 

贊成   

註: 上列為本公司篩選「投資金額重大」的國內被投資公司，並逐案揭露投票情形，若有反對

之議案並將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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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網站揭露 

網站揭露，主要為本公司遵循聲明之「原則六」。 

相關揭露如下: 

本公司定期於公司網站對外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本遵循聲

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

其他重大事項。 

 

執行情形: 

本公司於 2020年度執行成果如下: 

(1) 本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網址: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stewardship/index.html  

(2) 本公司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以及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

情形 

網址: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stewardship/index.html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stewardship/index.html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stewardshi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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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有關本公司盡職治理之資訊 

1. 2020年富邦金控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down

loadlist/downloadlist.html 

2. 2020年富邦金控企業 TCFD報告書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comm

ittee/download/%E5%AF%8C%E9%82%A6%E9%87%91TCFD%E5%A0%B1%

E5%91%8A%E6%9B%B8-Final(%E9%A0%81%E7%A2%BC0708).pdf 

 

3. 2020年富邦產險永續報告書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esg/psi.html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committee/download/%E5%AF%8C%E9%82%A6%E9%87%91TCFD%E5%A0%B1%E5%91%8A%E6%9B%B8-Final(%E9%A0%81%E7%A2%BC0708).pdf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committee/download/%E5%AF%8C%E9%82%A6%E9%87%91TCFD%E5%A0%B1%E5%91%8A%E6%9B%B8-Final(%E9%A0%81%E7%A2%BC0708).pdf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ldings/citizenship/committee/download/%E5%AF%8C%E9%82%A6%E9%87%91TCFD%E5%A0%B1%E5%91%8A%E6%9B%B8-Final(%E9%A0%81%E7%A2%BC0708).pdf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esg/ps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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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關於本公司之盡職治理相關資訊，如需進一步資訊: 

★如您為保戶/一般大眾，請洽詢 

  富邦產險  

  公司發言人 林承斌 資深副總經理 

  電話 : 02-6636 7890 (由專人轉接) 

     

★如您為被投資公司，請洽詢 

   富邦產險  

   投資部 李詠堯 協理 

   電話 : 02-6636 7890 (由專人轉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