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 101101101101 年度獎金支給案年度獎金支給案年度獎金支給案年度獎金支給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董監事酬金給付準則董監事酬金給付準則董監事酬金給付準則董監事酬金給付準則」」」」第第第第 7777 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條規定辦理。。。。    

二二二二、、、、本公司董事長獎金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本公司董事長獎金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本公司董事長獎金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本公司董事長獎金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

會會會會、、、、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再由本公司股東會議再由本公司股東會議再由本公司股東會議再由本公司股東會議

定之定之定之定之。。。。    



三三三三、、、、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128128128128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第第第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利利利利益迴避益迴避益迴避益迴避應應應應敘明事項敘明事項敘明事項敘明事項】】】】    

((((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    

((((三三三三))))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董事長為本案獎金支給之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支給之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支給之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支給之對象。。。。    

((((四四四四))))迴避迴避迴避迴避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    

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    

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本案獎金數字經金控薪酬委員會通過本案獎金數字經金控薪酬委員會通過本案獎金數字經金控薪酬委員會通過本案獎金數字經金控薪酬委員會通過，，，，並由金控董事長核定後並由金控董事長核定後並由金控董事長核定後並由金控董事長核定後，，，，請本請本請本請本

公司董事會決議公司董事會決議公司董事會決議公司董事會決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經經經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法法法法定定定定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實際出席人數實際出席人數實際出席人數實際出席人數    計算結果計算結果計算結果計算結果    
法定開會法定開會法定開會法定開會

門檻門檻門檻門檻    
應有應有應有應有 5 人以上出席人以上出席人以上出席人以上出席 

（（（（實際在任實際在任實際在任實際在任 7 人人人人××××2/3＜＜＜＜5 人人人人）））） 

7 人人人人 

 

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符合規定 

法定同意人數法定同意人數法定同意人數法定同意人數 實際同意人數實際同意人數實際同意人數實際同意人數 計算結果計算結果計算結果計算結果 
法定決議法定決議法定決議法定決議

門檻門檻門檻門檻    
應有應有應有應有 5 人以上同意人以上同意人以上同意人以上同意 

（（（（(7－－－－1 人迴避人迴避人迴避人迴避)××××3/4＜＜＜＜5 人人人人）））） 

6 人人人人 決議通過決議通過決議通過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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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 101101101101 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

料附件料附件料附件料附件五五五五。。。。    

二二二二、、、、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三三三三、、、、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本案由陳榮華監察人報告本案由陳榮華監察人報告本案由陳榮華監察人報告本案由陳榮華監察人報告。。。。    

((((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    

四四四四、、、、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五五五五、、、、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101101101101 年度本公司以簽單保費年度本公司以簽單保費年度本公司以簽單保費年度本公司以簽單保費 266266266266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成長成長成長成長 9.5%9.5%9.5%9.5%、、、、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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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的歷史佳績的歷史佳績的歷史佳績的歷史佳績，，，，連續連續連續連續 31313131 年蟬聯市場龍頭年蟬聯市場龍頭年蟬聯市場龍頭年蟬聯市場龍頭，，，，各項險種業務均持各項險種業務均持各項險種業務均持各項險種業務均持

續保持領先續保持領先續保持領先續保持領先；；；；在獲利方面在獲利方面在獲利方面在獲利方面，，，，在在在在 101101101101 年減資年減資年減資年減資 50505050 億元上繳金控後億元上繳金控後億元上繳金控後億元上繳金控後，，，，

仍以穩健的核保策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仍以穩健的核保策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仍以穩健的核保策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仍以穩健的核保策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創造出核保利潤創造出核保利潤創造出核保利潤創造出核保利潤 18.318.318.318.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稅後盈餘稅後盈餘稅後盈餘稅後盈餘 29.829.829.829.8 億元及每股稅後盈餘億元及每股稅後盈餘億元及每股稅後盈餘億元及每股稅後盈餘 6.26.26.26.2 元的亮麗表現元的亮麗表現元的亮麗表現元的亮麗表現，，，，

整體營運績效表現優異整體營運績效表現優異整體營運績效表現優異整體營運績效表現優異。。。。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營業年度營業年度營業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本案由郭世昌協理報告本案由郭世昌協理報告本案由郭世昌協理報告本案由郭世昌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決算表冊案年度決算表冊案年度決算表冊案年度決算表冊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股東權益變動表股東權益變動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流量表及合併子公司之財報流量表及合併子公司之財報流量表及合併子公司之財報流量表及合併子公司之財報，，，，業已編製完成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業已編製完成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業已編製完成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業已編製完成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方燕玲計師事務所方燕玲計師事務所方燕玲計師事務所方燕玲、、、、鍾丹丹會計師查核竣事鍾丹丹會計師查核竣事鍾丹丹會計師查核竣事鍾丹丹會計師查核竣事，，，，請參閱會議資料附請參閱會議資料附請參閱會議資料附請參閱會議資料附

件件件件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四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四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四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四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    

二二二二、、、、本公司稅後淨利為新台幣本公司稅後淨利為新台幣本公司稅後淨利為新台幣本公司稅後淨利為新台幣貳拾玖億玖仟柒佰肆拾柒萬捌仟玖佰壹拾貳拾玖億玖仟柒佰肆拾柒萬捌仟玖佰壹拾貳拾玖億玖仟柒佰肆拾柒萬捌仟玖佰壹拾貳拾玖億玖仟柒佰肆拾柒萬捌仟玖佰壹拾

伍元伍元伍元伍元，，，，可供分配盈餘數額為可供分配盈餘數額為可供分配盈餘數額為可供分配盈餘數額為貳拾壹億玖仟玖佰捌拾萬零參仟貳佰零貳拾壹億玖仟玖佰捌拾萬零參仟貳佰零貳拾壹億玖仟玖佰捌拾萬零參仟貳佰零貳拾壹億玖仟玖佰捌拾萬零參仟貳佰零

伍元伍元伍元伍元，，，，提撥項目如下提撥項目如下提撥項目如下提撥項目如下：：：：    

((((一一一一))))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伍億玖仟玖佰肆拾玖萬伍仟柒佰捌拾參伍億玖仟玖佰肆拾玖萬伍仟柒佰捌拾參伍億玖仟玖佰肆拾玖萬伍仟柒佰捌拾參伍億玖仟玖佰肆拾玖萬伍仟柒佰捌拾參

元元元元。。。。    

((((二二二二))))現金股利現金股利現金股利現金股利：：：：壹拾陸億零參拾萬零柒仟肆佰貳拾貳元壹拾陸億零參拾萬零柒仟肆佰貳拾貳元壹拾陸億零參拾萬零柒仟肆佰貳拾貳元壹拾陸億零參拾萬零柒仟肆佰貳拾貳元，，，，並以一並以一並以一並以一

百零二年六月六百零二年六月六百零二年六月六百零二年六月六日為配息基準日日為配息基準日日為配息基準日日為配息基準日。。。。    

三三三三、、、、檢附檢附檢附檢附 101101101101 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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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資產減損損失案年度資產減損損失案年度資產減損損失案年度資產減損損失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94949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金管證六字第日金管證六字第日金管證六字第日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1669094000166909400016690940001669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以下稱解以下稱解以下稱解以下稱解釋釋釋釋函函函函令令令令))))之之之之規規規規定定定定，，，，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應將符應將符應將符應將符合財務會合財務會合財務會合財務會

計準計準計準計準則則則則第第第第 35353535 號公報號公報號公報號公報「「「「資產減損會計資產減損會計資產減損會計資產減損會計處處處處理準理準理準理準則則則則」」」」提提提提列列列列資產減損資產減損資產減損資產減損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10110110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已提已提已提已提列列列列及及及及收回收回收回收回之資產減損損失金額合計之資產減損損失金額合計之資產減損損失金額合計之資產減損損失金額合計 26262626,,,,296296296296

仟元仟元仟元仟元，，，，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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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無無無無。。。。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無無無無。。。。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無無無無。。。。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報酬報酬報酬報酬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19619619619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項項項「「「「董事之報酬董事之報酬董事之報酬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未經章程訂明者未經章程訂明者未經章程訂明者，，，，應應應應

由股東會議定由股東會議定由股東會議定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不得事後追認不得事後追認不得事後追認」」」」及及及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金融控股公司法第金融控股公司法第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515151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及公司法第項及公司法第項及公司法第項及公司法第 128128128128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第第第第 1111 項規定辦理項規定辦理項規定辦理項規定辦理。。。。    

二二二二、、、、本屆董事長董事報酬業經本屆董事長董事報酬業經本屆董事長董事報酬業經本屆董事長董事報酬業經 101010101.07.261.07.261.07.261.07.26 第五屆第八次定期性董事第五屆第八次定期性董事第五屆第八次定期性董事第五屆第八次定期性董事

會決議通過會決議通過會決議通過會決議通過，，，，本次提報調整董事報酬本次提報調整董事報酬本次提報調整董事報酬本次提報調整董事報酬。。。。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八八八八。。。。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石燦明董事長。。。。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    

((((三三三三))))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之董事為董事報酬支給之對象迴避之董事為董事報酬支給之對象迴避之董事為董事報酬支給之對象迴避之董事為董事報酬支給之對象。。。。    

((((四四四四))))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    

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與與與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有利害關係之石燦明董事長有利害關係之石燦明董事長有利害關係之石燦明董事長有利害關係之石燦明董事長，，，，於於於於討論及表決時討論及表決時討論及表決時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已離席迴避已離席迴避已離席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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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趙少康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趙少康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趙少康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趙少康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經經經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略略略略。。。。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略略略略。。。。    

第八案第八案第八案第八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

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依依依依「「「「保保保保

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第第第

六條規定六條規定六條規定六條規定，，，，修正本公司訂定之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本公司訂定之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本公司訂定之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本公司訂定之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並並並並

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    

二二二二、、、、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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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配合主管機關修訂配合主管機關修訂配合主管機關修訂配合主管機關修訂「「「「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提升保險業資金配合政提升保險業資金配合政提升保險業資金配合政提升保險業資金配合政

府政策辦理專案運用放款之承作彈性府政策辦理專案運用放款之承作彈性府政策辦理專案運用放款之承作彈性府政策辦理專案運用放款之承作彈性，，，，並使保險業辦理專並使保險業辦理專並使保險業辦理專並使保險業辦理專

案運用放款之規定更為明確案運用放款之規定更為明確案運用放款之規定更為明確案運用放款之規定更為明確。。。。將本公司將本公司將本公司將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第三條及第五條新增第三條及第五條新增第三條及第五條新增第三條及第五條新增

參照之條文參照之條文參照之條文參照之條文。。。。    

((((二二二二))))配合行政院組織配合行政院組織配合行政院組織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改造改造改造，，，，爰修正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引用爰修正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引用爰修正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引用爰修正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引用

法據為法據為法據為法據為「「「「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以及修正同款內以及修正同款內以及修正同款內以及修正同款內「「「「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部部部部」」」」為為為為「「「「創業投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創業投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創業投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創業投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本次修訂之本次修訂之本次修訂之本次修訂之「「「「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

序序序序」」」」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為使公司章程與保險法規保持一致性為使公司章程與保險法規保持一致性為使公司章程與保險法規保持一致性為使公司章程與保險法規保持一致性，，，，擬依保險法第一四五條擬依保險法第一四五條擬依保險法第一四五條擬依保險法第一四五條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分派盈餘時分派盈餘時分派盈餘時，，，，應先提百分之應先提百分之應先提百分之應先提百分之

二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二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二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二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其資本總額或基已達其資本總額或基已達其資本總額或基已達其資本總額或基

金總額時金總額時金總額時金總額時，，，，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於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內增於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內增於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內增於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內增

列列列列「「「「…………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等相關文字等相關文字等相關文字等相關文字。。。。    

                                二二二二、、、、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九九九九。。。。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郭育信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郭育信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郭育信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郭育信資深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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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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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案案案案：：：：擬解除本公司擬解除本公司擬解除本公司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董事競業禁止董事競業禁止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限制案限制案限制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20920920920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並取並取並取

得其許可得其許可得其許可得其許可。。。。    

二二二二、、、、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5151515 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 128128128128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本案本案本案本案

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三三三三、、、、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

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    

四四四四、、、、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    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    

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陳燦煌董事陳燦煌董事陳燦煌董事陳燦煌董事。。。。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    

((((三三三三))))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解除董事解除董事解除董事解除董事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之競業責任案之競業責任案之競業責任案之競業責任案。。。。    

((((四四四四))))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    

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    

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關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董事關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董事關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董事關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董事，，，，若任職於其他公司之任期屆滿再若任職於其他公司之任期屆滿再若任職於其他公司之任期屆滿再若任職於其他公司之任期屆滿再

續任續任續任續任，，，，是否須於本公司再解除競業禁止是否須於本公司再解除競業禁止是否須於本公司再解除競業禁止是否須於本公司再解除競業禁止，，，，請再研議相關規定請再研議相關規定請再研議相關規定請再研議相關規定。。。。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陳燦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陳燦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陳燦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陳燦煌董事，，，，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離席迴避離席迴避離席迴避。。。。    

                                    經主席徵詢經主席徵詢經主席徵詢經主席徵詢具表決權之出席具表決權之出席具表決權之出席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第八第八第八第八

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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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略略略略。。。。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略略略略。。。。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略略略略。。。。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

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因本因本因本因本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份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份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份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份，，，，

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

序序序序」」」」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依依依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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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需經時需經時需經時需經

董事會通過董事會通過董事會通過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衍生性衍生性衍生性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於董事會通過於董事會通過於董事會通過於董事會通過

後後後後，，，，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    

二二二二、、、、本次修正內容為於第本次修正內容為於第本次修正內容為於第本次修正內容為於第 6666 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策略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策略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策略條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策略

中中中中，，，，新增應依其交易屬性製作書面文件新增應依其交易屬性製作書面文件新增應依其交易屬性製作書面文件新增應依其交易屬性製作書面文件，，，，該文件應包含對被避該文件應包含對被避該文件應包含對被避該文件應包含對被避

險項目之篩選原則險項目之篩選原則險項目之篩選原則險項目之篩選原則、、、、避險交易之承作條件避險交易之承作條件避險交易之承作條件避險交易之承作條件、、、、被避險項目與避險被避險項目與避險被避險項目與避險被避險項目與避險

交易相關性之分析方法與後續部位調整機制等項目交易相關性之分析方法與後續部位調整機制等項目交易相關性之分析方法與後續部位調整機制等項目交易相關性之分析方法與後續部位調整機制等項目。。。。    

三三三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

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略。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董事長之董事報酬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196 條第 1 項（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
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第 1 項（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
規定辦理。 

二、本案應經富邦金控 102.10.01 第一屆第十次薪資報酬委員會會
議審議通過，提請董事會決議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 

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謹提請 核議。 

【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董事長。 

(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書。 

(三)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之董事為董事報酬支給之對象。 

(四)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 

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 

決  議：本案討論及表決時，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已離席迴避，
並請趙少康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
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