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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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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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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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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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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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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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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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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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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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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委員會酬委員會酬委員會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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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本再由本再由本再由本

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股東會職權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董事會行使股東會職權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董事會行使股東會職權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董事會行使股東會職權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董事會行使

之之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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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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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會代行，，，，故本案由董事故本案由董事故本案由董事故本案由董事

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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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附件由提案單位留存本案附件由提案單位留存本案附件由提案單位留存本案附件由提案單位留存））））。。。。    

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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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利涉及利涉及利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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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

書書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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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為本案獎金之支給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之支給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之支給對象董事長為本案獎金之支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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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會議主席之代理會議主席之代理會議主席之代理會議主席之代理：：：：本案依公司法第本案依公司法第本案依公司法第本案依公司法第 208208208208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3333 項項項項，，，，請主席請主席請主席請主席

指定其他董事擔任本案代理主席指定其他董事擔任本案代理主席指定其他董事擔任本案代理主席指定其他董事擔任本案代理主席。。。。    

六六六六、、、、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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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並並並並
請湯明哲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請湯明哲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請湯明哲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請湯明哲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    

                                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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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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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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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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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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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本公司擬參與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增資案本公司擬參與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增資案本公司擬參與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增資案本公司擬參與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增資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富邦財產保險有富邦財產保險有富邦財產保險有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下稱富邦財險下稱富邦財險下稱富邦財險下稱富邦財險))))，，，，將辦理增資人民幣將辦理增資人民幣將辦理增資人民幣將辦理增資人民幣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經依富邦財險所提供之增資可行性報告經依富邦財險所提供之增資可行性報告經依富邦財險所提供之增資可行性報告經依富邦財險所提供之增資可行性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請參閱會議資料請參閱會議資料請參閱會議資料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評估後評估後評估後評估後，，，，建議本公司參與此次增資建議本公司參與此次增資建議本公司參與此次增資建議本公司參與此次增資，，，，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            (            (            (一一一一))))依據富邦財險依據富邦財險依據富邦財險依據富邦財險 2015201520152015 年營運計畫預測年營運計畫預測年營運計畫預測年營運計畫預測，，，，隨著業務規模快速發隨著業務規模快速發隨著業務規模快速發隨著業務規模快速發

展展展展，，，，償付能力至年底將下滑至償付能力至年底將下滑至償付能力至年底將下滑至償付能力至年底將下滑至 39.6939.6939.6939.69％。％。％。％。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第第第第 39393939 條條條條，，，，若償付能力低於若償付能力低於若償付能力低於若償付能力低於

150150150150％％％％中國保監可要求富邦財險提交及實施預防償付能力中國保監可要求富邦財險提交及實施預防償付能力中國保監可要求富邦財險提交及實施預防償付能力中國保監可要求富邦財險提交及實施預防償付能力

不足之計畫不足之計畫不足之計畫不足之計畫；；；；前開同規定第前開同規定第前開同規定第前開同規定第 38383838 條條條條，，，，更有明定若償付能力低更有明定若償付能力低更有明定若償付能力低更有明定若償付能力低

於於於於 100100100100％，％，％，％，中國保監會將會採取包括中國保監會將會採取包括中國保監會將會採取包括中國保監會將會採取包括「「「「接管接管接管接管」」」」在內等多項監在內等多項監在內等多項監在內等多項監

管措施管措施管措施管措施。。。。富富富富邦財險為了維持償付能力高於邦財險為了維持償付能力高於邦財險為了維持償付能力高於邦財險為了維持償付能力高於 150150150150％％％％且避免成為且避免成為且避免成為且避免成為

中國保監會關注之公司中國保監會關注之公司中國保監會關注之公司中國保監會關注之公司，，，，爰計畫本次增資人民幣爰計畫本次增資人民幣爰計畫本次增資人民幣爰計畫本次增資人民幣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增資後該公司之資本額將達人民幣增資後該公司之資本額將達人民幣增資後該公司之資本額將達人民幣增資後該公司之資本額將達人民幣 1010101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2015201520152015 年底之預年底之預年底之預年底之預

期償付能力將提高至期償付能力將提高至期償付能力將提高至期償付能力將提高至 248.2248.2248.2248.2％。％。％。％。    

            (            (            (            (二二二二))))現行富邦財險之股東及所佔股權比例分別為本公司現行富邦財險之股東及所佔股權比例分別為本公司現行富邦財險之股東及所佔股權比例分別為本公司現行富邦財險之股東及所佔股權比例分別為本公司 404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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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險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險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險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險公司((((下稱富邦人壽下稱富邦人壽下稱富邦人壽下稱富邦人壽)40)40)40)40％％％％及廈門港及廈門港及廈門港及廈門港

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廈門港務集團下稱廈門港務集團下稱廈門港務集團下稱廈門港務集團)20)20)20)20％，％，％，％，按富邦財按富邦財按富邦財按富邦財

險公司章程第險公司章程第險公司章程第險公司章程第 16161616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股東有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股東有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股東有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股東有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

認繳出資認繳出資認繳出資認繳出資，，，，依前開規定計算依前開規定計算依前開規定計算依前開規定計算，，，，本公司得優先認繳出資額為本公司得優先認繳出資額為本公司得優先認繳出資額為本公司得優先認繳出資額為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1111 億億億億 2222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而股權比例則維持而股權比例則維持而股權比例則維持而股權比例則維持 40404040％。％。％。％。    

((((三三三三))))惟現行股東中惟現行股東中惟現行股東中惟現行股東中，，，，廈門港務集團參與增資意願尚不明朗廈門港務集團參與增資意願尚不明朗廈門港務集團參與增資意願尚不明朗廈門港務集團參與增資意願尚不明朗，，，，倘倘倘倘

其放棄優先認繳出資其放棄優先認繳出資其放棄優先認繳出資其放棄優先認繳出資，，，，為為為為了支持富邦財險穩健經營並符合了支持富邦財險穩健經營並符合了支持富邦財險穩健經營並符合了支持富邦財險穩健經營並符合

當地主管機關監管之要求當地主管機關監管之要求當地主管機關監管之要求當地主管機關監管之要求，，，，擬建議本公司提高認繳出資額擬建議本公司提高認繳出資額擬建議本公司提高認繳出資額擬建議本公司提高認繳出資額

至人民幣至人民幣至人民幣至人民幣 1111 億億億億 5555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            (            (            (四四四四))))因本次增資有前開情形因本次增資有前開情形因本次增資有前開情形因本次增資有前開情形，，，，爰就富邦財險爰就富邦財險爰就富邦財險爰就富邦財險「「「「現行股東皆有依現行股東皆有依現行股東皆有依現行股東皆有依

出資比例認繳增資出資比例認繳增資出資比例認繳增資出資比例認繳增資」」」」及及及及「「「「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

兩種狀況兩種狀況兩種狀況兩種狀況，，，，將增資前後各股東之股權異動情形分別表列如將增資前後各股東之股權異動情形分別表列如將增資前後各股東之股權異動情形分別表列如將增資前後各股東之股權異動情形分別表列如

下下下下：：：：    

    

1.1.1.1.現行股東皆有依出資比例認繳增資之情形現行股東皆有依出資比例認繳增資之情形現行股東皆有依出資比例認繳增資之情形現行股東皆有依出資比例認繳增資之情形    

2.2.2.2.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之情形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之情形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之情形廈門港務集團放棄優先認繳資格之情形    

二二二二、、、、綜上綜上綜上綜上，，，，本案考量富邦財險股東之一廈門港務集團尚未表示是否本案考量富邦財險股東之一廈門港務集團尚未表示是否本案考量富邦財險股東之一廈門港務集團尚未表示是否本案考量富邦財險股東之一廈門港務集團尚未表示是否

有增資意願有增資意願有增資意願有增資意願，，，，爰請董事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爰請董事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爰請董事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爰請董事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於認繳出資金額於認繳出資金額於認繳出資金額於認繳出資金額

不超過人民幣不超過人民幣不超過人民幣不超過人民幣 1111 億億億億 5555 仟萬元之範圍內仟萬元之範圍內仟萬元之範圍內仟萬元之範圍內，，，，全權處理相關事宜及必全權處理相關事宜及必全權處理相關事宜及必全權處理相關事宜及必

須或合宜之變更須或合宜之變更須或合宜之變更須或合宜之變更。。。。    

三三三三、、、、本件出資參與增資屬與利害關本件出資參與增資屬與利害關本件出資參與增資屬與利害關本件出資參與增資屬與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交人交人交人交易易易易，，，，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取得或處取得或處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分資產處理程分資產處理程分資產處理程序序序序」」」」第第第第 7777條及本公司條及本公司條及本公司條及本公司「「「「與利害關與利害關與利害關與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人人人從從從從事放事放事放事放款以款以款以款以

增資前增資前增資前增資前    增資後增資後增資後增資後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RMB)(RMB)(RMB)(RMB)    

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

例例例例(%)(%)(%)(%)    

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

額額額額(RMB)(RMB)(RMB)(RMB)    出出出出資額資額資額資額(RMB)(RMB)(RMB)(RMB)    
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

例例例例(%)(%)(%)(%)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2222 億億億億 8888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0404040    1111 億億億億 2222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444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40404040    

富邦人壽富邦人壽富邦人壽富邦人壽    2222 億億億億 8888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0404040    1111 億億億億 2222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444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40404040    

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    1111 億億億億 4444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20202020    6666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2222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20202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7777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0100100100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10101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0100100100    

增資前增資前增資前增資前    增資後增資後增資後增資後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RMB)(RMB)(RMB)(RMB)    

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

例例例例(%)(%)(%)(%)    

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本次增資出資

額額額額(RMB)(RMB)(RMB)(RMB)    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出資額(RMB)(RMB)(RMB)(RMB)    
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持股比

例例例例(%)(%)(%)(%)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2222 億億億億 8888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0404040    1111 億億億億 5555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444 億億億億 3333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3434343    

富邦人壽富邦人壽富邦人壽富邦人壽    2222 億億億億 8888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0404040    1111 億億億億 5555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444 億億億億 3333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43434343    

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廈門港務集團    1111 億億億億 4444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20202020    放棄認繳資格放棄認繳資格放棄認繳資格放棄認繳資格    1111 億億億億 4444 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仟萬元    1414141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7777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0100100100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101010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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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外外交交交交易易易易控管控管控管控管準準準準則則則則」」」」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取得或處分有取得或處分有取得或處分有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若交若交若交若交

易易易易金額達金額達金額達金額達新臺新臺新臺新臺幣幣幣幣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以以以以上上上上者者者者，，，，應洽應洽應洽應洽請會計請會計請會計請會計師師師師就交就交就交就交易價易價易價易價格之合格之合格之合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理性表示意理性表示意理性表示意見見見見。。。。本案依本案依本案依本案依法令法令法令法令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決決決決定出資比例定出資比例定出資比例定出資比例，，，，並依取資程並依取資程並依取資程並依取資程序序序序

及利害關及利害關及利害關及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交人交人交人交易易易易之相關規定出之相關規定出之相關規定出之相關規定出具具具具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師師師師意意意意見書見書見書見書，，，，交交交交易易易易條件尚條件尚條件尚條件尚

屬合理屬合理屬合理屬合理，，，，檢檢檢檢附利害關附利害關附利害關附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交人交人交人交易易易易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他他他他同同同同類對象檢覆類對象檢覆類對象檢覆類對象檢覆表表表表

及參與現金增資交及參與現金增資交及參與現金增資交及參與現金增資交易價易價易價易價格會計格會計格會計格會計師覆核師覆核師覆核師覆核合理性意合理性意合理性意合理性意見書見書見書見書((((請參閱會請參閱會請參閱會請參閱會

議資料附件議資料附件議資料附件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四四四四、、、、依公司依公司依公司依公司法法法法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公司如為公司如為公司如為公司如為他他他他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責任責任責任責任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時時時時，，，，其所有其所有其所有其所有投投投投資資資資總總總總額額額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實不得超過本公司實不得超過本公司實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收收收股本股本股本股本百百百百分之四十分之四十分之四十分之四十，，，，

但但但但若經若經若經若經已已已已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發行股份總數總數總數總數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以以以以上股東出上股東出上股東出上股東出席席席席，，，，以以以以出出出出席席席席股東表股東表股東表股東表

決決決決權過權過權過權過半數半數半數半數同意之股東會同意之股東會同意之股東會同意之股東會決決決決議議議議者者者者，，，，則不在此限則不在此限則不在此限則不在此限。。。。因本公司因本公司因本公司因本公司為富為富為富為富

邦金邦金邦金邦金融融融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100100100％％％％持有之持有之持有之持有之子子子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依相關依相關依相關依相關法令法令法令法令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職職職職權權權權由由由由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代代代代行行行行，，，，本案為董事會本案為董事會本案為董事會本案為董事會代代代代行股東會行股東會行股東會行股東會職職職職權權權權。。。。

故故故故本案董事會本案董事會本案董事會本案董事會決決決決議同意後議同意後議同意後議同意後，，，，即即即即不不不不受受受受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法法法法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所條所條所條所訂投訂投訂投訂投資資資資總總總總額額額額

不得超過實不得超過實不得超過實不得超過實收收收收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 40404040％％％％之限之限之限之限制制制制。。。。    

                                五五五五、、、、謹謹謹謹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核核核核議議議議。。。。    

【【【【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交人交人交人交易易易易之之之之應揭露應揭露應揭露應揭露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一一一一))))交交交交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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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係係係係：：：：交交交交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為本公司之為本公司之為本公司之為本公司之子子子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三三三三))))交交交交易易易易條件未優於同條件未優於同條件未優於同條件未優於同類對象證類對象證類對象證類對象證明明明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係係係係人交人交人交人交易易易易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條件不優於其他他他他同同同同
類對象檢覈類對象檢覈類對象檢覈類對象檢覈表表表表。。。。    

((((四四四四))))決決決決議門議門議門議門檻檻檻檻：：：：應應應應經公司三分之二經公司三分之二經公司三分之二經公司三分之二以以以以上董事出上董事出上董事出上董事出席席席席及出及出及出及出席席席席董事四分之三董事四分之三董事四分之三董事四分之三以以以以上之上之上之上之
決決決決議議議議，，，，始始始始得為之得為之得為之得為之。。。。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利利利利益迴益迴益迴益迴避避避避應應應應敘敘敘敘明事項明事項明事項明事項】】】】    

((((一一一一))))涉涉涉涉及利害關及利害關及利害關及利害關係係係係之董事之董事之董事之董事姓名姓名姓名姓名：：：：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莊子莊子莊子莊子明董事明董事明董事明董事。。。。    

((((二二二二))))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係重係重係重係重要內要內要內要內容容容容之說明之說明之說明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請參照董事請參照董事請參照董事自身自身自身自身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利害關係係係係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迴迴迴迴避之理避之理避之理避之理由由由由：：：：擔任擔任擔任擔任交交交交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易對象之董事之董事之董事之董事。。。。    

((((四四四四))))迴迴迴迴避情形避情形避情形避情形：：：：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表及表及表及表決時離席迴決時離席迴決時離席迴決時離席迴避避避避。。。。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由郭育信由郭育信由郭育信由郭育信資資資資深協深協深協深協理理理理及及及及莊子莊子莊子莊子明董事明董事明董事明董事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本案有利害關與本案有利害關與本案有利害關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係係係之之之之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陳燦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及及及及莊子莊子莊子莊子明董事於明董事於明董事於明董事於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及及及表表表表決時已離決時已離決時已離決時已離

席迴席迴席迴席迴避避避避。。。。    

                                經主經主經主經主席徵詢席徵詢席徵詢席徵詢其其其其餘餘餘餘出出出出席席席席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全全全全體無體無體無體無異議照案異議照案異議照案異議照案通通通通過過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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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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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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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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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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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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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由石燦明監察人報告本案由石燦明監察人報告本案由石燦明監察人報告本案由石燦明監察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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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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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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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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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已於董事會已於董事會已於董事會已於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727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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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因因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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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部
份份份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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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
理程序理程序理程序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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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則則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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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時時
需經董事會通過需經董事會通過需經董事會通過需經董事會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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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衍衍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
過後過後過後過後，，，，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    

二二二二、、、、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訂定之日訂定之日訂定之日訂定之「「「「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自律規範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自律規範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自律規範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自律規範」」」」
及及及及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管理辦管理辦管理辦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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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修正修正修正修正，，，，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
策與處理程序策與處理程序策與處理程序策與處理程序」，」，」，」，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為利保險業降低已投資部位未來一年內到期之本金及所生為利保險業降低已投資部位未來一年內到期之本金及所生為利保險業降低已投資部位未來一年內到期之本金及所生為利保險業降低已投資部位未來一年內到期之本金及所生
孳息之預期再投資孳息之預期再投資孳息之預期再投資孳息之預期再投資，，，，及已銷售保單於未來一年內預期現金及已銷售保單於未來一年內預期現金及已銷售保單於未來一年內預期現金及已銷售保單於未來一年內預期現金
流入之投資流入之投資流入之投資流入之投資，，，，受到價格受到價格受到價格受到價格、、、、利率及匯率等風險之可能影響利率及匯率等風險之可能影響利率及匯率等風險之可能影響利率及匯率等風險之可能影響，，，，
法令開放保險業基於避險需要法令開放保險業基於避險需要法令開放保險業基於避險需要法令開放保險業基於避險需要，，，，得就上開項目從事避險目得就上開項目從事避險目得就上開項目從事避險目得就上開項目從事避險目
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因此本處理程序增列本公司申因此本處理程序增列本公司申因此本處理程序增列本公司申因此本處理程序增列本公司申
請從事該類交易之應符合資格條件請從事該類交易之應符合資格條件請從事該類交易之應符合資格條件請從事該類交易之應符合資格條件、、、、應檢具申請文件應檢具申請文件應檢具申請文件應檢具申請文件，，，，以以以以
及應遵循之限額與內部稽核等規定及應遵循之限額與內部稽核等規定及應遵循之限額與內部稽核等規定及應遵循之限額與內部稽核等規定。。。。((((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    

((((二二二二))))配合配合配合配合「「「「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度實施辦法度實施辦法度實施辦法」」」」第第第第 32323232 條新增條新增條新增條新增
適法性評估相關規定適法性評估相關規定適法性評估相關規定適法性評估相關規定。。。。((((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    

((((三三三三))))新增於初次交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型態新增於初次交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型態新增於初次交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型態新增於初次交易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型態，，，，投資交易單位應投資交易單位應投資交易單位應投資交易單位應
會辦風險管理單位會辦風險管理單位會辦風險管理單位會辦風險管理單位、、、、法令遵循單位及會計單位後出具評估法令遵循單位及會計單位後出具評估法令遵循單位及會計單位後出具評估法令遵循單位及會計單位後出具評估
報告之規定報告之規定報告之規定報告之規定。。。。((((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    

((((四四四四))))增列本公司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其從事衍生性金增列本公司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其從事衍生性金增列本公司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其從事衍生性金增列本公司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其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相關資訊之規定融商品交易相關資訊之規定融商品交易相關資訊之規定融商品交易相關資訊之規定，，，，以及修正本公司從事增加投以及修正本公司從事增加投以及修正本公司從事增加投以及修正本公司從事增加投
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辦理損益評估報告之編製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辦理損益評估報告之編製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辦理損益評估報告之編製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辦理損益評估報告之編製
與陳報等規範與陳報等規範與陳報等規範與陳報等規範。。。。((((第第第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34343434 條條條條))))    

((((五五五五))))新增本處理程序應有稽核新增本處理程序應有稽核新增本處理程序應有稽核新增本處理程序應有稽核、、、、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單位參與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單位參與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單位參與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單位參與
修訂之規定修訂之規定修訂之規定修訂之規定。。。。((((第第第第 37373737 條條條條))))    

三三三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程序程序程序」」」」修訂對照修訂對照修訂對照修訂對照
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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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3103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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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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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 年度經營成年度經營成年度經營成年度經營成果果果果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            (            (            (一一一一))))簽簽簽簽單保單保單保單保費費費費及及及及市佔市佔市佔市佔率率率率：：：：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簽簽簽簽單保單保單保單保費費費費 291291291291....8888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市佔市佔市佔市佔率率率率

22222222....1111%%%%，，，，第第第第 33333333 年年年年蟬連市場龍頭蟬連市場龍頭蟬連市場龍頭蟬連市場龍頭，，，，主要險種主要險種主要險種主要險種市佔市佔市佔市佔率率率率均超越均超越均超越均超越

20202020%%%%，，，，持續持續持續持續保保保保持市場領先地持市場領先地持市場領先地持市場領先地位位位位。。。。    

            (            (            (            (二二二二))))財務收支財務收支財務收支財務收支及預及預及預及預算達算達算達算達成成成成情形情形情形情形：：：：103103103103 年營業年營業年營業年營業收收收收入入入入淨淨淨淨額額額額 252252252252....1111億億億億

元元元元，，，，預預預預算數算數算數算數 246246246246....222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達達達達成率成率成率成率 102102102102....4444%%%%；；；；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營業成本 161161161161....2222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預預預預算數算數算數算數 159159159159....6666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實實實實支支支支率率率率 101101101101....0000%%%%；；；；營業營業營業營業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及營及營及營及營

業外業外業外業外收支淨收支淨收支淨收支淨額額額額 54545454....4444億元億元億元億元，，，，預預預預算數算數算數算數 54545454....9999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實實實實支支支支率率率率 99999999....1111%%%%；；；；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整整整整體體體體稅稅稅稅後後後後淨淨淨淨利利利利 28282828....222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達達達達成率成率成率成率 10410410410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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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3103103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一一一一；；；；財務收財務收財務收財務收

支支支支及預及預及預及預算達算達算達算達成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成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成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成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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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承承承認認認認。。。。    

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郭世昌郭世昌郭世昌郭世昌資深協理報告資深協理報告資深協理報告資深協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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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310310310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決決決決算算算算表冊表冊表冊表冊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六屆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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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 年度資產年度資產年度資產年度資產負債負債負債負債表表表表、、、、綜綜綜綜合損益表合損益表合損益表合損益表、、、、權益權益權益權益變動變動變動變動表表表表、、、、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流流流流量量量量表及合表及合表及合表及合併併併併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負債負債負債負債表表表表、、、、綜綜綜綜合損益表合損益表合損益表合損益表、、、、權益權益權益權益變動變動變動變動表表表表、、、、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流流流流量量量量表表表表，，，，業已編製業已編製業已編製業已編製完完完完成並經成並經成並經成並經安侯建安侯建安侯建安侯建業業業業聯聯聯聯合會計合會計合會計合會計師師師師事事事事務務務務所所所所李逢李逢李逢李逢

暉暉暉暉、、、、高渭川高渭川高渭川高渭川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師師師師查核查核查核查核竣竣竣竣事事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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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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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呂麗卿呂麗卿呂麗卿呂麗卿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經主席經主席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徵詢出席董事徵詢出席董事徵詢出席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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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310310310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盈餘盈餘盈餘盈餘分配案分配案分配案分配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六屆第本案業經第六屆第本案業經第六屆第本案業經第六屆第七七七七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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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稅稅稅後後後後淨淨淨淨利為新利為新利為新利為新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2222,,,,816816816816,,,,267267267267,,,,755755755755 元元元元，，，，扣除精算扣除精算扣除精算扣除精算損益損益損益損益變變變變

動 數動 數動 數動 數 273273273273,,,,022022022022,,,,067067067067 元元元元 及及及及 特 別 盈 餘特 別 盈 餘特 別 盈 餘特 別 盈 餘 公公公公 積 淨積 淨積 淨積 淨 提 列 新提 列 新提 列 新提 列 新 台 幣台 幣台 幣台 幣

1111,,,,223223223223,,,,858858858858,,,,850850850850 元元元元等項目後等項目後等項目後等項目後，，，，可可可可供供供供分配之現金股利為新分配之現金股利為新分配之現金股利為新分配之現金股利為新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1111,,,,319319319319,,,,386386386386,,,,838838838838 元元元元，，，，提提提提撥撥撥撥項目如下項目如下項目如下項目如下：：：：發放現金股利新發放現金股利新發放現金股利新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1111,,,,319319319319,,,,386386386386,,,,838838838838元給母元給母元給母元給母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富邦富邦富邦富邦金控金控金控金控，，，，並以並以並以並以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為日為日為日為

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310310310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盈餘盈餘盈餘盈餘分分分分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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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呂麗卿呂麗卿呂麗卿呂麗卿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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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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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新增討論事項第四案「本公司人事調整案」，各位董事若無意見，即

排入本次議程中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略。 

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 

第一案：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略。 

第二案：本公司董事長報酬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196條第 1項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明訂者，

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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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股東

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故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二、相關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本案附件由提案單位保存）。 

三、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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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為本案報酬之支給對象。 

           （四）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離席迴避。 

           （五）會議主席之代理：本案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請主席

指定其他董事擔任本案代理主席。 

四、謹提請  核議。 

本案由粘素綾資深經理報告。 

決  議：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陳燦煌董事，於討論及表決時已離席迴避，並

請湯明哲獨立董事暫代主席職務。 

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依湯明哲獨

立董事確認之數額通過。 

第三案：略。 

第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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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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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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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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第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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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第二案：略。 

第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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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第二案：略。 

第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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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案。 

說  明：一、董事會前已於 104 年 7 月 30 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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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規定，修正本公司訂定之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並提

報股東會。 

二、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一)新增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投資或放款之豁免條件

應參照之規定。(第 5 條) 

(二)新增本公司符合一定條件，投資一定金額以下且屬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案件，得以備具相關投資文件供主

管機關事後查核方式辦理。(第 8 條) 

(三)新增及修正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投資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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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單位及其內容。(第 10 條) 

(四)新增本公司進行特定或重大資金運用前，應申請由總機構法

令遵循主管出具符合法令及內部規範之意見並簽署之規

定。(第 13 條) 

(五)新增本公司對於同一被投資對象之投資金額若超過被投資

對象實收資本額半數或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半數，內

部控制制度應符合之規定。(第 19 條) 

(六)新增第六章內部稽核制度及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第 20

條、第 21 條及第 22 條) 

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修訂條文

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九。 

五、謹提請  核議。 

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 

決  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略。 

第三案：略。 

第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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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