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公司概況—關係人/關係企業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07月29日

維護單位：普通會計部

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 基準日: 111年06月30日

持有股數(股) 持有比例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公司

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 本公司投資40%之合資公司 517,894,883                  -                              40.00%

越南富邦人壽保險責任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1,626,044,675               -                              100.00%

富邦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8,359,079,168               2,675,000,000            100.00%

富邦現代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本公司之子公司
10,616,882,193             175,334,047               77.40%

Carter Lane (Guernsey)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
2,813,536,915               41,514,743                 100.00%

Bow Bells House (Jersey)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
1,036,042,900               46,172,931                 100.00%

Fubon MTL Property (Jersey)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
5,708,621,396               92,581,000                 100.00%

Fubon Ellipse (Belgium) S.A. 本公司之子公司
1,835,183,291               1,133,718                   100.00%

Fubon Eurotower (Luxembourg) S.`a r.l. 本公司之子公司
6,979,115,815               219,997                      100.00%

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9,935,887,287               13,979,798                 18.00%

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219,406,491                  18,044,160                 20.00%

星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2,164,506,806               210,000,000               30.00%

禾碩綠電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334,549,541                  32,700,000                 30.00%

信鼎壹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149,523,706                  15,000,000                 30.00%

星鱻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179,993,204                  18,000,000                 30.00%

Hyundai Card Co., Ltd 本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7,893,422,455               16,046,528                 10.00%

富邦金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3,482,755,290               315,554,903               25.00%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富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同為富邦金控之子公司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日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嘉富證券國際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嘉富資本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日盛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國際產物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越南富邦產物保險責任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保險經紀人(菲律賓)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保險經紀人(泰國)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華⼀銀⾏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北富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證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閩投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投資控股(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Fubon Securities(Hong Kong) Limited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富邦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Fubon Fund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Fubon Digital Music GP Limited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富昇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運動場館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Fubon Nominees(Hong Kong) Limited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海富財務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Aquarius (Nominees) Limited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私募股權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關係人/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實際投資情形(元)

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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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公司概況—關係人/關係企業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07月29日

維護單位：普通會計部

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 基準日: 111年06月30日

持有股數(股) 持有比例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關係人/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實際投資情形(元)

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

富邦數位音樂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博威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富邦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連加網路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深圳騰富博投資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中信富通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富邦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連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廈門金富源保險公估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四川省唯品富邦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之孫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廈門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控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眾安人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採權益法認列之被投資公司

富立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富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16,295,083,200             150,880,400               4.29%

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灣客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明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忠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道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臺北市政府及其轄下各機關 實質關係人

富本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294,012,982                  32,523,560                 9.27%

*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6,618,612,000               10,374,000                 5.70%

中華⺠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實質關係人

富邦興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凱擘影藝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台灣大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臺北文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臺北文創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富邦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德芮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祥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實質關係人

富醫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中華⺠國⼈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實質關係人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9,145,248,000               14,048,000                 0.88%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2,572,869,586               11,994,730                 2.49%

台信財產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臺灣閩投經濟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第2頁，共4頁



項目：公司概況—關係人/關係企業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07月29日

維護單位：普通會計部

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 基準日: 111年06月30日

持有股數(股) 持有比例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關係人/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實際投資情形(元)

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

Hyundai Mobis Co., Ltd. 實質關係人

Hyundai Commercial Co., Ltd. 實質關係人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496,260,939                  10,660,815                 1.17%

台灣優視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上海富邦華⼀公益基⾦會 實質關係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裕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北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千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589,476,400                  14,736,910                 3.8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台灣機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誠隆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實質關係人

合⼀⽣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2,701,277,046               15,391,892                 3.97%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實質關係人

中華⺠國保險學會 實質關係人

台灣屏東農業國際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帳聯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中華聯合保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8,183,594,761               1,862,482,603            12.17%

光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富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實質關係人

社團法人大享食育協會 實質關係人

大雲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眾智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實質關係人

生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1,956,899                       531,766                      2.40%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盛弘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匯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2,514,400                       112,000                      4.10%

中國文化大學 實質關係人

新臺灣久保田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糧彰貿易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社團法人東福信友堂協會 實質關係人

⻑華電材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1,503,418,000               45,080,000                 6.54%

⻑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2,061,626,048               27,415,240                 7.14%

OnePlatform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環⼀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富美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東海大學 實質關係人

蔡明興 董事⻑

林福星 副董事⻑

鄭本源 董事

陳俊伴 董事、總經理

陳士斌 董事

王銘陽 獨立董事

何弘能 獨立董事

周鐘麒 獨立董事

林羣 獨立董事

董采苓 執行副總經理、財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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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公司概況—關係人/關係企業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07月29日

維護單位：普通會計部

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關係人/關係企業

關係人/關係企業 基準日: 111年06月30日

持有股數(股) 持有比例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關係人/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實際投資情形(元)

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關係企業

關係企業

林立⺠ 資深副總經理

廖俊禎 資深副總經理

黃烈暉 副總經理

陳世岳 執行副總經理

許芸菁 資深副總經理

王瑋 資深副總經理、會計主管

張芳榮 副總經理

陳櫻芽 資深副總經理

簡世炤 副總經理

陳秀玲 資深副總經理

胡成建 資深法務顧問

張景堂 副總經理

陳怡璇 資深副總經理

游淑觀 資深副總經理

王莨傑 副總經理

羅光育 副總經理

王素梅 副總經理

楊郁芬 副總經理

楊蒨如 副總經理

黃國祥 副總經理

林昀谷 資深副總經理

范綱權 副總經理

劉炳華 副總經理

廖運宏 資深副總經理

褚秋群 副總經理

陳寬偉 副總經理

黃慧敏 副總經理

李忠 副總經理

王慧玲 副總經理

其他關係人

董事、重要股東、經理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及富邦集團關係企業或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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