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狀況，謹報請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如後附，請參閱第 3頁~第 19 頁。 

 

報告事項（二）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報告，謹報請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業經本公

司 110 年 4 月 26 日第 4 屆第 25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審計

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如後附，請參閱第 21頁。 

二、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請參閱本

公司網頁「與獨董溝通情形」相關內容。 

    網址:https://www.cdibh.com/ch/CSR/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Operation 

 

報告事項（三） 

案由：本公司募集發行 109 年度公司債之辦理情形，謹報請公鑒。（董事會

提） 

說明： 

一、本案依公司法第 246 條規定(如附件一)辦理。 

二、本公司 109 年度公司債發行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180 億元，其中

109 年度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80 億元，業經本公司 109 年 3 月

30 日第 7 屆第 14 次董事會通過，並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以下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9 年 5 月 13 日證櫃債字

第 10900040411 號函通知申報生效在案；109 年度第 2 次無擔保次

順位普通公司債 60 億元及 109 年度第 3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40 億

元，合計共 100 億元，業經本公司 109 年 9 月 28 日第 7 屆第 23 次

董事會通過，並分別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 11 月 24 日證櫃債

字第 10900127371 號函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0 年 1 月 7 日證櫃債

字第 10900145831 號函通知申報生效在案。 



 

三、本公司發行 109 年度第 1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80 億元，係作為償

還為支應到期公司債所發行之商業本票與即將屆期公司債所需資

金；發行 109 年度第 2 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60 億元及 109

年度第 3 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40 億元，合計共 100 億元，係作為

支應轉投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所需之部分價金，各期

別公司債發行條件如下(附件二)： 

 

期別 券別 年期 受償順位 金額 票面利率 發行日 到期日 

109-1 
甲券 5 年 一般順位 56 億元 

固定利率
0.75% 

109/5/20 114/5/20 

乙券 15 年 一般順位 24 億元 
固定利率

0.95% 
109/5/20 124/5/20 

109-2 
甲券 10 年 次順位 15 億元 

固定利率
1.25% 

109/11/30 119/11/30 

乙券 15 年 次順位 45 億元 
固定利率

1.50% 
109/11/30 124/11/30 

109-3 
甲券 7 年 一般順位 20 億元 

固定利率
0.50% 

110/1/14 117/1/14 

乙券 10 年 一般順位 20 億元 
固定利率

0.59% 
110/1/14 120/1/14 

 

四、本案分別業經本公司 109 年 9 月 28 日第 7 屆第 23 次董事會及 110

年 2月 22 日第 7屆第 32次董事會決議准予核備在案。 

附件： 

（一）公司法第 246 條條文乙份。 

（二）本公司發行 109 年度公司債發行辦法。 

 

報告事項（四） 

案由：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正報告，謹報請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二、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6 月 3 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正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



 

範例」(以下稱「參考範例」)，修正本準則相關規定。 

三、本次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一)參酌「參考範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並考量父母、子

女均屬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酌予精簡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

四條) 

(二)參酌「參考範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酌修文字。(修

正條文第十條) 

四、本案業經本公司 109 年 9 月 28 日第 7 屆第 23 次董事會通過後發布

實施。 

五、謹報請公鑒。 

附件： 

（一）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

表乙份。 

（二）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條文乙份。 

 

報告事項（五） 

案由：本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對股東宣導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

有金融控股公司股份之相關法令，謹報請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101 年 1 月 31 日金管

銀控字第 10060005190 號函說明三之（二）規定，金融控股公司應

於有選舉案之前一年股東會，將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股之相關法

令宣導排入股東會報告案，提醒股東注意相關規定辦理。 

二、金管會為落實執行金融控股公司法（以下稱「金控法」）第 16 條

之規定，前函規定金控公司須加強對股東宣導之法令如下： 

（一）依金控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同一人或同一關係

人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該金融控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者，應自持有之日起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報；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亦

同；持股超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者，均

應分別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二）依金控法第 4 條規定，所稱同一人係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

人；同一關係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之關係人。關係

企業：指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之

企業。大股東：指持有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股東為自然人

時，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持股數應一併計入本人之持股計

算。 

前述所定同一自然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2.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分

之一之企業。 

3.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財

團法人。 

前述所定同一法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同一法人與其董事長、總經理，及該董事長、總經理之配

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2.同一法人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

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企業，或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

半數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 

3.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 

（三）依金控法第 5 條規定，計算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金融控

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股份或資本額時，不包

含下列各款情形所持有之股份或資本額： 

1.證券商於承銷有價證券期間所取得，且於證券主管機關規

定期間內處分之股份。 

2.金融機構因承受擔保品所取得，且自取得日起未滿四年之

股份或資本額。 

3.因繼承或遺贈所取得，且自繼承或受贈日起未滿二年之股

份或資本額。 

（四）如違反金控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未向主管機關申報，或未

依金控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經核准而持有金融控股公司已

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者，依金控法第 16 條第 10 項規定，其

超過部分無表決權，並由主管機關命其於限期內處分。主管

機關另得依金控法第 60 條規定，處該股東新臺幣 200 萬元

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未來如被選任擔任金融控股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之職務時，並將考量列為「金

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限制及



 

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3 條第 13 款所稱有不誠信、不正當而

不得擔任負責人之事由。 

三 、 本 公 司 另 已 於 網 頁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 網 址 ：

https://www.cdibh.com/ch/CSR/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Legal
Disclosure】，可連結前述相關規定及提供相關申請書表供本公司股

東查詢下載。 

四、謹報請公鑒。 

 

報告事項（六） 

案由：本公司為執行增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計畫，前由本公司及

子公司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承諾之事項，謹報

請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以公開收購方式轉投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中國人壽」）股權案，前經 109 年 11 月 27 日第 7 屆第 26 次董

事會通過，以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9 年

12 月 22 日金管銀控字第 10901494061 號函與 110 年 1 月 4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90436745 號函同意在案；本公司業已如數收購且於 110

年 2 月 5 日完成交割，本次收購後，本公司及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凱基證券」）計持有中國人壽普通股 2,647,437,320

股，綜合持股比例為 55.95%。 

二、依前開金管會保險局函文所附條件內容，本公司應就向金管會承諾

之事項提報股東會。茲將本公司及凱基證券向金管會出具之聲明

書、承諾書內容，摘錄如下： 

(一)本公司及凱基證券共同聲明，所檢附之所有申請書件均完全確

實且符合「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七

條規定之條件，以及所提供資料「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開

發金控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及「主要股東（前十大）各層投

資架構」之內容均完全確實，如有虛偽或隱匿，願受法律制

裁。 

(二)本公司及凱基證券分別聲明，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

準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或其他有違誠信、正直之



 

情事。 

(三)本公司出具「股東適格性聲明書」，聲明本公司係依據金融控

股公司法合法設立之金融控股公司，且本公司及凱基證券符合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七條所訂定

有關持有保險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應符合之適格條件。 

(四)本公司出具承諾書，承諾以下事項： 

1.「不移轉控制權曁長期經營承諾書」：承諾十年內不移轉本

公司原對於中國人壽所直接及間接擁有之控制權。 

2.「員工權益保障承諾書」：承諾中國人壽員工權益將不會因

為股權變動而受影響，並符合中華民國相關勞動法令。 

3.「保户權益保障承諾書」：承諾中國人壽保戶權益將不會因

為股權變動而受影響，且保戶服務不中斷。 

4.「長期經營承諾書」：承諾十年內不降低對中國人壽之持

股，並承諾就凱基證券所持有中國人壽之股權，除經金管

會核准者外，不同意凱基證券處分或移轉該等持股予本公

司以外之第三人。 

5.「投資資金來源承諾書」：承諾本案無陸資，無「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適用，且無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提供之資金。 

6.「增資需求及資金來源承諾書」：承諾十年內維持中國人壽

以下財務指標，若有不足，將依要求時程補足資金缺口： 

(1)依主管機關要求 IFRS 17 之試算標準或法定標準計算結

果無準備金缺口。 

(2)自交割日起迄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ICS）實施日前，

每期資本適足率符合 250%以上。 

(3)自 112 年底起，每期依據主管機關 ICS 要求符合試算標

準或法定標準計算結果。 

本公司將確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3 條及第 56 條規定之

法定義務進行注資，且增資之資金來源均符合法令規定。 



 

三、本公司前開聲明書及承諾書業經 109 年 12 月 30 日第 7 屆第 29 次

董事會通過在案，並經 110 年 3 月 22 日第 7 屆第 33 次董事會通過

提報股東會。 

 

報告事項（七） 

案由：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謹報請公鑒。（董事會

提）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 33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本公司 109 年度依規定所計得之提撥基礎為新臺幣(以下

同 )13,325,462,299 元 ， 爰 擬 以 現 金 方 式 發 放 員 工 酬 勞

134,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 133,000,000 元。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 110 年 3 月 22 日第 4 屆第 19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通

過，並送請 110 年 3月 22 日第 7屆第 33 次董事會通過在案。 

三、謹報請公鑒。 

 

承認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09 年度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

報表等表冊，請參閱第 3頁~第 19 頁。 

二、謹提請承認。 

決議： 

 



承認事項（二） 

案由：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09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臺幣(下同) 12,655,276,755 元，加

計期初未分派盈餘 12,612,811,045 元及處分分紅保單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轉列特別準備 1,495,817

元，並扣除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06,041,490 元、股份基礎給

付調整數 7,771,735 元及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權益工具投資 246,478,459 元，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219,648,089 元，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3,789,862 元後，可分派盈餘為 23,585,853,982 元，擬發放普

通股現金股利 8,244,420,251 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0.55 元。股

東現金股利不足一元之畸零款部分，由本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二、本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派案後，授

權董事長決定。嗣後如因庫藏股交易、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

工認股權行使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將依股東會決議擬分

配現金股利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授權董

事長調整每股配息率。 

三、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表如後附，請參閱第 40 頁。 

四、謹提請承認。 

決議： 

 

討論事項（一）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準則條文案，謹提請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本案業經 110 年 4 月 26 日第 4 屆第 25 次審計委員會及 110 年 4 月 26

日第 7 屆第 35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請參閱第 42 頁~第 55 頁。 

決議： 

 



 

討論事項（二）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謹提請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 110 年 1 月 28 日修正後「OO 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及「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一

條規定，以及配合實務作業，爰擬修正本規則。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 110 年 4 月 26 日第 7 屆第 35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

案。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請參閱第 57 頁~

第 72 頁。 

決議： 

 

討論事項（三） 

案由：本公司擬發行110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謹提請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為兼顧吸引及留任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共同努力達成未來公

司整體績效，經參考國內公司及國外領先金融業者之相關案例，擬

透過連結公司績效與獎酬機制之設計，使員工與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更趨緊密聯結，擬規劃於目前薪酬機制之外，對符合一定條件之員

工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爰此，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67 條第

9 項至第 12 項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 條

之 1 至第 60 條之 9 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 110 年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發行辦法(草案)（下稱「本辦法」，如後附，請參閱第 76 頁至

第 79 頁），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若要延

長，應重新申請)，向主管機關一次或分次申報辦理，並自主管機關

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發行，實際發行日期授權董事長核

定之。 

三、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一)發行總額：以不超過普通股 112,500 仟股為限，約占本公司已

發行普通股股數 0.75%。 

(二)發行條件： 

1.發行價格：每股新臺幣(以下同)0 元。 



 

2.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3.績效衡量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4.既得條件：績效衡量期間屆滿後，員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數

將以其獲配之股份數依下列績效指標達成狀況所對應之比例

計算到股為止，並得由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依個

別員工之工作表現及對公司整體績效達成之貢獻度於上開計

算所得股份數 10%之範圍內酌予調整之，其不足原獲配股份

數之差額視同未既得。前述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數，員工自獲

配後於各既得日仍在職，且於績效衡量期間未曾有違反本公

司或從屬公司之勞動契約或員工獎懲辦法等受記大過以上之

懲戒，及個人評核指標均須達 3(含)以上者，於績效衡量期

間屆滿後分 3 期既得，各期之既得日及既得比例如下： 

(1) 113 年 6 月 30 日: 40% 

(2) 114 年 6 月 30 日: 30% 

(3) 115 年 6 月 30 日: 30% 

5.績效指標之權重、說明、衡量與所對應之比例：本公司參考

國外金融領先業者後，挑選三項財務績效指標如下，分別給

予權重與衡量方式，後續依實際達成狀況相對國內上市櫃金

控同業之排名，給予對應之比例(Payout Ratio)。相關財務指

標判定以績效衡量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之合併財務報表

為計算基礎，茲說明如下： 

(1) 股東總回報率(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TSR) 

・分配權重：34% 

・說明及計算：(112 年平均收盤價-109 年底當日收盤

價+績效衡量期間之股利發放)/ 109 年底當日收盤

價。 

・衡量方式及對應比例：相較國內上市櫃金控同業(含

本公司)，若排名於第 1 至第 4 名，其對應比例為

100%；排名於第 5 至第 8 名，則為 90%~50%，依

名次等差遞減。 

(2) 普通股股東權益報酬率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ROCE) 

・分配權重：33% 

・說明及計算：110 年~112 年三年平均普通股股東權



 

益報酬率。 

・衡量方式及對應比例：同前。 

(3) 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 EPS)  

・分配權重：33% 

・說明及計算：110 年~112 年三年平均每股盈餘。 

・衡量方式及對應比例：同前。 

上述績效指標之衡量，如遇本公司或國內上市櫃金控同業

有股權調整(如增減資或股票分割)進而影響排名之情事，得

由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視實際狀況調整之。 

6.員工未符既得條件之處理方式：員工經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後，如有未達成既得條件者，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予以註

銷。其他各項情事處理方式，悉依本辦法辦理。 

(三)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限於本公司及從屬公司正式

編制內之全職員工，其具體名單及得獲配之股份數，依法令規

定及本辦法辦理。 

(四)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兼顧吸引及留任專

業人才，激勵員工共同努力達成未來公司整體績效，使員工與

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更趨緊密聯結。 

四、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

響事項：公司應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期間分年認列相關

費用，本次預計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總額以不超過普通股

112,500 仟股為限，約占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0.75%，若以本公

司普通股股價每股 12 元擬制估算，假設前述績效指標於績效衡量

期間，得以全數達成最高排名級距之既得條件(同業排名第 1 至第 4
名)，可能費用化之最大金額為 1,350,000 仟元；110 年至 115 年費

用化金額分別為 126,678 仟元、380,034 仟元、380,034 仟元、

284,739 仟元、136,619 仟元及 41,897 仟元；若依本公司流通在外股

數 14,904,790 仟股計算，對公司 110 年至 115 年每股盈餘影響分別

約為 0.01 元、0.03 元、0.03 元、0.02 元、0.01 元及 0.003 元。對本

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餘之稀釋情形尚屬有限，對現有股東權益亦應

無重大影響。惟實際之費用化金額將考量授予時之本公司股價，以

及各類績效指標於既得期間之達成狀況之最佳估計等因素，依相關

會計原則計算之。 

五、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既得條件達成前將以股票信託保

管之方式辦理。 



 

六、本辦法所訂各項條件或內容，如經主管機關指示、相關法令規則修

正，或因應金融巿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修正時，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案業經提報本公司 110 年 4 月 26 日第 4 屆第 20 次薪酬委員會、

同日第 4 屆第 25 次審計委員會及第 7 屆第 35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

案。 

決議： 

 

討論事項（四） 

案由：擬請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本公司第七屆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

職務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者，業經本公司

108 及 109 年股東常會通過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在案（詳如附件

一）。 

三、因 109 年股東常會後迄今迭有董事代表人改派或董事兼任職務異動

之情形，本次謹再就部分董事新增提報範圍予以彙整，如附件二；

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提請本公司股東會同意解除其競業

禁止之限制。 

四、本案業經提報本公司 110 年 4 月 26 日第七屆第 35 次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附件： 

（一）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常會已通過解除本公司

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彙總表。 

（二）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請 110 年股東常會解除董

事競業禁止限制彙總表。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