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

進行股份轉換暨發行普通股新股及特別股新股之審議結果報告，謹報請

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為能於期限內完成對中國人壽之投資目標，爰規劃以股份轉

換方式將中國人壽納為 100%持股之子公司，並提報本公司 110 年 8

月 12 日第四屆第 27次審計委員會。 

二、此次審議結果如下： 

(一)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

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等相關規定，由本委員會

行使併購特別委員會之職權。 

(二)本委員會業依前揭規定，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小芬會

計師就本股份轉換案出具交易對價合理性複核意見書，黃會計

師並已出具獨立性聲明。 

(三)本股份轉換案之換股比例為中國人壽每 1 股普通股換發本公司

0.80 股普通股、0.73 股特別股及現金新臺幣 11.5 元。依獨立

專家之評估分析，本公司擬支付之股份轉換對價公平價值介於

中國人壽公平價值合理區間內，本委員會認為換股比例及新股

發行條件均尚屬合理。經審閱股份轉換契約書，皆係依據相關

法律規範訂定，其換股比例及條件尚符公平之原則。 

(四)本委員會就本次股份轉換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

議，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同意通過，並將審議結果提報本公司

董事會與股東會。 

三、詳見審計委員會就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果報告(附件一)。 

附件： 

(一) 審計委員會就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果報告。 



 

討論事項（一）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為因應未來營運發展之資本規模需求，擬提高本公司額定資本額，

爰擬修正本章程。 

二、本次增修訂重點臚列如次： 

(一)擬將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由新臺幣貳仟億元提高為新臺幣貳仟伍

佰億元。(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增列本次修正日期及次數。(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 110 年 8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9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

案。 

附件： 

(一)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乙份。 

(二)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草案乙份。 

決議： 



 

討論事項（二） 
案由：本公司為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納為100%

持股之保險子公司，爰依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等相關法規，規

劃與中國人壽進行股份轉換暨發行普通股新股及特別股新股，謹提請公

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為能於期限內完成對中國人壽之投資目標，爰規劃以股份轉

換方式將中國人壽納為 100%持股之子公司，雙方董事長業已於 110

年 8 月 12 日簽訂股份轉換契約(附件一)，依照該契約第 6.1.1 規

定，雙方必須取得其個別股東會之同意，始得進行本交易，本公司

乃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討論本案及股份轉換契約。 

二、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

相關事項辦法」，於 110 年 6 月 28 日第四屆第 26 次審計委員會決

議通過，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本次交易出具股權價值評估

分析及價格合理性意見書，亦委任 Goldman Sachs (Asia) L.L.C

擔任本次交易財務顧問及委任理律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 

三、經審慎評估後，建議本案之交易架構與交易對價訂定如下： 

(一)轉換有價證券種類：中國人壽普通股； 

(二)除權息假設：因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現金股利約新臺幣

0.55 元已於 110 年 8 月 10 日除息；中國人壽則公告 109 年度

盈餘分派之現金股利新臺幣 0.4 元、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股

票股利）每股配發 0.04 股，並提報該公司 110 年 8 月 12 日股

東常會，且規劃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辦理除息及除權作業，故

本次股份轉換悉以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除權息後之價格及股數計

算換股比例； 

(三)轉換有價證券數量：(假設中國人壽除權後之股數)本次股份轉

換預計將取得子公司凱基證券持有之中國人壽股份 425,892 仟

股(約占中國人壽已發行股份 8.66%)，以及中國人壽其他股東

持有之股份 2,167,318 仟股(約占中國人壽已發行股份

44.05%)，合計約 2,593,210 仟股，占中國人壽已發行股份

52.70%； 

(四)交易對價：本公司擬以發行普通股及特別股，並支付現金予除

本公司以外之其餘中國人壽全體股東，做為股份轉換之對價。

故擬訂換股比例為每股中國人壽股份可換發新臺幣 11.5 元、

0.80 股開發金普通股及 0.73 股開發金特別股；本公司預計發



 

行之特別股股息以年率 3.55%(預估發行日七年期 IRS 

0.75%+2.80%)，按每股發行價格計算； 

(五)轉換時間與期間：將俟主管機關核准本轉投資案後，另行召開

董事會決議。 

四、本公司委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小芬會計師就本交易出具交易

對價之合理性意見書(附件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出具前述

合理性意見書所進行交易價格之評估分析，估計中國人壽每股價格

區間約為新臺幣 28.01 ~ 31.20 元；另就本公司所支付之股份轉換

對價分別進行評估，合計本公司之股份轉換對價公平價值區間約為

新臺幣 28.41 元~30.44 元之間。因本次股份轉換之交易對價介於前

述中國人壽價格區間中，黃小芬會計師出具價格合理性意見書表示

本公司股份轉換之交易對價尚屬允當合理。 

五、本次辦理股份轉換之對價總額約當新臺幣 771 億元，除現金對價約

新臺幣 298 億元外，本公司預計發行普通股 2,074,568 仟股、每股

面額新臺幣 10 元；及預計發行特別股 1,893,044 仟股、每股面額

新臺幣 10 元、每股發行價格新臺幣 10 元。 

六、經與中國人壽協議，股份轉換契約主要條件如下，惟股份轉換執行

與否，應以本契約第 6條均已成就為先決條件： 

(一)換股比例（詳股份轉換契約第 3條） 

如本交易經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雙方股東會分別決議通過，並取

得相關主管機關之一切必要之許可、同意、核准後，本公司應

以中國人壽每股普通股股份換發本公司 0.80 股普通股、0.73

股特別股及現金新臺幣 11.5 元，並依第 4 條之規定調整換股

比例後，進行股份轉換。本公司應支付對價已考量本公司及中

國人壽於 110 年股東常會通過發放之 109 年股利，且本公司實

際發行新股之數額，以中國人壽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實際已發行

之股份扣除本公司持有股數之數額，按換股比例計算之。 

(二)換股比例調整（詳股份轉換契約第 4條） 

自股份轉換契約簽署日起至股份轉換基準日（定義如股份轉換

契約第 5.2 條），如發生股份轉換契約第 4.1.1 條及第 4.1.2

條所列之情事時，換股比例依約定公式調整，無須另行召開股

東會決議；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雙方應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授

權雙方董事會如發生股份轉換契約第 4.2.1 條至第 4.2.4 條所

列之情事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雙方董事會應

於各該情事發生後 10 個營業日內或雙方另行協議之其他時間

內完成本契約換股比例之調整，無須另行召開股東會決議調整



 

換股比例。 

(三)股份轉換時程（詳股份轉換契約第 5條） 

1.本公司及中國人壽應於 110 年 10 月 1 日分別依法召開股東

會通過本股份轉換交易及股份轉換契約。 

2.於所有進行本交易前應取得之核准、許可或同意均已取得後

20 個營業日內，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雙方應召開董事會，共同

議定股份轉換基準日。如本公司及中國人壽雙方董事會未於

前述期限內共同議定股份轉換基準日者，應以進行本交易前

應取得之核准、許可或同意均已取得或完成後第 30 個營業

日為股份轉換基準日。 

3.股份轉換基準日暫訂為 110 年 12 月 27 日。 

(四)異議股份之處理（股份轉換契約第 9條） 

倘本公司或中國人壽任一方之股東就股份轉換依法表示異議並

請求買回其持股時，該方應依法令規定收買該異議股東所持有

之股份。因本條所買回之股份，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出售或銷

除。 

七、本案業經提報本公司 110 年 8 月 12 日第四屆第 27 次審計委員會決

議通過，並將審議結果報告(如報告案所揭)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

並於同日第七屆第 39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八、因本股份轉換案及股份轉換契約應經股東臨時會通過，倘蒙股東臨

時會通過，擬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向主管機關

(包含但不限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證券交易所等)提出相關申請

書件、辦理後續股份發行及股份轉換等相關事務、因應主管機關之

指示為必要之調整。 

附件： 

(一)110 年 8 月 12 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契約影本乙份。 

(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小芬會計師出具之交易對價合理性複

核意見書影本乙份。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