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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8 年股東常會 

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29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正  

地點：台 北 市 中 山 南 路 11 號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金 會 8
樓 8 0 2 會 議 室  

出席：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為590,388,750股，出席股東代

表股數為            股，占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

之   。  

主席：楊董事長誠對  

壹、報告出席股數並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參、報告事項：  

一、 107 年度營業報告：(議事手冊第 4 頁至第 9 頁) 

二、 107 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議事手冊第 21 頁) 

三、107 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本公

司董事會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 107 年度員工酬勞

現 金 新 台 幣 10,436,116 元 及 董 事 酬 勞 新 台 幣

3,900,000 元。  

肆、承認及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案  
案  由： 本公司 107 年度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如後

附 (議事手冊第 4 頁至第 19 頁 )，提請承認案。 

說  明：  本公司 107 年度財務報告業經「資誠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陳賢儀會計師及賴宗羲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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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完竣。  

決  議：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案  
案  由： 本公司 107 年度盈餘分配議案，業由董事會

擬訂詳如盈餘分配表 (議事手冊第 20 頁 )，提

請承認案。  

說  明：   

一、  本次盈餘分配案，擬分配現金股利每股新台

幣 0.9 元，計新台幣 531,349,875 元。本次

現金股利分配未滿 1 元之畸零數額，列入公

司之其他收入。  

二、  本公司嗣後若因依法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

庫藏股轉讓、轉換或註銷，致影響流通在外

股份數量，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相關事宜。  

三、  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長另行訂定

配息基準日及現金股利發放日。  

決  議：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案  
案  由：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如後附修訂對照表 (議事手冊第 22 頁至第

48 頁 )，提請討論案。  

說  明：  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7 年 11 月 26 日金

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令修正「公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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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本公司

亦配合修訂旨述處理程序。  

決  議：   

伍、臨時動議。  

陸、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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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度營業報告  

本公司為國內唯一本土專業再保險公司，主要業務係

承受與轉分國內外保險業之財產及人身再保險業務，以誠

信經營，安定、健全、維護保險市場，分散客戶風險，促

進保險事業發展與履行企業社會責任為宗旨，並以落實公

司治理、重視客戶需求、增進資本運用效能與建立風險管

理與穩健獲利兼具的業務組合為經營方針，使公司可達到

永續經營之目標。為擴大營運基礎與分散地域集中風險，

本公司除積極深耕國內市場外，亦持續穩健拓展國際市場。 

民國107年度在全體同仁共同努力下，本期淨利為新台

幣 (以下同 )1,050,071仟元。謹將本公司當年度營業狀況報

告如下：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一 )業務績效：  

本年度決算保費收入 15,391,462仟元，較預算數

14,808,424仟元，增加 583,038仟元，約 3.94%。茲

按業務來源分析如下： 

1、 財產再保險業務：決算數12,119,062仟元，較預

算數 11,017,611仟元，增加 1,101,451仟元，約

10.00%，主要係因火險及汽車險保費收入增加

所致。  

2、 人身再保險業務：決算數 3,272,400仟元，較預

算 數 3,790,813 仟 元 ， 減 少 518,413 仟 元 ， 約

13.68%，主要係傷害險及健康險保費收入減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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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管理績效：   

1、 資本管理：  
截至 107年底止，本公司實收資本為 5,903,888
仟元，分配前權益總計為11,198,236仟元，本公

司資本保持在強健的水準。  

2、 提存適足之營業準備金：  
為厚植財務基礎，強化清償能力，本公司依據

營業情形提存適足之營業準備金，截至107年底

止，各項營業準備金合計數為24,140,367仟元。 

3、 資金運用：  
投 資 收 益 決 算 數 為 395,799 仟 元 ， 較 預 算 數

427,750仟元，減少31,951仟元，約7.47%。  

(三 )信用評等：   

國 際 信 用 評 等 公 司 標 普 全 球 評 級 (S&P Global 
Ratings)基於本公司與本地保險公司強健的直接業

務往來關係，擁有穩健的國內市場地位，極強的資

本強度以及分散且審慎的投資組合，於108年維持

本公司信用評等等級為A，評等展望為穩定，而中

華信評公司亦確認本公司評等為 twAA+。107年7月
另一國際信用評等公司A.M. Best，亦持續肯定本公

司的經營績效，維持A級的信評等級，評等展望亦

為穩定。良好的信用評等，有利優質業務之經營與

拓展，也充分顯示本公司具有良好的清償能力履行

對客戶的承諾。  

二、預算執行情形及財務收支  

107年度收支盈餘實際數與預算數比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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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決算數 預算數 達成率(%) 
營業收入 14,871,535 14,537,680 102.30%
營業成本 13,123,799 13,175,796 99.61%
營業毛利 1,747,736 1,361,884 128.33%
營業費用 370,681 339,512 109.18%
營業利益 1,377,055 1,022,372 134.6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2 0 100.00%
稅前純益 1,377,097 1,022,372 134.70%
所得稅費用 327,026 169,928 192.45%
本期淨利 1,050,071 852,444 123.18%

三、獲利能力分析  

107年度各項獲利能力比率，與 106年度分析比較如下

表。107年度每股稅後盈餘1.78元較106年度2.35元 (註 )
減少0.57元，獲利能力分析如下表：  

 
年度 

比率 
107年度 106年度 平均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2.85 3.96  3.41 
權益報酬率(%) 9.35 13.39  11.37 
營業利益佔實收資本比率(%) 23.32 30.11  26.72 
稅前利益佔實收資本比率(%) 23.33 30.13  26.73 
純益率(%) 7.06 9.52  8.29 
每股稅後盈餘(元) 1.78 2.35 2.07 

註：106年度每股稅後盈餘按增資後追溯調整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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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狀況  

(一 )研究發展與客戶服務方面  
1、 本公司持續研發整合性資訊管理系統，以提升工

作效能並強化內部控制，且透過異地備援機制的

建置，確保系統正常運作。未來亦將繼續配合公

司規劃發展及外部法令需求，進行系統開發與升

級。另透過資料倉儲，增加資料分析的面向，協

助管理階層擬定營運策略與經營方向。  

2、 汲取及導入全球風險管理最新發展之觀念與技

術，持續提升本公司整合性風險管理能力，並以

過去發展風險管理之經驗與成效，提供客戶相關

諮詢服務，同時協助主管機關推動保險業風險管

理相關制度與法規制定，以共同增進整體業界風

險管理之技術水準。  
3、 解析市場發展趨勢並觀察客戶需求，本公司提供

客製化服務以提升服務品質及增加行銷優勢；適

時協助客戶新商品設計、核保及理賠技術訓練、

法規與精算諮詢服務，深化客戶關係管理，持續

創造拓展優質業務的契機。  
4、 為提供客戶加值服務並強化專業形象，107年本

公司舉辦多場專業研討會，包含：  
(1)提供產險客戶以下課程：  

① 「產險業高階主管座談會」  
② 「明日之星 -再保險基本理論與實務研討

會」  
③ 「產險業再保主管研討會 -中國大陸產物保

險市場近況介紹及國際制裁近況簡述」  
(2)提供壽險客戶以下課程：  

① 「人身再保險基本理論與實務」  
② 「保險醫學研討會：神經系統之特定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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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近年健康險商品亮點、 22項嚴重特定傷

病疾病定義簡介」  
④ 「人身保險核保理賠系列研討會」：眼睛

疾病、心電圖異常及相關心臟疾病之核保

評估、腫瘤核保、新生兒常見疾病、睡眠

障礙、簡易核保理論與實務、22項嚴重特

定傷病疾病定義簡介  

多年來本公司考量客戶需求持續舉行多場專業研
討課程，藉由課程舉辦機會，與會者就市場現況

及未來趨勢進行深入討論，藉此加強訊息交流與

專業能力之提升，同時穩固本公司與客戶間的緊
密業務關係。  

(二 )培育人才方面  
1、 依據本公司訓練體系辦理在職訓練如下：  

(1) 一般性訓練：由公司內部舉辦工作所需之通
識、基礎訓練。包含新進人員職前訓練、法

令遵循教育訓練及業務宣導、內稽內控自行

查核訓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練課
程、個人資料保護宣導、資訊安全宣導、員

工保密暨誠信經營教育訓練、風險管理教育

訓練 (含高階主管 )、消防安全訓練等課程。
107年度合計1,352人次參訓。  

(2) 專業訓練及法定課程：為加強員工專業技能

與知識，以提升工作績效，針對各工作類別
及職級人員，規劃參加與工作相關之課程。

並且配合相關法令規定，指派公司稽核人

員、法令遵循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人
員、會計人員、勞安人員等參加外部教育訓

練，以達法定受訓時數。107年度外派受訓

人數，共379人次。  

2、 配合經營計畫及培育再保專業人才，選派員工

出國參加國際會議、觀摩考察及訓練研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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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次參加。  

3、 持續鼓勵員工取得工作上之專業證照，目前本

公司取得產壽險及財務相關之國內外證照，共

67 人。  

(1) 產物保險核保人員：22人。  
(2) 產物保險理賠人員：8人。  
(3) 人壽保險核保人員：5人。  
(4) 人壽保險理賠人員：3人。  
(5)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正會員2人。  
(6) 國際證照：CPCU 5人、ACII 2人、SOA ASA 

2人、CAS ACAS 1人、ALU 1人、FLMI 5
人、ALMI 1人、LOMA ACS 3人、LOMA 
AAPA 1人、LOMA ARA 2人、FRM 2人、

ARM 1人、CFA 1人。  

4、 為使員工之職務能配合個人專長及興趣，並與

公司用人策略相符合，以達到人力資源有效運

用，年度內計進用 14 人、職務調動 12 人及晉

升 14 人。  

董  事  長 楊誠對  

總  經  理 蔡伯龍  

會計主管 廖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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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107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363,964,245

    減：採用IFRS9調整數 (68,946,458)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295,017,787

    加：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註1) 246,824

    加：107年度稅後淨利 1,050,070,967            

    減：法定盈餘公積 (210,014,193)

    減：提列特別盈餘公積(註2) (304,369,063) 535,934,535               

可供分配盈餘 830,952,322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股利 0.9 元/股 531,349,875 531,349,875

期末累積未分配盈餘 299,602,447

項  目

註1:係依照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1條之相關規定，本公司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

量數轉列保留盈餘。

註2:依規定提列之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304,369,063元包含:
(1)依保險業相關法令規定，107年度新增特別準備以稅後淨額提列特別盈餘公積新台

幣299,118,708元。

(2)依保險法第145條之1第2項規定，因應金融科技發展員工轉型計畫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新台幣5,250,355元。

註3:本年度之盈餘分配以107年度盈餘優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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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委 員 會 審 查 報 告 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 107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告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財務報告經委請「資誠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

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

十 四 條 之 四 及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一 十 九 條 規 定 報 告 如

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 0 8 年 股 東 常 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0 8 年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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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二、資產範圍 

本處理程序所稱資產之

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

債、金融債券、表彰

基金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益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不動產(含土地、房

屋及建築、投資性不

動產)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利權、著作權、商

標權、特許權等無形

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六)金融機構之債權（含

應收款項、買匯貼現

及 放 款 、 催 收 款

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律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有關衍生性商品之取得

或處分依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金融商品作業處理

程序辦理。 

二、資產範圍 

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

債、金融債券、表彰

基金之有價證券、存

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益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不動產(含土地、房

屋及建築、投資性不

動產、土地使用權)

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利權、著作權、商

標權、特許權等無形

資產。 

(五)金融機構之債權（含

應收款項、買匯貼現

及 放 款 、 催 收 款

項）。 

(六)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律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有關衍生性商品之取得

或處分依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金融商品交易作業

處理程序辦理。 

1.依據金融監督

管 理 委 員 會

107 年 11 月 26
日金管證發字

第 1070341072
號 令 修 正 之

「公開發行公

司取得或處分

資 產 處 理 準

則」(以下簡稱

處理準則)第

三條規定，修

訂第一項第二

款並新增第五

款 使 用 權 資

產。 
2.現行第一項第

五款至第八款

移列至第六款

至第九款。 
3.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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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三、定義 

本處理程序用詞定義如

下： 

(一)依法律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 得 或 處 分 之 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金融控股公司

法、金融機構合併法

或其他法律進行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

依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六條之三規定發

行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

受讓）者。 

(二)關係人、子公司：應

依保險業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之。 

(三)專業估價者：指不動

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 律 得 從 事 不 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四)事實發生日：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委

託成交日、過戶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易對

象及交易金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但屬

三、定義 

本處理程序用詞定義如

下： 

(一)依法律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 得 或 處 分 之 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金融控股公司

法、金融機構合併法

或其他法律進行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

依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六條第八項規定

發行新股受讓他公

司股份（以下簡稱股

份受讓）者。 

(二)關係人、子公司：應

依保險業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之。 

(三)專業估價者：指不動

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 律 得 從 事 不 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四)事實發生日：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委

託成交日、過戶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易對

象及交易金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但屬

1.配合 107 年 11
月 1 日施行之

公司法，修訂

第一款之引用

條文。 
2.依處理準則第

四條第八款及

第九款規定，

新增第七款及

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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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

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五)大陸地區投資：指依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在大陸地區從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從事

之大陸投資。 

(六)總資產：以保險業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金額計算。 

(七)證券交易所：國內證

券交易所，指臺灣證

券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外國證券交易

所，指任何有組織且

受該國證券主管機

關管理之證券交易

市場。 

(八)證券商營業處所：國

內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指依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管理辦法規定證券

商專設櫃檯進行交

易之處所；外國證券

商營業處所，指受外

國證券主管機關管

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

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五)大陸地區投資：指依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在大陸地區從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從事

之大陸投資。 

(六)總資產：以保險業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金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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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理且得經營證券業

務之金融機構營業

處所。 

四、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度及層級：依

照公司權責區分相

關規定辦理。 

(二)執行單位及交易流

程： 

1.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由主辦單位

依市場行情並分析

預測未來展望，擬

定交易條件，按公

司相關授權規定逐

級核定。有關有價

證券之取得或處分

依本公司各種資金

運用作業處理程序

辦理。 

2.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應先由主辦單

位簽擬交易條件

及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後，逐級上陳，

經董事長審定並

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後，提報董事會

審議。 

3.取得或處分設備或

其他資產，應由主

辦單位依評估分

四、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度及層級：依

照公司權責區分相

關規定辦理。 

(二)執行單位及交易流

程： 

1.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由主辦單位

依市場行情並分析

預測未來展望，擬

定交易條件，按公

司相關授權規定逐

級核定。有關有價

證券之取得或處分

依本公司各種資金

運用作業處理程序

辦理。 

2.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應先由主辦單

位 簽 擬 交 易 條

件，逐級上陳，經

董事長審定並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

後，提報董事會審

議。如因時效因

素，得由董事長先

行核定，事後再報

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追認。 

3.取得或處分設備或

為使公司內部規

範一致，爰依本

公司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度投資用

不動產買賣循環

及自用不動產之

買賣循環，修訂

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之交易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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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析結果簽擬交易

條件逐級陳核，並

按公司相關授權

規定核定。 

其他資產，應由主

辦單位依評估分

析結果簽擬交易

條件逐級陳核，並

按公司相關授權

規定核定。 

五、評估程序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列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易

價格之參考依據

時，該項交易應先提

交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送交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嗣後有交易

條件變更時，亦同。

(二)交易金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五、評估程序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易、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列規

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

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易

價格之參考依據

時，該項交易應先提

交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送交董事會決議

通過，未來交易條件

變更，亦應比照上開

程序辦理。 

(二)交易金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1.依處理準則第

九條及第十一

條規定，修訂

第一項及第三

項，將使用權

資 產 納 入 規

範。 
2.文字修訂。 

26 27



 

 27

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結果有下列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易

金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易金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理，並對差異原

因及交易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

金額差距達交易

金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易金額

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

告日期與契約成立

日期不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六個月，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意見書。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

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結果有下列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易

金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易金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理，並對差異原

因及交易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

金額差距達交易

金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易金額

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

告日期與契約成立

日期不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六個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見

書。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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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

之參考，另交易金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

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

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理。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稱金管會)另有規定者，

不在此限。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交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易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前三項交易金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理程序第六

點第二項規定辦理，且所

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

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

之參考，另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

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

若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

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

限。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易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

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前述交易金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理程序第六點第

二項規定辦理，且所稱一

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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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年，已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見部分免再計入。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年，已依規定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部

分免再計入。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六、應辦理公告申報之項目

及標準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

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

始二小時前將相關資訊

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理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金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

六、應辦理公告申報之項目

及標準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

間開始二小時前將相關

資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

且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行之貨幣市場

基金，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

1.依處理準則第

三十一條規定

修訂本點。 
2.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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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損失達本公司所

定從事衍生性金融

商品作業處理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易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並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不動產，且其交

易 對 象 非 為 關 係

人，本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易金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易、處分債權或

從 事 大 陸 地 區 投

資，交易金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列情

形不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損失達本公司所

訂從事衍生性金融

商品作業處理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種類屬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且其交易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易

金額並達下列規定

之一: 

1.公司實收資本額

未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交易金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2.公司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不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易、金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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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2.於證券交易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

場認購募集發行

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金融債券(不含

次順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或

期貨信託基金。 
3.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行之貨幣市場

基金。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

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易金額。 

(二)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易之金

額。 

(三)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累積)同一開發計畫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金額。 

(四)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累積)同一有價證券

地區投資，其交易金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但下列情形不在

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

易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於

國內初級市場認

購募集發行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金

融債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

行之貨幣市場基

金。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

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易金額。 

(二)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

一性質標的交易之

金額。 

(三)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累積)同一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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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之金額。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截至上

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金

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次一營業

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時

前將全部項目重行公告

申報。 

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易後，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

開始二小時前將相關資

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

理公告申報： 

(一)原交易簽訂之相關

契約有變更、終止或

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契

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不動產之金額。 

(四)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累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金額。 

第二項所稱一年內係以

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易之情形依規定

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次一營業

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時

前將全部項目重行公告

申報。 

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易後，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

開始二小時前將相關資

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

理公告申報： 

(一)原交易簽訂之相關

契約有變更、終止或

解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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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變更。 

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契約、議事錄、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見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年。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契約

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更。 

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契約、議事錄、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見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年。 

七、投資額度 

取得下列資產之額度限

制：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不

動產投資及其使用

權資產之總額：依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六

條之二及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二)有價證券投資之總

額及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依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六條之

一、第一百四十六條

之五及第一百四十

六條之六規定辦理。

(三)國外投資之總額：

依專業再保險業財

務業務管理辦法第

十條之規定辦理。 

七、投資額度 

取得下列資產之額度限

制： 

(一)不動產投資之總額：

依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六條之二規定辦

理。 

(二)有價證券投資之總

額及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依保險法第

一 百 四 十 六 條 之

一、第一百四十六條

之五及第一百四十

六條之六規定辦理。 

(三)國外投資之總額：

依專業再保險業財

務業務管理辦法第

十條之規定辦理。 

依處理準則第七

條規定，增訂本

公司取得非供營

業使用之不動產

使用權資產之限

額。 

八、專家意見書提供者之消極八、關係人不得為專家意見書依處理準則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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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資格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易

法、公司法、銀行法、

保險法、金融控股公

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

務上犯罪行為，受一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行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年者，不在

此限。 

(二)與本公司及其他交易

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

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不同專業估價

者或估價人員不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之提供者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與

交易當事人不得為關係

人。 

條規定，於本條

明定相關專家之

消極資格。 

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程序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第四點至第五

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程序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第四點至第五

1.依處理準則第

十五條規定修

訂，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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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點、第十點、第十一點及

本點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

等事項外，交易金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理程序第五點第四

項之規定辦理。 

判斷交易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律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易金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

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

之貨幣市場基金外，下列

資料應依第十五點規定，

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交董事會決議後，始得

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

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點、第十點、第十一點及

本點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

等事項外，交易金額達公

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理程序第五點第四

項之規定辦理。 

判斷交易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律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

金外，下列資料應先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

事會決議，準用第十五點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始

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

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益。 

2.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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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

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第十點及第十一點規

定評估預定交易條件

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易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來一年各月份現金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

交易之必要性及資金

運用之合理性。 

(六)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第四項交易金額之計算，

應依本處理程序第六點第

二項之規定辦理，且所稱

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年，已依規定提

交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

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

產，依第十點及第十

一點規定評估預定

交易條件合理性之

相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易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來一年各月份現金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

交易之必要性及資金

運用之合理性。 

(六)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第四項交易金額之計算，

應依本處理程序第六點第

二項之規定辦理，且所稱

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年，已依規定提

交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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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與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交易成本之評

估方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列方

法評估交易成本之合理

性： 

(一)按關係人交易價格加

計必要資金利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金利

息成本，以公司購入

資產年度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利率為準設

算之，惟其不得高於

財政部公布之非金融

業最高借款利率。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

物向金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金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

估總值，惟金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累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

貸放期間已逾一年以

上。但金融機構與交

易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不適用之。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

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列

任一方法評估交易成本。

十、與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交易

成本之評估方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應

按下列方法評估交易成本

之合理性： 

(一)按關係人交易價格加

計必要資金利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金利

息成本，以公司購入

資產年度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利率為準設

算之，惟其不得高於

主管機關公布之非金

融業最高借款利率。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

物向金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金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

估總值，惟金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累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

貸放期間已逾一年以

上。但金融機構與交

易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不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

屋分別按前項所列任一方

法評估交易成本。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

依處理準則第十

六條規定修訂，

將向關係人租賃

取得不動產使用

權資產納入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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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前二項規

定評估不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

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見。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依第九點第四

項至第五項規定辦理，不

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

與而取得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

間距本交易訂約日已

逾五年。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契

約，或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

興建不動產而取得不

動產。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子

公司，或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

取得供營業使用之不

動產使用權資產。 

不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

見。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依第

九點第四項至第六項規定

辦理，不適用前三項規

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

與而取得不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不動

產時間距本交易訂約

日已逾五年。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契

約，或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

興建不動產而取得不

動產。 

十一、關係人交易成本之評估

結果較交易價格為低時

之處理程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

十一、關係人交易成本之評估

結果較交易價格為低時

之處理程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1.依處理準則第

十七條及第十

八 條 規 定 修

訂，將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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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

第十點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易價格為低者，應

辦理下列事項： 

(一)應就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交易價格

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易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列特別盈餘

公積，不得予以分

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公司之投資採權

益法評價之投資者

如為公開發行公

司，亦應就該提列

數額按持股比例依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列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之獨立

董事成員應準用公

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理。 

(三)應將前二款處理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

將交易詳細內容揭

露於年報及公開說

明書。 

經依前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

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

列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

如經按第十點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應就不動產交易價

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易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不得予以

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公司之投資

採權益法評價之投

資者如為公開發行

公司，亦應就該提

列數額按持股比例

依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列特別盈餘公

積。 

(二)審計委員會之獨立

董事成員應準用公

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理。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

款處理情形提報股

東會，並將交易詳

細內容揭露於年報

及公開說明書。 

經依前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

購入之資產已認列跌價

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

償或恢復原狀，或有其

人租賃取得之

不動產使用權

資 產 納 入 規

範。 
2.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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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

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

據確定無不合理者，並

經金管會同意後，始得

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若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易有不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應依前二項規定辦理。

如因下列情形，並提出

客觀證據及取具不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

具體合理性意見者，不

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行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點規定

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

營建成本加計合

理營建利潤，其

合計數逾實際交

易價格者。所稱

合理營建利潤，

應以最近三年度

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利

率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

毛利率孰低者為

他證據確定無不合理

者，並經金管會同意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

餘公積。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若有其他證據顯示交易

有不合營業常規之情事

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

辦理。 

如因下列情形，並提出

客觀證據及取具不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

具體合理性意見者，不

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行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點規定

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

營建成本加計合

理營建利潤，其

合計數逾實際交

易價格者。所稱

合理營建利潤，

應以最近三年度

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利

率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

毛利率孰低者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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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樓層或鄰近

地區一年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交易

案例，其面積相

近，且交易條件

經按不動產買賣

或租賃慣例應有

之合理樓層或地

區價差評估後條

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

人購入之不動產或

租賃取得不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交易

條件與鄰近地區一

年內之其他非關係

人交易案例相當且

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易

案例，以同一或相鄰街

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

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他非關係人交易案例之

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次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2.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樓層或鄰近

地區一年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

案例，其面積相

近，且交易條件

經按不動產買賣

慣例應有之合理

樓層或地區價差

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樓層一年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

租賃案例，經按

不動產租賃慣例

應有之合理樓層

價差推估其交易

條件相當者。 
(二)公司舉證向關係人

購入之不動產，其

交易條件與鄰近地

區一年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案例相

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

案例，以同一或相鄰街

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

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之

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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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年。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次取得不動產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年。 

十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審議前，委請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並提報審

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

會討論通過。但本公司

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

或 資 本 總 額 之 子 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理性意

見。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

或收購應將合併、分割

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

及相關事項、前項之專

家意見及審計委員會

審議結果，於股東會開

十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公司辦理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

召開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 會 審 議 併 購 事 項

前，委請會計師、律師

或證券承銷商等獨立

專家就換股比例、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並提報審

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

會討論通過。但公司合

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

合併，免取得前開專家

出具之合理性意見。 

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或

收購應將合併、分割或

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

相關事項、前項之專家

意見及審計委員會審

議結果，於股東會開會

為使文義明確，

區分本公司與其

他參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酌

作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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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

開文件，併同股東會之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

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

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

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

項者，不在此限。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

會，因出席人數、表決

權不足或其他法律限

制，致無法召開、決

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

決，本公司應立即對外

公開說明發生原因、後

續處理作業及預計召

開股東會之日期。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金管會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

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

事項。 

參 與 股 份 受 讓 之 公

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

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 經 金 管 會 同 意 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

事會。 

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

文件，併同股東會之開

會 通 知 一 併 交 付 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

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

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

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

項者，不在此限。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

會，因出席人數、表決

權不足或其他法律限

制，致無法召開、決

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

決，公司應立即對外公

開說明發生原因、後續

處理作業及預計召開

股東會之日期。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金管會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

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

事項。 

參 與 股 份 受 讓 之 公

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

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 經 金 管 會 同 意 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

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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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參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應將下列資料作成

完整書面紀錄，並保存

五年，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料：包

括消息公開前所

有參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或計畫執

行之人，其職稱、

姓名、身分證字號

（如為外國人則

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

括簽訂意向書或

備忘錄、委託財務

或法律顧問、簽訂

契約及董事會等

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

錄：包括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意向書或

備忘錄、重要契約

及董事會議事錄

等書件。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

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

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

始二小時前，將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

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

列資料作成完整書面

紀錄，並保存五年，備

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料：包

括消息公開前所

有參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或計畫執

行之人，其職稱、

姓名、身分證字號

（如為外國人則

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

括簽訂意向書或

備忘錄、委託財務

或法律顧問、簽訂

契約及董事會等

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

錄：包括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意向書或

備忘錄、重要契約

及董事會議事錄

等書件。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

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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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以網際網路資訊系

統申報金管會備查。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

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

依前二項規定辦理。 

所有參與或知悉公司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保密承諾，在訊息公開

前，不得將計畫之內容對

外洩露，亦不得自行或利

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

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換股比例或收

購價格除下列情形外，不

得任意變更，且應於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契約中訂定得變更之

情況： 

(一)辦理現金增資、發行

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行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

股、認股權憑證及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

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

開始二小時前，將前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資

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

網路資訊系統申報金

管會備查。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公司者，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本點第六項及

第七項規定辦理。 

所有參與或知悉公司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

具書面保密承諾，在訊

息公開前，不得將計畫

之內容對外洩露，亦不

得自行或利用他人名

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

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

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換股比例

或收購價格除下列情

形外，不得任意變更，

且應於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契約中

訂定得變更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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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

等影響公司財務業

務之行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

重大變革等影響公

司股東權益或證券

價格情事。 

(四)參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

司任一方依法買回

庫藏股之調整。 

(五)參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主

體或家數發生增減

變動。 

(六)已於契約中訂定得

變更之其他條件，

並已對外公開揭露

者。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契約應載明參

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公司之權利義

務，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違約之處理。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

分割之公司前已發

行具有股權性質有

價證券或已買回之

庫藏股之處理原則。

(三)參與公司於計算換

股比例基準日後，得

依法買回庫藏股之

(一)辦理現金增資、發行

轉換公司債、無償配

股、發行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

股、認股權憑證及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

等影響公司財務業

務之行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

重大變革等影響公

司股東權益或證券

價格情事。 

(四)參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公

司任一方依法買回

庫藏股之調整。 

(五)參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主

體或家數發生增減

變動。 

(六)已於契約中訂定得

變更之其他條件，並

已對外公開揭露者。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契約應載明參

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公司之權利義

務，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違約之處理。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

分割之公司前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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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數量及其處理原則。

(四)參與主體或家數發

生增減變動之處理

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行進

度、預計完成日程。

(六)計畫逾期未完成

時，依法令應召開

股東會之預定召開

日期等相關處理程

序。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

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

擬再與其他公司進行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除參與家數減少，且

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

事會得變更權限者，參與

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

行決議外，原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行完成之程序或

法律行為，應由所有參與

公司重行為之。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公開發行公司者，本公司

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

四項至第九項及第十二

項規定辦理。 

行具有股權性質有

價證券或已買回之

庫藏股之處理原則。 

(三)參與公司於計算換

股比例基準日後，得

依法買回庫藏股之

數量及其處理原則。 

(四)參與主體或家數發

生增減變動之處理

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行進

度、預計完成日程。 

(六)計畫逾期未完成

時，依法令應召開

股東會之預定召開

日期等相關處理程

序。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

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

擬再與其他公司進行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除參與家數減少，且

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

事會得變更權限者，參與

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

行決議外，原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行完成之程序或

法律行為，應由所有參與

公司重行為之。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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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公開發行公司者，公司應

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四

項至第九項及第十二項

規定辦理。 

十三、罰則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

關承辦人員，如違反本

處理程序時，依本公司

相關人事管理規章辦

理。 

十三、罰則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

關承辦人員，如違反本

處理程序時，依本公司

相關人事管理辦法規

章辦理。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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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CENTRAL 

REINSURANCE CORPORATION)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 

第二條 
本公司營業項目為「H501031 再保險業」。 

第三條 
本公司設在臺北市，並得視業務需要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在國

內外設立分支機構。 

第四條 
本公司之投資與資金運用，依保險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其所有投資總

額得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不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額訂為新台幣陸拾億元，分為陸億股，每股新台幣壹拾元，

其中未發行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行。 

第六條 
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七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不得為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兩種。常會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六個月

內召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令召集之。 

第九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臨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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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理人出席。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依公司法或其他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

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十二條 
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之選定，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

理。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及分發方式等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三條規定辦理。 

第四章 董事及經理人 

第十五條 
本公司置董事七至九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度，股東應就本公司公告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應遵行事項依相關法令

辦理。 
第一項全體董事應持有之股份總額，依照證券管理機關之規定。 

第十六條 
董事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依法選任之，任期為三年，連選得連

任。但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經股東會決議隨時解任。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所定董事名額中，其中三名為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立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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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行使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交易法及相關法令辦理。 

第十八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十九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

東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獨立董事因故解任，致人數不足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

召開股東會補選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業務之執行，除相關法令或本章程另有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

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

其成員之職權行使及相關事項，依證券交易法及相關法令辦理。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如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

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代理人以受

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決議，除相關法令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過半數以上之

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董事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第二十三條 
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之營運參與度及貢獻價值，並參

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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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於董事任期內，得就其執行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前項董事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支付之賠償金或訴訟抗辯費用，亦得

由本公司於一定金額範圍內予以補償；但因其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或依

股東會之決議對於董事提起訴訟者，不在此限。 
第二項所稱之「一定金額」授權由董事會參酌實際情況議定之。 

第二十五條 
董事會下設稽核室，以超然獨立之精神，執行稽核業務，並應定期向董

事會報告。 
稽核室置總稽核一人，其聘任、解聘或調職，應經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稽核室置稽核人員一至數人，由總稽核簽報董事長核定任用。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得置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

理。 

第五章 會計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會計年度於每年一月一日開始，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終了，以

當年之中華民國紀元年次為其年度名稱。每年度開始前應編製預算附具營業

計畫書，提報董事會核議。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每會計年度終了，董事會應編造下列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

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員工酬勞不得低於百分之○‧五及董事酬

勞不得高於百分之一。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後，再

依前述原則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之；董事酬勞限以現金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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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之獲利，係為當年度稅前利益扣除分派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前之利益。 

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之金額連同員工酬勞之發放方式，應由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除提付應納稅款外，應先彌補以往年度虧

損，次就其餘額提出百分之二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加計前期累積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

東會通過後分配之。 
本公司股東紅利採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互相配合方式發放，其中現金股

利至少應為股利總額百分之五十。 

第六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公司依業務上之需要設置工作單位，其組織規程另訂之。 
董事會得依法令規定或視需要設置各類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

事會另訂之。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概依公司法及相關法令辦理。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之辦事細則由總經理訂定之，重要規章並應提報董事會核定。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經股東會議決通過後生效，修正時亦同。其沿革如下： 

一、 中華民國五十七年三月奉財政部轉奉行政院五十六年十月二十六

日第一○四一次院會核定。 

二、 中華民國六十一年元月十八日至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二十六日

歷經二十三次修正(略)。 

三、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五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四、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五、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八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六、 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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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十三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八、 中華民國一○三年六月十一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九、 中華民國一○五年五月二十七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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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應依本規則辦

理。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除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

理外，悉依主席裁示辦理。 

第二條 

出席股東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數依股東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

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前項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之通知，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六條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

案、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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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之提案經董事會審議並無下列情事之一者，應列入議程，並載明於

當次股東常會之召集事由：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二、提案股東於當次股東常會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三、該議案於前項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者。 
四、提案股東所提議案超過一項，或超過三百字(含標點符號)，或未以

書面提出者。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對於未

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之議事手冊記載說明未列入之理

由，不另列入議程，亦不載明於議事錄。 

依第三項得列入議程之股東提案屬同類型議案或與董事會提案屬同類

型議案者，由主席併案處理並準用本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辦理。 

第七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理人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 

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會議事手冊，並將議事手冊及其他會議相關資料

公告。 

前項公告之時間、方式、議事手冊應記載之主要事項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悉依「公開發行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行記載及遵行事項辦法」辦理。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理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有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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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包含保全人員)應佩戴識別證或臂章。 

第十二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

會表決。 

第十三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

得逕行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會。但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十四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者外，不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五條 

出席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告事項均經主席或

其指定之人宣讀或報告完畢後，始得發言。就全部報告事項，每人發言以一

次為限，每次發言不得超過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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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對於議程所列承認事項、討論事項之每一議案，及臨時動議程

序中提出之各項議案，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

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 

出席股東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範圍以外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如其發

言仍不停止，或有其他妨礙議事程序之情事，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為維持議場秩序或會議順利進行之必要處理。 

第十六條 
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人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

由一人發言。 

第十七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之。 

第十八條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九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並

提付表決。 

第二十條 
除法令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二十一條 

議案之表決，除相關法令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議案之表決，經主席徵詢無異議者，以鼓掌表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

決同；股東有異議者，應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第二十二條 

議案交付投票表決之監票員二人及計票人員若干人，由主席指定之；但

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錄，且由監票員於其上簽名或蓋章

後，交由公司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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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表決票經監票員全體均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董事會製發之表決票者。 

二、以空白之表決票投入票櫃者。 

三、表決票破損、字跡模糊，致無法辨認者。 

四、經塗改或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者。 

五、同時圈選贊成及反對者。 

第二十四條 

出席股東對於表決過程、計票方式、表決票有效或無效等事項如有爭議

時，由監票員載明爭議人之股東戶號、權數、爭議事由，並簽名或蓋章後予

以封存。 

第二十五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庸再行表決。 

第二十六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及分發方式等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三條規定辦理，並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 

第二十七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本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二月二十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七年九月二十九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四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

六月九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第六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年六月十五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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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一、法令依據 
本處理程序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六條第一項

之規定訂定。 

二、資產範圍 
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 股票、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表彰基金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受益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不動產、土地使用權)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金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六)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 其他重要資產。 
有關衍生性商品之取得或處分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作業

處理程序辦理。 

三、定義 
本處理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

業併購法、金融控股公司法、金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律進行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

第八項規定發行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二)關係人、子公司：應依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三)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律得從事不動產、設備估

價業務者。 
(四)事實發生日：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五)大陸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

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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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總資產：以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

報告中之總資產金額計算。 

四、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度及層級：依照公司權責區分相關規定辦理。 
(二) 執行單位及交易流程： 

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由主辦單位依市場行情並分析預測未

來展望，擬定交易條件，按公司相關授權規定逐級核定。有關

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依本公司各種資金運用作業處理程序辦

理。 
2.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先由主辦單位簽擬交易條件，逐級上陳，

經董事長審定並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報董事會審議。如因

時效因素，得由董事長先行核定，事後再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追認。 
3.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他資產，應由主辦單位依評估分析結果簽

擬交易條件逐級陳核，並按公司相關授權規定核定。 
五、評估程序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

考依據時，該項交易應先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送交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來交易條件變更，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理。 
(二) 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易金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易金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並對差

異原因及交易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距達交易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易金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契約成立日期不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

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見

書。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之參考，另交易金額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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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

金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易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前述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本處理程序第六點第二項規定辦理，且所稱

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部分免再計入。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六、應辦理公告申報之項目及標準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時前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

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二) 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本公司所訂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作業

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易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下列規定之一 : 
1.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2.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不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易、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

地區投資，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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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行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金融債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易金額。 

(二)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易之金額。 

(三)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累積)同一開發計畫不動產

之金額。 

(四)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累積)同一有價證券之金

額。 

第二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情形依規定

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時前將全部項目重行公告

申報。 
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易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時前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一) 原交易簽訂之相關契約有變更、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更。 
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契約、議事錄、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年。 

七、投資額度 
取得下列資產之額度限制： 
(一) 不動產投資之總額：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二規定辦理。 
(二) 有價證券投資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六條之一、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五及第一百四十六條之六規定辦理。 
(三) 國外投資之總額：依專業再保險業財務業務管理辦法第十條之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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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人不得為專家意見書之提供者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

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易當事人不得為

關係人。 
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程序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第四點至第五點、第十點、第十一點

及本點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外，交易金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本處理程序第五點第四項之規定辦理。 
判斷交易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律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外，下列資料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五點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始得

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益。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第十點及第十一點規定評估預定交易條件

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易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來一年各月份現金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易

之必要性及資金運用之合理性。 
(六)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七) 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第四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本處理程序第六點第二項之規定辦理，且

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

依規定提交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十、與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交易成本之評估方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應按下列方法評估交易成本之合理性： 
(一) 按關係人交易價格加計必要資金利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

稱必要資金利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年度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利

率為準設算之，惟其不得高於主管機關公布之非金融業最高借款利

64 65



 

 65

率。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金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金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金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累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年以上。但金融機

構與交易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不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列任

一方法評估交易成本。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不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見。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九點第四項至第六項

規定辦理，不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不動產。 
(二) 關係人訂約取得不動產時間距本交易訂約日已逾五年。 
(三)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契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

不動產而取得不動產。 

十一、關係人交易成本之評估結果較交易價格為低時之處理程序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如經按第十點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 應就不動產交易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不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公司之投資採權益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行公司，亦

應就該提列數額按持股比例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二) 審計委員會之獨立董事成員應準用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理。 
(三) 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理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易詳細內容揭

露於年報及公開說明書。 
經依前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列跌價

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不合理

者，並經金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若有其他證據顯示交易有不合營業常規之情事

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理。 
如因下列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不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

具體合理性意見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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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行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者： 
1. 素地依前點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理營建利潤，其合計數逾實際交易價格者。所稱合理營建利

潤，應以最近三年度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利率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利率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樓層或鄰近地區一年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例，其面積相近，且交易條件經按不動產買賣慣例應有

之合理樓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樓層一年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例，經

按不動產租賃慣例應有之合理樓層價差推估其交易條件相當

者。 
(二) 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不動產，其交易條件與鄰近地區一年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例，以同一或相鄰街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之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取得不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年。 
十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審議併購事項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等獨立專家就換

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

並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討論通過。但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

之合理性意見。 
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

關事項、前項之專家意見及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於股東會開會前製

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

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召開

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不在此限。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數、表決

權不足或其他法律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

公司應立即對外公開說明發生原因、後續處理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

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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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

先報經金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參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金

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應將下列資料作成完整書面紀錄，並保存五年，備供查核： 
(一) 人員基本資料：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行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錄、委託財務或法律顧

問、簽訂契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 重要書件及議事錄：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

向書或備忘錄、重要契約及董事會議事錄等書件。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次一營業日交易時間開始二小

時前，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

申報金管會備查。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點第六項及第七項

規定辦理。 
所有參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

書面保密承諾，在訊息公開前，不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露，亦不得

自行或利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

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除下列情形

外，不得任意變更，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契約中訂定

得變更之情況： 
(一) 辦理現金增資、發行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行附認股權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二)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行為。 
(三)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情

事。 
(四)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五)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 

66 67



 

 68

(六) 已於契約中訂定得變更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露者。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契約應載明參與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利義務，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違約之處理。 
(二) 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行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

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理原則。 
(三) 參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例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數量及

其處理原則。 
(四) 參與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之處理方式。 
(五) 預計計畫執行進度、預計完成日程。 
(六)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令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

處理程序。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參與家

數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更權限者，參與公司得免

召開股東會重行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

行完成之程序或法律行為，應由所有參與公司重行為之。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行公司者，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四項至第九項及第十二項規定辦理。 

十三、罰則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辦人員，如違反本處理程序時，依本公司相

關人事管理辦法規章辦理。 

十四、未盡事宜 
本處理程序未訂事項，悉依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及

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五、附則 
修訂本處理程序及從事重大之資產交易，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二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本處理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於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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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

議事錄載明。 

十六、生效 
本處理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報股東

會通過生效。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沿革 

一、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四日股東臨時會通過訂定。 

二、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三、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五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四、 中華民國一○○年六月十五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五、 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六、 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十三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七、中華民國一○三年六月十一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八、中華民國一○六年五月三十一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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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明細表  

108 年 3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持 有 股 數 

董 事 長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誠對 

207,419,251 股 
副董事長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國政 

董  事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國明 

董  事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戴錦銓 

董  事 財政部 
代表人：李宜芬 

120,394,773 股 
董  事 財政部 

代表人：陳官保 

獨立董事 姚思遠 
0 股 

獨立董事 周育正 

獨立董事 周克高 658 股 

合  計 327,814,682 股 

註： 
1.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8 年 3 月 31 日)止已發行股份總數為

590,388,750 股。 

2.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數 18,892,4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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