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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攸關保戶權益的重大訊息 

104-112 年度 

序號 發言日期 發言時間 主旨 頁數 

112001 2023/03/14 17:0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異動事宜 P3 

110001 2021/01/21 16:58:50 公告本公司訂定減增資基準日、減增資換發股票作業及

日期等相關事宜 

P4-P5 

109007 2020/12/29 17:00:00 辦理現金增資普通股案 P6 

109006 2020/12/25 17:00:00 本公司減資致債權人公告 P7 

109005 2020/11/24 16:30:00 董事會決議辦理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 P8 

109004 2020/08/20 17:3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選任事宜 P9 

109003 2020/07/24 20:00:00 本公司接獲「新北市淡水區新市段 141-2、145 地號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仲裁判斷書 

P10 

109002 2020/06/23 17:00:00 公告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名單 P11 

109001 2020/06/19 09:30:00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P12 

107001 2018/06/14 17:30:00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P13 

106003 2017/12/21 17:30:00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P14 

106002 2017/08/17 17:3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選任事宜 P15 

106001 2017/06/06 17:00:00 公告本公司第 7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名單 P16 

104017 2015/11/27 15:00:00 本公司 104 年第二次股東臨時會重要決議事項 P17 

104016 2015/10/23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P18 

104015 2015/10/23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第二次私募普通股案 P19 

104014 2015/10/23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執行受讓分割增資發行

新股 

P20 

104013 2015/08/05 17:00:00 本公司一○四年度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案自行撤回 P21 

104012 2015/07/23 15:00:00 公告本公司訂定減資基準日、減資換發股票作業計畫及

減資換發股票時程等相關事宜 

P22 

104011 2015/06/25 12:00:00 本公司減資致債權人公告 P23 

104010 2015/06/25 12:00:00 本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事項 P24 

104009 2015/06/25 12:00:00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P25 

104008 2015/05/20 14:10:00 原經 104/03/27 董事會通過之私募普通股案及受讓分割

發行新股案不繼續辦理。 

P26 

104007 2015/05/20 14:10:00 董事會決議辦理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 P27 

104006 2015/05/20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私募方式資產作價增資發行

新股 

P28 

104005 2015/05/20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受讓分割鴻菖實業股份有限 P29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cont/WebBroker.aspx?Uid=ABH05&Cid=05100&Pid=IA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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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產增資發行新股 

104004 2015/05/20 14:1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受讓分割勝祥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資產增資發行新股 

P30 

104003 2015/04/21 14:00:00 本公司 104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出席股數未達法定開

會股數，經主席裁示延後開會時間二次後，仍未達法定

開會股數而宣佈流會。 

P31 

104002 2015/03/27 19:0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私募方式資產作價增資發行

新股 

P32 

104001 2015/03/27 19:00:00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 P33 

 

更新頻率：事實發生之日起 2 日內揭露 

維護單位：經營企劃部 

最新更新日期：11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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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12001 發言日期 112/03/14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湯維華 發言人職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異動事宜 

符合條

款 
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 事實發生日 112/03/14 

說明 

1. 董事會決議日：112/03/14 

2. 變動人員名稱：董事長。 

3. 異動者姓名：魯奐毅。 

4. 異動原因：魯奐毅董事長因退休辭任，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

由董事互推湯維華董事代行董事長職務。 

5. 生效日期：112 年 3 月 14 日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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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10001 發言日期  2021/01/21 發言時間  16:58:5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訂定減增資基準日、減增資換發股票作業及日期等相關事宜 

符合條款 第 9 款 事實發生日 2021/01/21 

說明 

1.事實發生日:110/01/21 

2.發生緣由:1.為辦理本公司 110 年減增資換發股票作業，訂定相關日期。 

(一)最後過戶日：110 年 1 月 25 日。 

(二)減資換發基準日：110 年 1 月 30 日。 

(三)減資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0 年 1 月 26 日至 110 年 4 月 7 日(註)。 

(四)增資除權認股基準日:110 年 1 月 31 日。 

(五)增資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0 年 1 月 27 日至 110 年 4 月 7 日(註)。 

(六)增資原股東及員工股款繳納期間：110 年 2 月 5 日至 110 年 2 月 19 日。 

(七)增資特定人股款繳納期間：110 年 2 月 22 日至 110 年 2 月 24 日。 

(八)現金增資基準日：110 年 2 月 24 日。 

註: 因本次減資係依公司法第 168 條之 1 辦理，依規定於會計年度終了前同時

辦理減 

、增資，故延長停止過戶時間至 110 年 4 月 7 日。 

2.本次辦理減資新台幣 22,390,594,070 元，計銷除已發行股份 2,239,059,407 股， 

依原股東按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比例銷除股份，每仟股銷

除 

918 股，減資比例為 91.80%。 

3.本次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000,031,280 元，分為 200,003,128 股，每股

面 

額新台幣 10 元。減資後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減資 

後換發之股份，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4.本次現金增資發行股數 56,034,482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以每股新台幣 

34.8 元溢價發行，共計新台幣 1,950,000,000 元。 

5.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除保留百分之十由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百

分之 

九十由股東按認股權利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各股東持股比例認購，每仟股可認

購 

252.151 股，未於規定期限前認購者，視同放棄；認購不足一股者，得合併共同

認 

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員工及股東未認購或認購不足之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認購 

之，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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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應措施:無 

4.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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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7 發言日期 2020/12/29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辦理現金增資普通股案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20/12/28 

說明 

1. 為強化本公司財務結構，提高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擬提請董事會以公開

發行普通股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本次暫定發行普通股 56,034,482 股，每股

暫定以新台幣（下同）34.8 元發行，共計 1,950,000,000 元整。 

2. 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本次發行價格係參考外部獨立會計師出具之「公開募

集普通股價格合理性意見書」(下稱價格合理性意見書)，以決定增資之每

股發行價格。 

3. 增資後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 43,000,000,000 元整，

分為 4,300,000,000 股，每股壹拾元，分次發行。目前實收資本額為

24,390,625,350 元，已發行普通股 2,439,062,535 股，每股壹拾元。另依本

公司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股東臨時會通過減資彌補虧損案，決議銷除已發

行股份 2,239,059,407 股，減資後之已發行普通股為 200,003,128 股；預計

本次增資後，已發行普通股預計為 256,037,610 股，每股壹拾元。 

4. 除依法保留 10%由本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 90%股份由原股東按認股權利

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各股東持股比例認購，未於認購期限前認購者，視同

放棄；認購不足一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員工及股東未

認購或認購不足之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5. 預定資金運用及可能產生效益：本次增資預計於 110 年 2 月底前完成資金

募集，並運用於強化本公司財務結構，提高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 

6. 本次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發行普通股相同。 

7. 本次增資相關之增資基準日、股票發放作業計劃及其他增資相關事宜，俟

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長另行訂定並依法公告。 

8. 有關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需予變更或修正

時，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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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6 發言日期 2020/12/25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減資致債權人公告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20/12/25 

說明 

1. 依據公司法第 281 條準用第 73 條之規定辦理。 

2. 本公司業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減資新台幣

(以下同)22,390,594,070元以彌補累計虧損。減資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000,031,280元。台端(貴公司)與本公司間權利義務不受本減資彌補虧損案

影響。 

3. 為此，特依公司法第 281 條準用第 73 條之規定，通知 貴債權人減資事宜，

如 貴債權人對於本公司之減資案有所異議，請自即日起三十一日內以書

面向本公司表示異議，逾期視為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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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5 發言日期 2020/11/24 發言時間 16: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董事會決議辦理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20/11/23 

說明 

1.本公司截至109年9月30日待彌補虧損計新台幣23,330,568,627元。 

2.為健全公司財務結構及提高公司每股淨值以吸引新資金注入，本公司考量辦理

減資以彌補累計虧損，以利後續規劃辦理增資事宜，此次提案之減資比例為

91.80%，以彌補前述截至109年9月30日之待彌補虧損。 

3.本公司擬辦理減資新台幣 22,390,594,070元，計銷除已發行股份

2,239,059,407股，依原股東按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比例銷

除股份，每仟股銷除918股，減資比例為91.80%，用以彌補前述累積虧損。 

4.本公司減資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24,390,625,350元，分為2,439,062,535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2,000,031,280元，分為

200,003,128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5.減資後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減資換發後之股

份，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6.本次減資議案將提請109年12月25日股東臨時會討論，相關之減資基準日、換

發股票作業計劃、減資換股基準日及其他減資相關事宜，俟股東會通過後並呈奉

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長另行訂定並依法公告。 

7.有關減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需予變更或修正時，提

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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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4 發言日期 2020/08/20 發言時間 17: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選任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二項 
事實發生日 2020/08/20 

說明 

1. 董事會決議日期：2020/08/20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魯奐毅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魯奐毅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4. 異動原因：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屆滿，選任第八屆董事長。 

5. 新任生效日期：2020/08/20。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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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3 發言日期 2020/07/24 發言時間 20: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接獲「新北市淡水區新市段 141-2、145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仲裁判

斷書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二款 事實發生日 2020/07/24 

說明 

1. 法律事件之當事人、法院名稱、處分機關及相關文書案號: 

當事人：本公司、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機關：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案號：108 仲聲愛字第 073 號 

2. 事實發生日:109/07/24 

3. 發生原委（含爭訟標的）:「新北市淡水區新市段 141-2、145 地號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請求給付工程款等爭議事件 

4. 處理過程:委任律師處理本件仲裁案件 

5. 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及預估影響金額:給付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

948,730,999 元之工程款，並自仲裁判斷書揭示之利息起算日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仲裁費用並返還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

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所簽發本票，票號 CU0316003，票面金額新台幣

258,745,867 元。 

6. 因應措施及改善情形:依法處理 

7.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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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2 發言日期 2020/06/23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名單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二項 
事實發生日 2020/06/23 

說明 

1. 股東會決議日期：2020/06/23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魯奐毅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惠津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湯維華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成均   

獨立董事 吳水源 

獨立董事 廖志峯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魯奐毅 

董  事 湯維華 

董  事 嚴成均 

董  事 王惠津 

獨立董事 廖宏明 

獨立董事 李命志 

獨立董事  廖志峯 

4. 異動原因：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屆滿，經 109 年度股東常會改選第八屆董

事（含獨立董事），任期 3 年。 

5. 新任生效日期：2020/08/11。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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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9001 發言日期 2020/06/19 發言時間 09: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20/06/19 

說明 

1. 異動者姓名及職稱：藍文祥獨立董事。 

2. 異動原因：因業務繁忙請辭本公司獨立董事乙職。 

3. 其他應敘明事項： 

(1)生效日為 109 年 6 月 19 日。 

(2)獨立董事缺額部份，本公司將於 109 年 6 月 23 日召開 109 年股東常會選

舉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新任董事任期 3 年，自 109 年 8 月 11 日起至

112 年 8 月 10 日止。 

  



 

13 / 33 
 

序號 107001 發言日期 2018/06/14 發言時間 17: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8/06/14 

說明 

1. 股東會決議日期：2018/06/14。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郭素春，美國威廉伍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廖志峯，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金融學系博士。 

4. 異動原因：原郭素春獨立董事業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辭任，廖志峯先生   

  經本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補選擔任獨立董事乙職。 

5. 新任生效日期：2018/06/14。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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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6003 發言日期 2017/12/21 發言時間 17: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

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7/12/20 

說明 

7. 異動者姓名及職稱：郭素春 獨立董事 

8. 異動原因：因業務繁忙請辭本公司獨立董事乙職。 

9. 其他應敘明事項：(1)生效日為 106 年 12 月 20 日。 

                (2)獨立董事缺額將依法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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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6002 發言日期 2017/08/17 發言時間 17:3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長選任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 
事實發生日 2017/08/17 

說明 

1. 董事會決議日期：2017/08/17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魯奐毅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魯奐毅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4. 異動原因：本公司第六屆董事任期屆滿，選任第七屆董事長。 

5. 新任生效日期：2017/08/17。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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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6001 發言日期 2017/06/06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

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第 7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名單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二項 
事實發生日 2017/06/06 

說明 

1. 股東會決議日期：2017/06/06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魯奐毅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惠津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育德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淇云 

  獨立董事 吳水源 

  獨立董事 郭素春 

  獨立董事 吳謙仁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魯奐毅 

  董  事 全順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惠津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育德 

  董  事 瑞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淇云 

  獨立董事 吳水源 

  獨立董事 郭素春 

  獨立董事 藍文祥 

4. 異動原因：本公司第 6 屆董事任期屆滿，經 106 年度股東常會改選第 7 屆 

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 3 年。 

5. 新任生效日期：2017/08/11。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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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7 發言日期 2015/11/27 發言時間 15: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 104 年第二次股東臨時會重要決議事項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11/27 

說明 

一、討論事項： 

1.通過辦理「104 年第二次私募普通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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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6 發言日期 2015/10/23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

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

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10/23 

說明 

1. 事實發生日:104/10/23 

2. 發生緣由: 

本公司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經董事會通過，以公開發行普通股方式，辦理現

金增資 11.5 億元整。 

3. 因應措施:不適用 

4. 其他應敘明事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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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5 發言日期 2015/10/23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第二次私募普通股案 

符合條

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10/23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102100301.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102100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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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4 發言日期 2015/10/23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執行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10/23 

說明 

1.事實發生日:104/10/23 

2.發生緣由: 

本公司前 104 年 6 月 24 日股東常會通過之討論事項第六案「辦理受讓分割勝

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發行新股案」及第七案「辦理受讓分割鴻菖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資產發行新股案」,茲因 104 年 8 月 18 日府都規字第 10401064500

號，臺北市政府公告修訂臺北巿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內容，經本公司委任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評估，對於本公司承受勝祥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勝祥實業」)及鴻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

稱「鴻菖實業」)所分割得獨立營運之不動產租賃事業之淨營業價值致生重大

影響，經與勝祥實業及鴻菖實業依分割計畫書第七條協商調整分割計畫書

後，因未能達成共識，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經本公司董事會討論同意後，授

權董事長與勝祥實業及鴻菖實業簽署合意終止分割計畫之協議書，不予執

行，以維本公司權益。 

3.因應措施:不適用 

4.其他應敘明事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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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3 發言日期 2015/08/05 發言時間 17: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一○四年度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案自行撤回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8/04 

說明 

本公司申請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案，經證期局通知文件不備，本公司於考量

申報時效之限制，自行撤回，擬補足相關文件後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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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2 發言日期 2015/07/23 發言時間 15: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訂定減資基準日、減資換發股票作業計畫及減資換發股票時程等相

關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7/23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72300101.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72300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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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1 發言日期 2015/06/25 發言時間 12: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

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減資致債權人公告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6/24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81 條準用第 73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業經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股東常會決議減資新台幣(以下

同)17,501,302,640 元以彌補累計虧損。減資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0,278,542,830 元。 

三、各債權人對上項減資如有異議，請自即日起 31 日內以書面提出，俾依法辦

理。逾期視為無異議，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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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10 發言日期 2015/06/25 發言時間 12: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事項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6/24 

說明 

一、報告事項： 

  1.103 年度營業報告。 

  2.審計委員會審查 10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103 年度資產減損情形報告。 

  4.修訂「董事會議事準則」。. 

  5.原提報 104 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之私募普通股案及受讓分割發行新股

案 

   後續作業說明。 

二、承認事項： 

  1.通過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承認案。 

  2.通過 103 年度虧損撥補承認案。 

三、討論事項： 

  1.通過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2.通過修訂「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準則」案。 

  3.通過修訂「公司章程」案。 

  4.通過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 

  5.通過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6.通過辦理「受讓分割勝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發行新股」案。 

  7.通過辦理「受讓分割鴻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發行新股」案。 

四、選舉事項：補選本公司獨立董事一席。當選人:吳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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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9 發言日期 2015/06/25 發言時間 12: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獨立董事異動事宜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同條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6/24 

說明 

1. 股東會決議日期：2015/06/24。 

2. 舊任者姓名及簡歷：陳憲煒，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3. 新任者姓名及簡歷：吳謙仁，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4. 異動原因：原陳憲煒獨立董事業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辭任，吳謙仁先生經本

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補選擔任獨立董事職務。 

5. 新任生效日期：2015/06/24。 

6. 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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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8 發言日期 2015/05/20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原經104/03/27董事會通過之私募普通股案及受讓分割發行新股案不繼續辦理。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5/19 

說明 

原經104/03/27董事會通過之私募普通股案及受讓分割發行新股案不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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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7 發言日期 2015/05/20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董事會決議辦理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5/19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7.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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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6 發言日期 2015/05/20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私募方式資產作價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5/19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6.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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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5 發言日期 2015/05/20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受讓分割鴻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5/19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5.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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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4 發言日期 2015/05/20 發言時間 14:1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受讓分割勝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5/19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4.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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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3 發言日期 2015/04/21 發言時間 14: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本公司 104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出席股數未達法定開會股數，經主席裁示延後

開會時間二次後，仍未達法定開會股數而宣佈流會。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一項第五款 
事實發生日 2015/04/21 

說明 

本公司 104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出席股數未達法定開會股數，經主席裁示延後

開會時間二次後，仍未達法定開會股數而宣佈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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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2 發言日期 2015/03/27 發言時間 19: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以私募方式資產作價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3/27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32700002.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32700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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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4001 發言日期 2015/03/27 發言時間 19:00:00 

發言人 嚴成均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2716-68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受讓分割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

第 7 款及第 2 項 
事實發生日 2015/03/27 

說明 

 

資料說明如附檔「點選檔案」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32700001.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327000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