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經主管機關處分之事項 (最近 2年)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106年

08月 

1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壽字

第 10600065672

號 

保險法第 149條第 1

項。 

不動產投資風險管理作業有未

就不動產價格變動因子定期進

行敏感性分析、未就投資用不

動產整體暨個案銷售變化及後

續管理辦理風險評估分析及出

具報告、對金額重大之特殊不

動產投資案未進行投資後風險

評估分析；未設定市場風險值

限額，不利落實市場風險評估

及管理；未配合業務規模及複

雜度自行建置風險管理資訊系

統，或調整既有風險管理模型

以符合風險管理之需求；作業

單位辦理 104年度作業風險評

估報告，有未依內部規範落實

作業風險損失資料庫建置者。 

一、予以 4項糾

正。 

二、裁處書內容。 

105年 

05月 

2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壽字

第 10500025212

號 

保險法第 144條第 1項

授權訂定之保險商品

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15條。 

辦理增額終身壽險銷售業務有

同意承保日晚於商品停售日且

保單生效日晚於商品停售日之

情形。 

一、應予糾正。 

二、裁處書內容。 

105年 

05月 

10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壽字

第 10502540632

號 

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2項授權訂定之「保險

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8條第 3款第 2

目與第 3目及第 17

條、保險法第 149條第

1項、保險法第 146條

之 7第 3項授權訂定之

「保險業與利害關係

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

他交易管理辦法」第 7

條、「保險商品銷售前

程序作業準則」第 18

條及第 24條訂定之「人

身保險業辦理利率變

動型保險商品業務應

辦理保險理賠系統有未正確核

計未到期保費致應理賠之給付

金額錯誤(少賠付)；對於歷年

應付未給付予保戶之款項未建

立定期檢核再行通知之機制，

且有保戶於辦理契約變更時，

未主動告知保戶尚有未領取之

款項情事；未就房地銷售停滯

及保費收入不佳評估資金缺

口，不利有效監督及控管不動

產投資開發風險及未來之資金

調度者；利害關係人資料有建

檔不完整之情事；辦理區隔資

產帳戶管理及資產報酬率之計

算未依規定辦理。 

一、共計核處罰鍰

新臺幣 60萬元整

並予以 4項糾正。 

二、裁處書內容。 

https://www.hontai.com.tw/18pages/_upload/files/7-1-106.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6053100102.pdf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6052000101.pdf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注意事項」第 4點與第

5點第 2項。 

104年 

05月 

08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壽字

第 10402543522

號 

保險法第 145條第 2項

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各

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

23條之 1第 2項及「人

身保險業外匯價格準

備金應注意事項」第 3

點 、保險法第 148條

之 3第 1項授權訂定之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8款，關

於會計、總務、資源、

人事管理及其他各種

業務之控制作業、保險

法第 146條之 7第 3項

授權訂定之「保險業與

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

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

辦法」第 4條第 1項、

「保險業與利害關係

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

他交易管理辦法」第 4

條、保險法第 146條第

8項授權訂定之「保險

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項、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項授權

訂定之「保險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 5條第 1項第 12

款、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2項授權訂定之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

理賠辦法」第 6條第 1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提存作業

仍有計提錯誤、有屬利害關係

人交易卻未提報董事會決議

者、保險商品給付予保險經紀

人公司相關佣酬有超逾該商品

應收取之附加費用、有買進不

符合結構型商品條件之債券、

公司重大業務經營策略之調整

未提報董事會議通過、與保險

代理人所簽訂保險代理合約內

容有未明定「保險業招攬及核

保理賠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1

至 8款所列應記載事項者、買

進未達內部規範所訂財務信用

評等之可轉換公司債，卻未依

公司所訂之「國內可轉換公司

債投資管理細則」之規定簽報

經投資管理系統最高主管核准

之情事、對前董事長及總經理

報酬議定、薪資發放及顧問聘

用作業有缺失、辦理費用報支

作業有缺失，以及未依規定將

中央銀行 99年 12月 30日函之

規定納入授信內規。 

一、共計核處罰鍰

新臺幣 270 萬元

整並予 8項糾正。 

二、裁處書內容。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51900101.pdf


 

日期 文號 違反法令條文 案由 處分內容 

項第 9款第 2目及第 17

條、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項授權訂定之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4款之投

資資產取得、處分作業

規範 

104年 

4月 

1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壽字

第 10402543581 

號 

保險法第 143條之 4第

3項及第 149條第 1項

規定 

查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適足率未達法定標準 200

％，與保險法第 143條之 4規

定不符，且未能提出經董事會

通過後於 103年底前資本適足

率達 200％之增資計畫，有礙健

全經營之虞，爰依保險法第 149

條第 1項第 1、3款規定，予以

糾正並命該公司限期於 104年

12月 31日前辦理增資，另依保

險法第 143條之 4第 3項授權

訂定之「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

理辦法」第 6條第 3項第 7款

規定。 

一、限制該公司自

裁處書送達之日

起不得增設分支

機構。 

二、裁處書內容 

 

更新頻率：每季 

維護單位：總務部 

最新更新日期：20170901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downloads/information/P201504210040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