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攸關消費大眾權益之重大訊息 

序號 48 發言日期   108.06.2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侯文成 職稱  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轉銷催收款呆帳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十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8.06.24 

說明 依「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經總

經理同意後，轉銷本分公司逾期催收款項，共計新台幣 48,733,330元。     

 

序號 47 發言日期   107.06.2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侯文成 職稱  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轉銷催收款呆帳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十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7.06.21 

說明 依「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經總

經理同意後，轉銷本分公司逾期催收款項，共計新台幣 174,006元。     

 

序號 46 發言日期   106.12.28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侯文成 職稱  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轉銷催收款呆帳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十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6.12.28 

說明 依「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經總

經理同意後，轉銷本分公司逾期催收款項，共計新台幣 25,118,765元。     

 

序號 45 發言日期   105.04.1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侯文成 職稱  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轉銷催收款呆帳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五款 

事實發生日   105.4.12 

說明 依「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經總經理同意

後，轉銷本分公司逾期催收款項，共計新台幣 3,462,169元。     



 

 

 

 

 

 

 

 

序號 44 發言日期   104.06.15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外國保險業在臺分公司負責人異動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4.06.12 

說明 本分公司函報擬改聘侯文成先生為本分公司經理人(負責人)乙案，業奉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104.6.12金管保理字第10402546010號函核復其資格條件符合 

「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5條第1款規定，侯文成先生自該日 

起接篆視事。 

 

序號 43 發言日期   103.04.28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3.04.25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三年四月廿五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柒億 

參仟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參拾陸億伍仟柒佰萬元。 

 

序號 42 發言日期   102.12.2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轉銷催收款呆帳 

符合條款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五款 

事實發生日   102.12.23 

說明 依「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沖銷本分公司 



 

三筆存出保證金，共計新台幣210,900元，免除債權之列帳記載及列管追蹤程 

序。 

 



 

 

序號 41 發言日期   102.07.0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2.07.03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二年七月三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參億 

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貳拾玖億貳仟柒佰萬元。 

 

序號 40 發言日期   102.03.29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2.03.28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伍

億叁仟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貳拾陸億貳仟柒佰萬元。 

 

序號 39 發言日期   101.12.19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關於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公司(“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理 

事實發生日   101.12.18 

說明 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AIA）於2012年12月18日發布

公告說明美國國際集團（AIG）預計於2012年12月20日完成配售其所持有之

AIA股份；於配售完成後，AIG將全數售出其所持有之全部的AIA股份。 

 

序號 38 發言日期   101.10.17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1.10.16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一年十月十六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金新台幣貳億

陸仟玖佰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金總額將為新台幣貳拾億玖仟柒佰萬元。 

 



 

序號 37 發言日期   101.09.18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變更會計年度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事實發生日   101.09.17 

說明 1. 本公司原會計年度為當年之12月1日至隔年11月30日，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之規定，自民國101年度起變更會計年度為曆年制。 

2. 本公司民國101年度財務報表將涵蓋100年12月1日至101年12月31日止，共

13個月期間之經營成果。自民國102年起，財務報表期間為1月1日至12月31日。 

 

序號 36 發言日期   101.09.10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關於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公司(“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理 

事實發生日   101.09.17 

說明 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AIA）於2012年9月7日發布新

聞稿說明美國國際集團（AIG）擬於2012年9月11日完成配售其所持有之AIA

股份；於配售後，AIG繼續持有AIA已發行普通股約13.69%。  

 

序號 35 發言日期   101.07.0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公司總經理異動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2 

說明 本分公司函報擬改聘陳嘉虎(TAN, KAR HOR)先生為經理人乙案，經行政院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理字第10002227780號函核復其資格條件符合「保險 

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5條第3款規定。 

 



 

 

序號 34 發言日期   101.05.10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蕭圭華  職稱  資深協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1.05.09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一年五月九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參億柒

仟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壹拾捌億貳仟捌百萬元。 

 

序號 33 發言日期   101.03.1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關於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公司(“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理 

事實發生日   101.03.08 

說明 本分公司所屬控制公司友邦保險控股公司(“AIA”)已獲美國國際集團

(“AIG”)通知關於AIA股票之配售案已於2012年3月8日完成。由於本配售

案，AIA Aurora LLC目前持有大約18.6% AIA發行之普通股；AIA於股票交易

市場所流通之普通股及特別股約為81.4%。 

 

序號 32 發言日期   101.01.05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公司總經理異動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1.01.04 

說明 本分公司經理人 黃旗興君業於民國101年1月4日，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保理字第10002227780號函核准在案。 

 

序號 31 發言日期   101.01.0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公司總經理異動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事實發生日   100.12.31 

說明 本分公司經理人秦素琴君請辭，離職生效日為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序號 30 發言日期   100.10.0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100.10.03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一○○年十月三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伍億柒

仟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壹拾肆億伍仟捌百萬元。 

 

序號 29 發言日期   99.06.0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關於本分公司控股公司友邦保險(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理 

事實發生日   99.06.03 

說明 本分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與保誠(Prudential plc)雙方已同意 

終止先前所發布欲將友邦保險集團(AIA Group Limited) 出售予保誠之協議。 

 

序號 28 發言日期   99.03.0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關於本分公司控股公司友邦保險(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理   

事實發生日   99.03.01 

說明 美國國際集團公司新聞稿 

 

序號 27 發言日期   98.12.0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分公司控股公司友邦保險(AIA)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金管保三字第09802542360號函辦 

理 

事實發生日   98.12.01 

說明 友邦保險集團新聞稿 

 

 

http://www.aiaco.com.tw/zh-tw/resources/c1c50d8048d72ee1be68bef239f692a9/SPV_AIA_Press_Release_FINAL_Traditional_Chinese2.pdf
http://www.aiaco.com.tw/zh-tw/resources/9332688048d73082bec2bef239f692a9/SPV_AIA_Press_Release_FINAL_Traditional_Chinese.pdf


 

序號 26 發言日期   98.10.16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8.10.19 

說明 「友邦人壽H1N1住院日額附加條款」。 

 

序號 25 發言日期   98.8.25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8.8.26 

說明 「友邦人壽一切安好終身防癌健康保險」。 

 

序號 24 發言日期   98.7.3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8.8.1 

說明 「友邦人壽定期壽險」、「友邦人壽定期壽險附約」、「友邦人壽居家安遞 

減型定期壽險」、「友邦人壽豁免保險費附約」、「友邦人壽滿意貸定期壽 

險」、「友邦人壽常青終身壽險」。 

 

序號 23 發言日期   98.6.25  發言時間   19: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分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公司(AIG)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金管保三字第09702542360號函辦

理   

事實發生日   98.6.25 

說明 美國國際集團公司暨  

友邦保險集團新聞稿 

 

 

http://www.aiaco.com.tw/zh-tw/resources/b90e4a8048d73120beecbef239f692a9/AIG_Announces_SPVs_Traditional_Chinese.pdf
http://www.aiaco.com.tw/zh-tw/resources/AIG_Restructuring_Press_Release_Traditional_Chinese_Final.pdf


 

序號 22 發言日期   98.6.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美商美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概括讓與暨更名為「英屬百慕達

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 事實發生日   98.6.1 

說明 「美商美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美國人壽台灣分公司」）

自民國98年6月1日(下稱「基準日」)起正式概括讓與予「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為「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下稱「友邦人壽台灣分公司」）。本概括讓與暨更名案業奉主管機

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在案（核准文號：98年4月28日金管保三字

第09802546550號）。 

自基準日起，美國人壽台灣分公司已簽發之所有保單持有人之權利義務、公司

營運及資產與義務等，均概括移轉予友邦人壽台灣分公司，惟原以美國人壽

台灣分公司為契約當事人之一切契約（含保險契約）之條款內容及相關權利義

務，均將維持不變。此外，本分公司在台灣之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員工、

營業地址及電話號碼等亦維持不變。原屬美國人壽台灣分公司所應享之權利

及應盡之義務，自基準日起悉由更名後之友邦人壽台灣分公司承受，各當事

人之權益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序號 21 發言日期   98.5.17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分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公司(AIG)及總公司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金管保三字第09702542360號函辦

理  

事實發生日   98.5.15 

說明 芝加哥，2009年5月15日-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調降美國國際集

團(AIG)及其旗下若干事業的信用評等，包括將AIG的發行人違約評等 (IDR）

從A降到BBB，惠譽並確認AIG的短期IDR與商業本票評等為F1。惠譽亦將美

國人壽(ALICO) 的評等由AA-調降為A+，此一調整係受AIG財務事件影響。 

本分公司之總公司信用評等雖經前述調整，惟本分公司具有足夠之資本水準

及穩健之流動性，對分本公司之經營及清償能力並無影響。 

 

 

 

 

 

 



 

序號 20 發言日期   98.3.6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分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公司(AIG)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金管保三字第09702542360號函辦

理  

事實發生日   98.3.4 

說明 紐約，2009年3月4日-美國國際集團(AIG)發行C系列優先股予AIG授信信託委

員會(AIG Credit Facility Trust)，並以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 為唯一受益

人。該優先股並享AIG 77.9%之股權，得以參與表決及分派股利。經由對於C

系列優先股之所有權，AIG授信信託委員會將間接擁有所有美國國際集團公

司於美國境內或境外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子公司之所有權。 

 

序號 19 發言日期   98.3.6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本分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美國國際集團公司(AIG)重大訊息 

符合條款 依據98.03.03金管保三字第09702542360號函辦

理   

事實發生日   98.3.2 

說明 美國國際集團公司新聞稿 

 

  序號 18 發言日期   98.1.5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8.1.5 

說明 「美國人壽新重大疾病終身壽險」、「美國人壽終生寶顧退休保險」、「美

國人壽年年如意退休保險」、「美國人壽金富利定期保本保險」、「美國人

壽重大疾病定期保險附約」、「美國人壽新定期壽險」、「美國人壽安心醫

療養老保險」。 

 

序號 17 發言日期   97.10.17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7.10.17  

說明 美國人壽新常青傷害保險。 

 



 

序號 16 發言日期   97.7.14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7.7.14  

說明 美國人壽意本萬利傷害還本保險。 

美國人壽全新重大傷殘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 

美國人壽常青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美國人壽安心護本醫療養老保險。 

 

序號  15  發言日期  97.06.23 發言時間  09: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理 電話  27352838  

主旨 變更公司地址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  事實發生日  97.06.23  

說明 本公司遷至新址: 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333號17樓、變更聯絡電話 02-27352838  

 

序號 14 發言日期   98.05.30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2735283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金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 事實發生日   98.05.28 

說明 總公司董事會於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決議增加在台營業資金新台幣貳

億捌仟伍佰萬元，增資後在台營業資金總額將為新台幣捌億捌仟捌百萬元。 

 

序號 13 發言日期   97.6.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7.6.2  

說明 美國人壽新終身壽險 

 

 

 

 

 

 



 

序號 12 發言日期   97.5.1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周瑞芝 職稱  副總經理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7.5.12  

說明 美國人壽加倍安心防癌還本保險 

 

序號 11 發言日期   96.8.13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歐陽家豪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6.8.13  

說明 美國人壽新重大傷殘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 

 

序號   10  發言日期   96.5.25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歐陽家豪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變更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事實發生日   96.5.24  

說明   本分公司目前業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備，變更本分公司負責人為

秦素琴小姐。   

 

序號   09  發言日期   96.4.17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歐陽家豪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變更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事實發生日   96.4.16  

說明   本分公司目前業巳呈送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備有關變更本分公司負

責人為秦素琴小姐。   

 

 

 

 

 

 

 

 

 



 

序號   08   發言日期   95.12.29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伍德力   職稱 總經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6.1.1   

說明   美國人壽保本終身壽險。   

美國人壽定期全額還本保險。   

美國人壽得利定期保本保險。  

美國人壽安康定期保險。  

美國人壽吉利定期保本保險。  

美國人壽萬利定期保本保險。  

美國人壽子女生存保險。  

美國人壽長安生存保險。  

美國人壽增額定期壽險。  

 

序號   07   發言日期   95.4.28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伍德力   職稱 總經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5.4.28   

說明   美國人壽新世紀定期保險。   

美國人壽三投六倍定期保險。   

 

序號   06   發言日期   94.12.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增加在台營業資金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六款   事實發生日   94.11.30   

說明   總公司決議於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增加在台營業資金新台幣二億伍仟萬元，

增資後在台營業資金總額為新台幣六億三百萬元。   

 

序號   05   發言日期   94.10.6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變更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事實發生日   94.10.5   

說明   本分公司業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備，變更本分公司負責人為伍德

力先生。   

 

 



 

  序號   04   發言日期   94.4.28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變更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事實發生日   94.4.27   

說明   本分公司業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備，變更本分公司負責人為徐玉

玲女士。   

 

  序號   03   發言日期   93.8.17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87725668  

主旨   變更公司住址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   事實發生日   93.8.16   

說明   本分公司遷至新址台北市光復南路102號3樓、變更聯絡電話02-87725668。   

 

序號   02   發言日期   93.1.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27563456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2.12.31  

說明   美國人壽定期保本保險。   

美國人壽年年如意還本終身壽險。   

美國人壽還本終身壽險。   

美國人壽保本即期年金保險。   

 

序號   01   發言日期   92.1.2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玲   職稱 協理   電話 27563456  

主旨   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事實發生日 92.1.1   

說明   美國人壽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美國人壽全民養老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