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收資本來源 金額(元)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立資本 84,634,220,000  56.514 

特別股 0  0.000 

盈餘轉增資 8,136,476,490  5.433 

資本公積轉增資 24,051,303,420  16.060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16,423,390  0.145 

認股權憑證轉換股份 67,051,770  0.045 

股份轉換發行新股 55,543,390,980  37.089 

公司債轉換股份 0  0.000 

註銷股份 (22,891,437,790) -15.286 

合計 149,757,428,260(註)  100.000 
註︰106年 2月 10日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1.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以供查閱。 

2.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辦理。 

3.索取方法：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2號 5樓或透過網路下載檔案(http://mops.twse.com.tw)。 

三、證券承銷商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81-8888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 號   網址：http://www.kgi.com 

名稱：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71-1088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5 號   網址：http://www.kgibank.com/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電話：(02)2326-8899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18 號      網址：http://www.taishinbank.com.tw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389-2999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2號 5樓            網址：http：//www.kgi.com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22-5800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9樓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545-9988 

會計師姓名：吳美慧、郭政弘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2樓 

律師事務所名稱：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電話：(02)2729-8000 

律師姓名：林進富                            網址：http://www.lcs.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號 5樓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545-9988 

會計師姓名：吳美慧、郭政弘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2樓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張立人 

職稱：資深副總經理 

電話：(02)2763-8800 

電子郵件信箱：eddy.chang@cdibh.com 

代理發言人：盛嘉珍 

職稱：資深副總經理 

電話：(02)2763-8800 

電子郵件信箱：janet.sheng@cdibh.com 

十三、公司網址：http：//www.cdibh.com。

http://www.k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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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債，如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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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149,757 佰萬元 公司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5 號 12樓 電話：(02)2763-8800 

設立日期：90年 12月 28日 網址：http：//www.cdibh.com 

上市日期：90年 12月 28日 上櫃日期：不適用 公開發行日期：不適用 管理股票日期：無 

負責人： 
董事長       張家祝 

 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發  言  人：張立人、(職稱)資深副總經理 

代理總經理   許道義 代理發言人：盛嘉珍、(職稱)資深副總經理 

股票過戶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389-2999      網址︰http：//www.kgi.com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5 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代收股款銀行︰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美慧、郭政弘會計師 

電話：(02)2545-9988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2 樓 

複核律師︰不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次經信用評等日期：105年 11月 29 日 

電話：(02)8722-580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49 樓 

評等標的：發行人 評等結果：長短期評等分別為「twA+」及「twA-1」 

董事選任日期：105年 5月  任期︰3 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6.36 % (106 年 7月 31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率：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前二十名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06年 7月 31日)  (詳見次頁) 

主要營業項目：投資及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風 險 事 項 不適用 
參 閱 本 文 之 頁 次 

不適用 

營   業   概   況   本年度截至 6月 30 日(註 2) 105年度 參 閱 本 文 之 頁 次 

資產總額(仟元) 929,058,603 892,197,509 不適用 

負債總額(仟元) 764,602,379 725,100,471 不適用 

收益(註 1)(仟元) 13,970,927 27,127,728 不適用 

稅前純益(仟元) 3,970,207 7,110,829 不適用 

每股盈餘(元) 0.24 0.40             不適用 

本 次 募 集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種 類 及 金 額 發行 106 年度第 1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新臺幣壹佰億元整 

發 行 條 件 
100%對外公開承銷，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票面利率七年期 1.75%、十年期 1.90%、

十五年期 2.10% (參閱本文第 4頁) 

募 集 資 金 用 途 及 預 

計 產 生 效 益 概 述 

資金用途：支應轉投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所需部分價金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擴展對金融領域之完整布局，強化營運能力及擴大資產規模，進而

提升本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參閱本文第 10至 12頁) 

本次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106年 9月 1 日 刊印目的：發行 106年度第 1 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之用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之頁次︰無 

註 1：係指淨收益，即利息淨收益加利息以外淨收益合計數。註 2 : 本年度截至 6月 30日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查核。 



2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前二十名股東及其持股比例：                                            日期︰106年 7月 31日 

董事職稱 姓      名 代表人 持股 

比例

(%) 

持股前二十名股東姓名 持股 

比例

(%) 

董事長 鎧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張家祝 0.01 興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34 

常務董事 興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廖龍一 4.34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76 

常務董事(獨立董事) 蔡清彥  0.00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05 

董事 國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魏寶生 0.08 景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78 

董事 基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楊文鈞 0.01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35 

董事 興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李豪榮 

(LEE HOWE 

YONG) 

4.34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 

董事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歐興祥 1.92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 

獨立董事                                      鮑泰鈞  0.00 渣打託管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專戶 1.71 

獨立董事                                  林修葳  0.00 花旗(台灣)商銀託管新加坡政府投資專戶 1.6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52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先進星光基金公司之

系列基金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戶 
1.19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1.13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次元新興市場評估基金投

資專戶 
0.96 

    仲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75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託管政府退休基金委外野村基

金研究 
0.71 

    健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67 

    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    0.6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

ＣＩ 新興市場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專戶 
0.6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投資專戶 
0.6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ＭＳＣＩ股票指數基金

Ｂ台灣投資專戶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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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摘要表 

 

公

司名稱  

項目 

中華開發資本 

股份有限公司(註 4) 

凱基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註 3) 

凱基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5

號 11、12樓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5

號 

臺北市明水路 700號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25

號 7樓 

電話 (02)2763-8800 (02)2171-1088 (02)2181-8888 (02)2756-8968 

主要產品 辦理創業投資、一般投資、

投資顧問及管理顧問等業

務 

存款、財富管理、消費金

融、企業金融、金融同業、

外匯等 

經紀、承銷、債券、自營等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

務、及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

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及管

理服務業務 

市場結構 近年來政府當局推出諸多

推動產業創新措施，並積極

引導民間資金與資源挹注

產業；創投業所關注的產業

亦出現新的發展，除了原本

的科技資訊業之外，如生物

科技與製藥、綠色能源、文

化創意與環保等產業亦為

熱門產業；預期創投業中長

期之營運，可望維持穩健的

發展趨勢。 

金融機構持續整併，銀行家

數及營業據點減少；金融市

場多樣化，投資管道多元

化；本國銀行積極改善資產

品質，授信轉趨保守；隨景

氣溫和復甦，預估整體國內

銀行業盈餘增長將可望持

平甚至小幅回升。 

全球景氣有機會展現溫和

的循環性復甦；產業環境現

況與發展仍艱困；預估臺股

成交量有機會擴大，證券商

經營環境亦將獲得改善。 

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出售減

少；不良債權收購競爭；金

管會授予營運原則，增加業

務拓展面向；不動產景氣下

滑，法拍案件上升；都市更

新政策持續推動；預期資產

管理業務將除不良債權

外，觸角延伸至法拍及都市

更新。 

金融控股公司持股比例(%) 100 100 100 100 

收益及獲利狀況     

104 

年 

度 

收益(註 1)(仟元) 5,895,344 10,443,562(註 2) 8,822,805 306,927 

占金融控股公司收益比

重(%) 
19.90 31.00 51.35 (註 5) 

稅前純益(仟元) 4,765,324 5,867,202(註 2) 2,688,222 206,423 

每股盈餘(元) 1.49 1.13 0.67 0.52 

105 

年 

度 

收益(註 1) (仟元) 2,111,429 10,245,026 9,825,639 165,809 

占金融控股公司收益比

重(%) 
10.70 39.92 51.40 (註 5) 

稅前純益(仟元) 1,550,600 4,796,852 2,611,984 83,570 

每股盈餘(元) 0.71 0.83 0.68 0.41 

註 1：本準則所稱收益於銀行業係指淨收益，即利息淨收益加利息以外淨收益合計數；至其他行業係指其損益表上之收益總額。 

註 2︰包含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註 3：自 103年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萬泰銀行 100%股權後，成為本公司之子公司，萬泰銀行於 104年起更名為凱基銀行。 

註 4：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已於 106年 3月 15日改制更名為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註 5：原屬於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係於 106年 3月 13日改由本公司直接持有， 

      故其占金融控股公司收益之比重已包含於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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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發行辦法 

 

一、債券名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度第 1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以下簡 

稱「本公司債」）。 

 

二、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壹佰億元整。依發行條件不同分成甲、乙、丙三種券，其 

中甲券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拾億元整，乙券發行金額為新臺幣陸拾億元整，丙券發
行金額為新臺幣參拾億元整。 

 

三、票面金額：本公司債之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佰萬元壹種。 

 

四、發行期間：本公司債各券發行期間如下： 

    甲券發行期間為七年，自民國 106年 9月 8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3年 9月 8日到期。 

乙券發行期間為十年，自民國 106年 9月 8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6年 9月 8日到期。 

    丙券發行期間為十五年，自民國 106年 9月 8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21年 9 月 8日到期。 

               

五、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六、票面利率：甲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1.75%；乙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1.90%； 

丙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2.10%。 

 

 

七、還本方式：本公司債各券均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各券均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 

每壹佰萬元債券付息至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
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個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 

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利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 

算所)登錄。 
 

十一、承銷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二、受 託 人：本公司債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本
公司債債權人之利益行使查核監督本公司履行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凡持有本
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受
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
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本公司債債
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三、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全部還本付息事宜，並依

集保結算所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由還

本付息代理機構依法代為扣繳所得稅及製作扣繳憑單，並寄發本公司債

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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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按照集保結算所之

規定辦理。 

 

十五、本發行辦法未盡事宜，悉依「金融控股公司發行公司債辦法」及其他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十六、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

投資人。 

十七、其他： 

(1) 本公司債債權人之受償順位僅優於本公司股東之剩餘財產分配權，次於本公司所有其他債

權人之受償順位。 

(2) 若因本公司債付息或還本使本公司資本適足率低於法定要求時，將暫停本公司債利息或本

金支付，待前述比率符合規定時方支付本金或利息(利息可累計，利息及本金展期部分均

以原票面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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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本次發行公司債應記載事項： 

(一)資金來源：  

1.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10,000,000 仟元。 

2.資金來源：發行 106 年度第 1 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臺幣

10,000,000仟元。本次發行公司債如因市況變化因素致未能足額募集時，其不

足之數額，本公司將以增加銀行借款之方式因應。 

(二)本次發行金融債券者，應揭露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日期、文號、面額、發行地、幣

別、價格、總額、利率、期限、承銷機構、簽證金融機構、其償還金融債券之籌

集計畫及保管方法、前已募集金融債券者之其未償還餘額、前一年度實收資本額

及決算後淨值、申報發行金額加計前已發行流通在外之餘額占發行前一年度決算

後淨值之比率等有關事項。如有委託經本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

並應揭露該機構名稱、評等日期及其評等等級。如附有轉換、交換或認股權利者，

並應揭露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對股東

權益影響與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已轉換、交換或認股之金額：不適用。 

(三)本次發行公司債者，參照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應揭露有關事項及其償

債款項之籌集計畫與保管方法： 

1.公司名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壹佰億元整。依發

行條件不同分成甲、乙、丙三種券，其中甲券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拾億元整，

乙券發行金額為新臺幣陸拾億元整，丙券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參拾億元整。每張

面額為新臺幣壹佰萬元壹種。 

3.公司債之利率：甲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1.75%；乙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

率年息 1.90%；丙券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2.10%。 

4.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甲券發行期間為七年，乙券發行期間為十年，丙券發

行期間為十五年，各券均自發行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5.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

將由本公司自有資金、銀行借款或資本巿場工具項下支應，並於各債券各期還

本付息日之前一個營業日交付還本付息代理機構以備兌付到期本息。 

6.公司債券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支應轉投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股權所需部分價金。 

7.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06年 6月 30日止，共計新

臺幣壹佰貳拾億元整。 

8.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本公司債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 106年 6月 30日止，額定資

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200,000,000,000元整，分為 20,000,000,000股。實收資本總

額為普通股新臺幣 149,757,428,260元，分為 14,975,742,826 股，每股面額均為

新臺幣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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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截至 106 年 6月 30

日止為新臺幣 156,887,539仟元。 

11.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與台新國際商業銀行簽訂受

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

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受託契約約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

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

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

處所查閱）。 

13.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

辦承銷商，依簽訂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事宜。 

15.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董事會之議事錄：詳本公司 106年 7 月 7日第 6屆第 20次董事會議事錄。 

21.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1) 本公司債債權人之受償順位僅優於本公司股東之剩餘財產分配權，次於

本公司所有其他債權人之受償順位。 

(2) 若因本公司債付息或還本使本公司資本適足率低於法定要求時，將暫停

本公司債利息及本金支付，待前述比率符合規定時方支付本金或利息(利

息可累計，利息及本金展期部分均以原票面利率計息)。 

22.發行人信用評等： 

(1)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2) 信用評等日期：105年 11月 29日 

(3) 信用評等結果：twA+/穩定/twA-1  

23.公司債信用評等：無。 

(四)本次發行特別股者，應揭露相關事項：不適用。 

(五)上市或上櫃公司發行未上市或未上櫃特別股者，應揭露事項：不適用。 

(六)股票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

準則第五條規定核准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發行新股，應說明未來上市 

(櫃) 計畫：不適用。 

(七)本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應揭露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不適用。 

(八)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應揭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辦法：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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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

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 

(1)可行性 

             本公司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計畫係採承銷方式，由承銷商洽

商銷售並百分之百對外公開承銷，應可確保完成本次資金募集，就法定程

序、資金取得及資金運用等各方面評估均具有可行性。 

(2)必要性 

             本公司為擴展對金融領域之完整布局，強化營運能力及擴大資產規模，進

而提升本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擬規劃以公開收購方式轉投資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該案業經本公司 106年 7月 7日審計

委員會及同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次轉投資案除可強化本公司營運能力外，

並可多元化業務組合、更可降低順應金融環境變遷之衝擊，市場競爭力可

望獲得顯著提升，厚植在亞洲及國際立足之實力。本次轉投資案之資金來

源除本公司之子公司退還資金外，另擬以本次發行 106 年度第 1 次無擔保

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總額新臺幣 10,000,000 仟元，用以支應轉投資中國人壽

股權所需部分價金，故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實有其必要性。 

(3)合理性 

             本次發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係以固定利率發行，可鎖定中長期資金

成本，降低利率波動及財務調度風險，有效維持本公司資本與財務結構，

加以現行利率水準尚屬低檔，故本次發行之公司債應屬合理。 

2.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分析比較各種資金調度來源 

             經彙總整理一般上市（櫃）公司較常採用之財務調度方式，一為與股權有

關之籌資工具，如普通股或特別股、現金增資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GDR）；

另一則為與債權有關之籌資工具，如國內外轉換公司債、普通公司債及銀

行貸款等，茲將其主要考量因素歸納如下： 

 

項   目 有   利   因   素 不   利   因   素 

銀行借款或 

發行銀行 

承兌匯票 

1.資金挹注能暫時支應公司資金需

求。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利用較低

成本創造較高之利潤。 

2.資金籌措不須經主管機關審核，程

序簡便，籌資時間迅速。 

3.資金額度運用之彈性較大。 

1.利息負擔較重，將使負債增加，易

侵蝕公司獲利。 

2.財務結構惡化，致競爭力下降。 

3.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且需提供擔保

品，限制條款較多且嚴格。 

4.長期投資或固定資產投資不宜以

銀行短期借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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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有   利   因   素 不   利   因   素 

普通公司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之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

權掌控帶來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資金。 

4.債息帳列費用，可享稅盾效果。 

1.利息負擔較重，負債增加，易侵蝕

公司獲利。 

2.公司債期限屆滿後，公司將面臨龐

大資金贖回壓力。 

 

轉換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票面利率較長期

借款為低，故其資金募集成本較

低。 

2.債權人請求轉換時點不一，將延緩

對每股盈餘及股權之稀釋效果。 

3.轉換公司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

後，即由負債轉變成資本，除可節

省利息支出外，亦可避免到期還本

之龐大資金壓力。 

4.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一般較發行

轉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

高，相當於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

票。 

1.轉換公司債未全數轉換前，公司仍

需支付利息或提列利息補償金，對

財務結構改善有限。 

2.依目前市場發行之轉換公司債，其

轉換與否之主權屬債權人，發行公

司難掌握資金調度計畫。 

3.債權人要求贖回或到期無人轉

換，發行公司將面臨較大資金壓

力。 

海外存託憑

證(GDR) 

1.藉海外市場募集資金動作，提昇國

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高於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時點之國內普通股價格，相當

於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籌募

資金較多。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避免國

內籌碼膨脹太多，對股價產生不利

影響。 

4.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

構。 

1.公司海外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成

長性將影響資金募集計畫成功與

否。 

2.目前國內法令規定，海外存託憑證

雖可轉換為普通股，惟手續繁雜，

買賣易受限，致流通性不高，募集

計畫將受影響。 

3.固定成本高，為符合規模經濟效

益，募集資金不宜過低。 

4.股本膨脹，將稀釋每股盈餘。 

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 

1.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

構，減少利息支出，降低財務風

險，提昇競爭力。 

2.目前最普遍之金融商品，一般投資

者接受程度高，資金募集計劃較易

順利完成。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 10%～15%

成為公司股東，提升員工對公司之

認同度及向心力。 

1.獲利水準易因股本膨脹而被立即

稀釋，公司經營階層承受壓力高。 

2.對於股權較不集中公司，其經營權

易受威脅。 

3.股利無節稅之效果。 

4.原股東有認股資金需求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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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其中現金增資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雖可提升

本公司自有資本比率，惟對股本膨脹及盈餘稀釋之影響較為直接。另以銀

行拆借方式籌措所產生之利息支出雖低於發行普通公司債，惟受到市場利

率波動之影響亦較大，無法藉此鎖定中長期資金成本，故本公司本次以發

行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之方式進行籌資，除有效維持本公司資本與財

務結構、降低財務調度風險外，另可避免每股盈餘被過度稀釋，將有助於

未來營運競爭力之提昇，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十)本次發行價格、轉換價格、交換價格或認股價格之訂定方式 

本公司債之發行價格將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佈之殖利率

曲線與同年期指標公債暨信用評等相近之公司債利率，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

判斷後審慎定價。 

(十一)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如為收購其他金融機構、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及設備者：不適用。 

2.如為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  

(1) 轉投資事業最近二年度之稅後淨利、轉投資之目的、資金計畫用途及其所

營事業與公司業務之關聯性、預計投資損益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如

持有該轉投資事業普通股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列明轉投資事業預計

之資金運用進度、資金回收年限、資金回收之前各年度預計產生之效益與

其對公司獲利能力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A. 轉投資事業近二年度之稅後淨利： 

中國人壽 104 及 105 年度稅後淨利分別為新臺幣(下同)9,171,902 仟元

及 9,468,357 仟元。  

B. 轉投資目的： 

本公司現階段經營架構為擁有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商業銀行及證券三

大核心業務。為擴展對金融領域之完整布局，強化營運能力及擴大資

產規模，進而提升本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擬規劃轉投資中國人壽，

未來與旗下子公司中華開發資本(原開發工銀)、凱基證券、凱基銀行

進行業務互補以提升跨業綜效。茲謹就納入壽險子公司對本公司及其

子公司未來整體營運發展、整併計畫及產生規模經濟之評估說明如

下： 

(A) 完整金控領域布局，增加獲利第四引擎 

本公司現有之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商業銀行及證券三大業務核心

基礎，若能補足壽險版圖，將可擁有全方位金融產業的完整布局，

成為獲利之第四引擎，除可強化本公司營運能力外，並可多元化

業務組合、更可降低順應金融環境變遷之衝擊，厚植在亞洲及國

際立足之實力。 

(B) 金融產品服務多元化，增加金控整體營收 

本公司旗下子公司以提供客戶證券及商業銀行服務為主，若加入

壽險子公司後，可透過交叉銷售，對客戶提供完整之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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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穩定金控整體收益來源 

本公司之現有獲利結構受資本市場波動影響，納入壽險子公司後，

將有更多元化的獲利來源，平衡整體獲利模式，進而穩定本公司

整體收益。 

(D) 金控資源重新配置，提高金控收益 

開發工銀自 106 年 3 月 15 日繳回工業銀行執照後，已逐步降低

自有資金直接投資部位，並將資金上繳本公司，使得本公司有充

裕資本可供運用，若能將前開資金投入壽險子公司，將可增加本

公司收益，進而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C. 資金計畫用途： 

本公司擬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中國人壽普通股 880,000仟股(約占已發

行股份之 25.33%)之股權，預定全數以現金進行公開收購，每一股中

國人壽股份支付現金 35 元，預計支付總價款約當 308 億元。本次發

行之 106 年度第 1 次無擔保次順位普通公司債總額新臺幣 100 億元，

即係用以支應上述公開收購中國人壽股權所需部分價金。 

D. 轉投資事業所營事業與公司業務之關聯性 

根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36 條第 1 項「金融控股公司應確保其子公司

業務之健全經營，其業務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為限」，得投

資之事業包括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金融相關之事業，本公司現行旗下子

公司係以提供客戶證券及商業銀行服務為主，若加入壽險子公司後，

可透過交叉銷售對客戶提供完整之金融商品，提高客戶滿意度進而提

升金控整體之營收，故其所營之事業與本公司業務具高度之關聯性。 

E. 預計投資損益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 

本公司本次以公開收購方式轉投資中國人壽普通股 880,000仟股(約占

已發行股份之 25.33%)之股權，預計支付之總價款 308 億元；若以中

國人壽過去 3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後之平均稅後損益 83.84 億元進行試

算 (103年至105年查核後之稅後損益分別為65.13億、91.72億及94.68

億)，並考量本公司本案擬公開收購中國人壽之 25.33%股權比例認列

獲利，預計本公司年度可認列中國人壽之轉投資收益約為21.24億元。

考量本次轉投資案之資金來源係以本公司自有資金及發行無擔保次

順位普通公司債以為支應，不會對既有股東權益產生任何稀釋，故本

轉投資案對本公司之獲利能力提升應具正面效益。 

F. 如持有該轉投資事業普通股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列明轉投資事

業預計之資金運用進度、資金回收年限、資金回收之前各年度預計產

生之效益與其對公司獲利能力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A) 轉投資事業預計之資金運用進度 

本公司係以公開收購方式轉投資中國人壽普通股 880,000 仟股(約

占已發行股份之 25.33%)之股權，預計支付總價款 308 億元，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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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案暫定於 106年第三季完成，惟本公司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

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劃 

項目 

預定完

成日期 

本公司債預

計發行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情形 

106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支應轉投資中國

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股權所需

部分價金 

106年 

第三季 
10,000,000 - - 10,000,000 - 

 

(B) 資金回收年限、資金回收之前各年度預計產生之效益 

本公司本次公開收購中國人壽股權一案，預計支付總價款 308 億

元，若以中國人壽過去 3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後之稅後損益平均

83.84 億元及考量本公司本次轉投資之 25.33%比例認列其獲利，預

計本公司年度可認列之中國人壽之轉投資收益約為 21.24 億元，換

算投資回收年數約為 14.5年。 

(C) 對本公司獲利能力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以前述預計本公司年度可認列中國人壽之轉投資收益 21.24 億元

及本公司 105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後之財務資料進行設算，本公司

稅後淨利將可由 59.23 億元增加至 80.47 億元，淨值報酬率(稅後)

由 3.60%提升至 4.90%；同時，每股盈餘亦由 0.40 元提升至 0.55

元，本轉投資案對本公司之獲利能力及每股盈餘影響應屬正面效

益。 

(2) 轉投資特許事業者，應敘明特許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情形 及其核准或

許可之附帶事項是否有影響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本募資計畫資金用

途係用於轉投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乙案，前經 106年 7月 7

日第 6屆第 20次董事會通過在案；本公司於 106年 7月 13 日依據「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 36 條及「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等規定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送件申請，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6年 8月 9日以金管

銀控字第 10600185690號函與 106年 8月 15日金管保壽字第 10602545450

號函同意在案。 

 

3.如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4.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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