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                                            更新日期：102 年 6 月 28 日   
序號 19 發言日期 102/06/2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8,999,970 元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 七 款 事實發生日 102/06/27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8,999,970 元   
序號 18 發言日期 102/01/0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999,985 元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 七 款 事實發生日 101/12/28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999,985 元   
序號 17 發言日期 101/06/2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5,019,985 元 

符合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 七 款 事實發生日 101/6/27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5,019,985 元   
序號 16 發言日期 101/05/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本分公司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處新台幣 90 萬元及停售

「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及「中泰人壽鑫有利變額年

金保險」兩項商品。 

說明 本分公司之「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及「中泰人壽鑫



有利變額年金保險」兩項商品因連結「期貨信託基金」與「投資型

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核處罰鍰新臺幣 90 萬元整，並對該 2 商品處以停止銷售之

處分。   
序號 15 發言日期 100/11/2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1,830,000 元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1,830,000 元   
序號 14 發言日期 98/12/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10,000,000 元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增加營業資金美金 10,000,000 元。  
序號 13 發言日期 98/12/1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12/11 

說明 停售商品 

商品名稱 停辦日期 

中泰人壽泰有利系列商品投資標的

異動批註條款 

98 年 12 月 11 日   
序號 12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售商品 

商品名稱 停辦日期 

中壽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 98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泰富康養老保險 98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家好康定期壽險 98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泰滿億還本終身保險 98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遞減型定期壽險(A 型、B

型、C 型) 

98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如意還本保險 98 年 08 月 01 日   
序號 11 發言日期 98/06/2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新台幣 119,580,348 元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新台

幣 119,580,348 元。  
序號 10 發言日期 97/12/2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新台幣 131,852,000 元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新台

幣 131,852,000 元。  
序號 09 發言日期 97/12/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裁撤高雄通訊處 

說明 本分公司自 97 年 12 月 15 日起裁撤本分公司高雄通訊處。  
序號 08 發言日期 97/09/2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戴朝暉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總經理異動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三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25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變更本分公司負責

人為戴朝暉先生。 



 
序號 07 發言日期 97/09/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呂弘毅 發言人職

稱 

公關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總經理異動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三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01 

說明 本分公司原任總經理林元輝先生任期已於 2008 年 8 月 31 日終止，

之後將由 ACE 保險集團北亞區首席精算師戴朝暉先生暫時接任本

分公司負責人一職（保險局待核中）  
序號 06 發言日期 97/08/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林元輝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8/01 

說明 停售商品 

商品名稱 停辦日期 

中泰人壽金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97 年 08 月 01 日 

中泰人壽保利寶器變額萬能壽險 97 年 08 月 01 日  
 

序號 05 發言日期 97/07/01 發言時間 14：00 

發言人 林元輝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股權變動 

說明 因 ACE 集團稅務政策考量，於 97 年 6 月 30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於即日起本公司全部股數將自 ACE Limited 移轉至 ACE 集團另一子

公司 ACE Group Management and Holdings Ltd., 而 ACE Limited 仍將百

分之百持有 ACE Group Management and Holdings Ltd.。除前述股權變

動外，本公司既有之經營策略、財務狀況及人事架構均維持不變。 

 
 

 

04 發言日期 96/09/10 發言時間 11：00 

發言人 林元輝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增加營業資金新台幣 363,550,000 元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增加營業資金新台

幣 363,550,000 元。 

 



序號 03 發言日期 96/08/31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林元輝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08/31 

說明 停售商品 

商品名稱 停辦日期 

中泰人壽團體員工醫療健康保險 96 年 08 月 31 日 

中泰人壽泰如意還本終身保險 96 年 08 月 31 日  
 

序號 02 發言日期 96/01/25 發言時間 11：00 

發言人 林元輝 發言人職

稱 

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變更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三 款 事實發生日 96/01/24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變更本分公司負責

人為林元輝先生。 

 

序號 01 發言日期 95/08/30 發言時間 17：00 

發言人 徐玉玲 發言人職

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2-81611988 

主旨 變更負責人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 三 款 事實發生日 95/08/28 

說明 本分公司業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變更本分公司負責

人為徐玉玲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