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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處書
10643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

受文者：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調貴先
生）f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丨10年12月8曰 
發文字號：金管保壽字第11004949012號

受處分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巧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03374707 I ’ :巧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黃調貴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 

主旨：貴公司辦理保險業務，核有違反保險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詳一般業務檢查報告，編號：109F129 ），依 

保險法第171條之1第4項及第5項規定核處罰鍰新臺幣（以下 

同）120萬元整，並依同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8項糾正， 
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1項規定命貴公司於裁處書 

送達之翌日起限期於3個月内改正。

tr

事實=
一、辦理招攬及核保作業，有下列欠妥事項：

（一）公司於109.1.20及109.3.2分別建立客戶投保前三個月内 

是否辦理保險單借款及解約之檢核機制，惟檢核出之保 

件中對業務員招攬報告書填載内容與事實不符案件，有 

未再進行瞭解者（如檢查意見三（二）），如：保單號碼 

****9819（生效日109.4.17）之公司業務員109.3.16代要保 

人辦理保險單借款送件，招攬報告書之「投保前三個月 

内客戶是否曾辦理資款或保險單借款」項目，勾選為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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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4260（109.4.27）之oo銀行業務員 109.2.15 

代要保人辦理保險單解約送件，招攬報告書之「投保前 

三個月内客戶是否曾辦理保險單解約」項目，勾選為 

「否」，惟公司均未進行瞭解，不利檢核目的之落實。
（二）辦理身心障礙者招攬及核保作業，有下列欠妥情事（如檢 

查意見三（五））：
1、「oooo防癌定期保險」電話行銷作業，有健康告知詢 

問流程及話術欠妥，易致電銷人員逕行拒絕受理身心 

障礙者投保之情形，如：（1）前開商品之電話行銷健康 

告知詢問流程規範内容，有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 

以上）列為不予承保疾病事項。（2）電銷人員話術欠妥 

情形，如：保單號碼****7508、****95420及 

****9097，業務員有先向保戶敘及「有五項的健康問 

題必須通過，有通過的人才有參加資格，如果這五項 

過不了就抱歉了，我也不再耽誤你寶貴時間。」、 
「要看你的身體狀況有符合了才能加，萬一身體狀況 

沒有符合了就不能加。」及「先問一下身體狀況，因 

為要符合才可以，我們也怕身體狀況不ok，我們也沒 

辦法讓他加。」情形，再作健康問項詢問，惟其中問 

項亦包括「目前身體機能有無障礙或是否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

否 j

oj

2、核保過程未見有參考險種特性及具體說明核保考量因 

素者，如：
****3493 、

住院醫療終身保險」受理編號 

oo◦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2231及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9942等，均屬心智 

障礙類別，未就投保之住院或手術醫療或終身身故保 

障内容與被保險人心智及身體狀況間之關聯進行危險 

評估，以核定適當之承保條件，不利瞭解公司核保作 

業是否有從照顧身心障礙者合理權益之角度進行。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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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保全作業，有下列欠妥事項：
（一）受理保件解約有先完成解約金給付始進行電訪，（如檢查 

意見三（四）2.），如：保單號碼****5472（解約申請曰 

109.6.9、給付日109.6.10）符合保戶終止契約前應先電訪 

條件，惟迄109.10.29始電訪補正，另保單號碼 

****0393（109.6.10、109.6.11）、
109.6.11）

*2955(109.6.10、 
109.6.3) 、

*2213(109.6.1 、
****3267（109.6.2 

*6138（109.6.1 、109.6.2）及
109.6.2），均係迄 109.10.28始補正。

（二）108.3.29經總經理核准，ooo及oooo等美元躉繳利變增 

額壽險商品之宣告利率由4%降至3.65%，調降幅度大， 
為避免衝擊有效契約保戶觀感，設計以批註條款方式變 

更原契約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宣告利率由月宣告月適 

用調整為月宣告年適用模式，查相關作業有下列欠妥事 

項（如檢查意見三（六））：
1、商品設計僅適用特定期間購買之保戶，致有投保同一 

商品相同保額繳交相同保費之保戶增值回饋分享金計 

算方式有月宣告月適用及月宣告年適用等兩種不同計 

算方式，如：公司107.12.27送審「ooo利率變動型美 

元終身壽險」及同曰送審「oooo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 

壽險」保單條款第2條及第13條約定，「增值回饋分 

享金」指公司於契約有效期間内之每一保單周年曰， 
按前一保險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契約預定利率 

（1.75%）之差值，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所得之值，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該保單周年曰當 

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費，因考量每月宣告利率調 

降下，影響宣告利率之平均值（遞減），故設計批註條 

款將第一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以首月宣告利率 

減去預定利率（1.75%）之差值計算，非以前一保單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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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利率平均值，惟因僅適用108.3.31前投保之契 

約，致有投保同一商品相同保額繳交相同保費之保 

戶，其增值回饋分享金計算方式有月宣告月適用及月 

宣告年適用等兩種不同計算方式。
2、逕以批註變更給付内容之計算方式，惟批註事項未兼 

顧市場利率與預期相反時對保戶權利影響之處理，未 

予保戶事先選擇權利之作法，如：前述第一保單年度 

增值回饋分享金計算方式對宣告利率採計由月宣告月 

適用調整為月宣告年適用，亦即當第一保單年度宣告 

利率下滑則月宣告月適用下，平均宣告利率將低於第 

一個月之宣告利率，調整為月宣告年適用，保戶所得 

增值回饋分享金將較原計算方式高，反之則較低，行 

為時未衡平考量宣告利率上升之處理。
（三）辦理契約終止未到期保險費之退還作業，有未將主約保 

單借款因未償還本息超逾保單價值準備金致停效之附約 

保單納入者（如檢查意見三（七）），如：保單號碼 

****5578（生效日9U1.29），附加之ooo住院日額醫療保 

險附約，因主契約保單借款本息已超逾保單價值準備 

金，致於107.7.25及109.8.5併同主契約停效及終止，惟 

未依附約保單條款第9條約定，於附約終止時退還未到 

期保費；另****7511（84.10.3）之附約分別於107.7.25停效 

及109.8_5終止時亦有類似情形。. ^
三、對投保申請資料以截圖方式儲存於行動裝置之情形，有未 

建立定期檢測機制者（如檢查意見三（九）），如：行動投保、
行動保全及行動房資等業務，業務員得以截圖方式將個人 

資料儲存於行動裝置，其内容涉有姓名、身分證字號、出 

生年月日、電話號碼、地址等申請資料，僅於行動裝置晝 

面建立「此畫面可能涉及客戶個人資料，請勿戴圖使用，
以避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若查獲屬實，經送人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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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並需負擔後續求償之責」警語，未建立載圖軌跡管 

理機制，不利客戶資料外洩風險之管控，有欠妥適。
四、 對防範保險業務員持有或使用保戶網路投保或網路保險服

務帳號及密碼之控管作業，有下列欠妥事項（如檢查意見三 

（三）2.、3.）:
（一） 尚未就對同一保險業務員招攬之保件共用同一IP位址進 

行之交易，定期產出異常檢核報表。
（二） 對業務員人事檔查異常情形，有未檢測出並予導正，内 

部控制作業有待強化，如：業務員陳0 0等6人、江謝 

0 0等6人及李0 0等5人，皆分別有共用行動電話號碼 

情形，不利就客戶所留存電話號碼是否為業務員電話號 

碼檢測機制之落實。
五、 辦理新契約核保作業，未告知保戶尚有同商品舊保單可辦 

理復效，即予以承保新保單（如檢查意見三（八）），如：保單 

號碼****4595 （生效日108.6.19），進件時要保人尚有同商品 

可辦理復效之舊保單（保單號碼*****7107 ' 停效曰 

107.12.22），屬保單停效後6個月内，公司須無條件接受復 

效之案件，惟公司未充分告知保戶選擇投保新保單而不選 

擇復效，繳費期數及等待期皆需重新起算，致有保險保障 

無法延續之不利影響；另保單號碼****5360及****4662之 

核保作業亦有類似情形。
六、 有未就海外放款品質呈現惡化趨勢情形，適時對承作外幣 

放款之授信對象、資金用途、擔保品種類及放款利率進行 

檢討並研提具體因應改善措施（如檢查意見三（十）），如：基 

準日公司總放款餘額約oooo億元，包括消金（房屋資款）餘 

額oooo億元及企金餘額ooo億元，其中企金oooo逾放比 

率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主要係外幣放款逾放所致，另借 

款人0 0 0貸款餘額約ooo億元，109.6.29未繳納本息，由 

於未逾期3個月尚未列入逾期放款，及借款人0 0 0資款

第5頁（共13頁）



餘額約OO億元，已於109.5發出延後償還本金協商通知，公 

司雖表示已停止新增外幣放款案件，惟迄109.6.30公司尚 

未對承作外幣放款之授信對象、資金用途、擔保品種類及 

放款利率進行檢討並研提相應之内部控制規範。
七、 辦理徵信作業，有下列欠妥事項（如檢查意見三（十一））：

（一） 對借款人提供之營建計晝有未評析可行性者，如： 
109.4.23授予0 0 0 2年期土地擔保貸款，資金用途為代 

償、整地及營運週轉金之用，經查所徵土地使用計晝僅 

表述可單獨開發或可整合鄰地，未有具體開發時程； 
107.8.21授予0 0開發2年期土地擔保貸款，資金用途為 

代償及營運週轉，經查借款人檢附之開發試算表，僅有 

開發財務試算未有具體開發時程，109.6.30擔保品現況 

仍為閒置。
（二） 有自行擬定借款人興建計畫者，如：公司107.1.11核准 

0 0公司2年期乙種工業區土地擔保貸款，擔保品座落 

新北市0 0區，依借戶106.12.15提供之營建計晝為參與 

區域市地重劃開發，擬將擔保品使用分區變更為商業 

區，以興建住宅銷售，惟徵信報告未評估借款人計畫之 

可行性，逕自擬定借款人將規劃興建15樓/地下2層之廠 

辦，每戶約100坪，總價約3,000萬元。
（三） 有未確實評估資金用途之合理性者，如：公司106.11.8 

核准0 0公司2年期餘屋貸款，106.12.5撥款，資金用途 

為向借款人0 0建設購買台北市0 0區不動產，並以其 

為擔保品，依借款人提供之擔保品買賣合約書内容，賣 

方表示標的物並無一物數賣情事，公司雖於資放前辦理 

實地勘察確認空屋且無人占用，惟徵信報告未有確認一 

屋數賣情事之相關評估，徵信作業有欠妥適。
八、 辦理資金運用相關作業，有下列欠妥事項：
（一）107.4.25提案董事會參與投資0 0創投公司（下稱0 0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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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上限5億元，該創投公司投資主軸為關注利用網路科 

技創造之新商業模式，尋找大中華區投資機會，經查0 

0創投之投資與投資計畫不符，該公司每季辦理之投資 

後管理雖有揭露投資標的，惟對標的與計畫不符部分， 
未查明並敘明原因（如檢查意見三（十四）），如：

1、 0 0創投透過轉投資公司0 0及0 0公司買入與投資 

目的無關之0 ◦特別股及0 0乙特，致107年第3季底 

至占108年第3季底占投資組合比率為0 0%，108年第 

4季賣出0 0特別股買入0 0特別股，0 0乙特及0 

0特別股仍占0 0創投108年第4季投資組合比率0 

0%，以及109年第1季及第2季分別0 0%及0 0%， 
亦與0 0創投投資計畫預估資產負債表107年長期投 

資0 0億元（占資產0 0%），108年長期投資0 0億元 

（占資產0 0%）不符。
2、 透過轉投資公司0 o及o o公司借款購入特別股，與 

00創投投資計畫預估資產負債表均以自有資本投資 

不符，亦與該公司投後管理敘明買入特別股係為了有 

效管理閒置資金理由相違背，如：107年底0 0創投 

股東權益0 0億元，買入資產計0 0億元（其中買入特 

別股0 0億元），108年底0 0創投股東權益0 0億 

元，買入資產計0 0億元（其中買入特別股0 0億 

元），0 0創投107年底及108年底財務報告書中該二家 

轉投資公司帳列負債合計數分別為0 0億元及0 0億
兀0

（二）辦理國外股票停損作業，經查個股已有多次出具損失控 

管報告，惟對停損之後續處置未依處置建議事項辦理， 
停損評估作業有欠審慎（如檢查意見三（十七）），如： 
107.8.21對屬採覆蓋法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FVTPL +Overlay）之0 0股票出具損失控管報告，且對

第7頁（共13頁）



該股處置建議為逢低買進，後因股價持續下跌，陸續於 

107.9.11、107.10.30、108.1.2、108.3.29、108.5.29再出
具損失控管報告，上開期間共6次停損處置建議均為逢 

低買進，惟未確實依處置建議執行，遲至108.7.24損失 

率達-00.0%，始另出具個股動向損失控管報告建議逢高 

賣出，並於108.7.25〜108.8.21出清全部持股。
（三）全權委託受託機構辦理有價證券投資作業，有下列事項 

欠妥（如檢查意見三（十八）2、3）:
1、 對全權委託受託機構買入未符合國内法令規範之標 

的，迄未建立相關規範及控管機制，致未能即時檢視 

發現，如：109.4.3全權委託受託機構0 0買入0 0 0
，109.4.9（投資後第4個交易日）發現該債券發行人0 0 

無業主權益，109.4.13全權委託受託機構0 0出售該 

債券部位，遲至109.6.24經管副總經理及固定收益投 

資二部部門主管（協理）始將全權委託受託機構違反法 

令事實及改善作法口頭呈報董事長，未建立書面控管 

機制並留存呈報高階主管執跡，不利遵循及稽查。
2、 對全權委託受託機構違反國内法令之事實未於半年度 

績效檢討報告揭露並向董事會報告，如：業務部門向 

董事會提報全權委託投資績效檢討報告，未揭露前開 

4案例違反國内法令規定情事。
九、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有下列欠妥情事（如檢查意 

見四（一）2.）:可疑交易監控系統有參數設定欠妥情形， 
如：公司「保全給付申請書」所列之終止保險契約原因有 

投保其他新契約」、「經濟因素暫時無法繳納保費」、 
資金調度需求」、「本保險内容不符目前需求」及「其 

他」等項目供保戶勾選，經查所訂「保險單變更要保人 

後，…辦理…終止契約，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客戶以躉繳大額保費方式購買長期壽險保單後，短期内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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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理…終止契約，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態樣， 
僅將終止契約原因為「其他」者，納入可疑交易監控系統 

控管，由法令遵循部判斷第一線單位審核結果，其餘終止 

契約原因則未納入系統控管，致未由法令遵循部判斷第一 

線單位審核結果，不利有效防制洗錢風險。
十、辦理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交易，有下列欠妥情事 

（如檢查意見四（二）2.），如：對間接與有利害關係人之第三 

人進行交易未納入控管機制者，107.10.23承租「0 0大樓 

部分樓層為辦公室」案，經查上開承租之不動產標的管理 

機構0 0公司為責公司利害關係人0 0建設公司（董事0 0 

0為公司董事）百分之百持有，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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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第2項規定之「有 

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其與0 0銀行簽訂委任契約，擔任 

本案租賃契約之簽約代理人，惟未將其列入利害關係人交 

易範圍控管。
十一、辦理資訊作業相關作業，有下列欠妥情事：
（一）對於員工於公司外以電腦設備遠端連線方式登入公司企 

業内部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者，依規應於 

次一工作日於表單管理系統輸入使用原因，並由使用者 

所屬單位科主管覆核，惟查有使用原因為空白且至 

109.8.12止已逾2個月以上未覆核者（如檢查意見四（八））， 
核有礙健全經營之虞，如：表單編號：****0183、

****Qygy 、
**0397 、 ****0729 、
**0873 、*0759 、 ****0773 、

****0503 、 ****0791 、
**0781、****0597，與所訂「遠端連線作 

業管理要點」第六條「使用者應於次一工作日於表單管 

理系統中詳實輸入使用原因，並由使用者所屬單位科主 

管覆核。」之規範不符。
（二）貴公司於0 0大樓建置廠商工作區域，提供外部人員協

氺氺
氺氺

***0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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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開發及維護應用系統程式，109.8.11抽查譚0 0、葉 

0 0、吳0 0及巫0 0等4位外部人員可經由系統下載 

程式原始碼至本地端電腦進行開發及維護作業，惟未妥 

適控管本地端電腦USB存取行為，公司機敏資料有外洩 

風險，與所訂「個人電腦管理要點」第十三條五「未經 

許可，不得使用透過USB之儲存媒體存取本公司電腦或 

饲服器之任何資訊...」之規範不符（如檢查意見四（十 

二））。
（三）公司「108年電腦系統資訊安全評估專案服務網站安全 

檢測報告（109.3.5）」其中有關網站滲透測試結果，雖已 

依據廠商建議修正相關弱點並於平行測試環境完成複 

測，惟查有部分系統弱點未於規定期限内將相關修改佈 

署至正式環境（如檢查意見四（十七）），與所訂「弱點掃描 

及滲透測試管理辦法」第九條之規範不符。
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 上述事實一，公司雖對檢核發現之業務員招攬報告書填載 

内容與事實不符之案件進行電訪，惟就與事實不符之記載 

内容未再予釐清，致電訪作業流於形式，不利核保人員加 

強審查；又核保單位編製之健康告知詢問流程規範，有將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列為不予承保疾病事項之 

實，電話行銷話術亦有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即未能承保 

之意思，且於身心障礙者投保時有未確實評估保戶健康狀 

況即逕予拒保情事，未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違規事實明 

確，核與保險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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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2款、第7條第1項第6 

款、第11款及第17條規定不符，依保險法第171條之1第5 

項規定，核處罰鍰60萬元整。
二、 上述事實二，辦理保單解約作業，未進一步確認是否為須 

電訪案件，逕為先完成解約金給付始進行電訪，與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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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904903341號令規定不符；有 

逕以批註條款方式改變宣告利率適用方式，使特定期間與 

非特定期間投保之保戶宣告利率適用方式不同，不利公平 

待客原則之落實；又變更宣告利率計算方式，影響給付保 

戶增值回饋分享金之重大權益，卻未通知保戶及並經保戶 

同意而逕為辦理批註，不符内部控制作業；另未依條款約 

定主動將終止契約時之未到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亦影響 

保戶權益。上開行為，違規事實明確，核與保險法第148 

條之3第1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依保險法第171條之1 
第4項規定，核處罰鍰60萬元整。

三、 上述事實三，就業務員辦理行動保險服務，未有妥善之截 

圖執跡管理機制，不利客戶資料外洩風險之管控，違規事 

實明確，核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不符，依 

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命貴公司於裁處書送達之翌日起限 

期於3個月内改正。
四、 上述事實四，對防範保險業務員持有或使用保戶網路投保 

或網路保險服務帳號及密碼之控管作業，違失事實明確， 
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 

糾正。
五、 上述事實五，辦理新契約核保作業未提醒保戶可選擇辦理 

舊保單復效及投保新保單而不選擇復效之效果，不利消費 

者權益之保障，違失事實明確，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 
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六、 上述事實六，就海外放款品質呈現惡化趨勢情形，未適時 

進行檢討並研提具體因應改善措施，違失事實明確，核有 

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
正。

七、上述事實七，辦理徵信作業有欠審慎，違失事實明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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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
正0

八、 上述事實八，辦理資金運用相關作業有欠妥適，違失事實 

明確，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 

定予以糾正。
九、 上述事實九，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有欠妥適，違 

失事實明確，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 

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十、上述事實十，辦理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交易有欠 

妥適，違失事實明確，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 

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十一、上述事實十一，辦理資訊作業相關作業有欠妥適，違失 

事實明確，核有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依保險法第149條 

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繳款方式：

一、 繳款期限：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10日内繳納。
二、 請依本會保險局檢附之繳款單注意事項辦理繳納。

注意事項：
一、受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應於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曰 

内，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經由本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18樓）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惟依訴願法第93條第1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訴願之提起並不停止本處分之執行，受處分人仍應繳納罰
鍰0

二、受處分人如逾本處分所定繳款期限不繳納罰鍰者，即依行 

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 

分署辦理行政執行。

正本：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調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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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會檢查局、保險局

主任委員
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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