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訓練 

企業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始終是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創立以來堅持的承諾與義務。公司持續專注本業、精進技術的態度，落

實公司治理，提升客戶、股東滿意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契合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追求企業永續發展。為使公司同仁與時俱進在教

育訓練安排除了專業知識精進，亦對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相關議題或法律法規等有關資訊做教育訓練及宣導實施。 

新進人員訓練 

    公司對新進人員皆會安排新進人員訓練，概括公司簡介、經營理念、品質政策、工作規則、員工從業道德行為守則、個人資料保護

之管理、員工環境安全與衛生介紹、誠信經營守則、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供應商社會責任守則、人權政策、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內線交

易管理辦法等規章、產品介紹、資訊安全風險管理、尊重智慧財產權、福利等課程，藉以了解公司企業文化、願景及工作環境，並將相

關辦法置於公司網站及內部員工系統予全體同仁遵循。 

在職專業訓練 

    新進人員進入公司都會有人員進行輔導並將經驗傳承下去，並且不定期對內部人員做專業技能上的教育訓練，每年均會依勞安法規

進行消防演習訓練。本公司各部門主管得依工作需要指派所屬同仁參加外部專業訓練，幫助員工充實知識和技能，提昇工作效率與品

質，使員工的學習成長連結公司的發展目標，員工亦可基於本身職務或專業上的需求可以提出進修之要求。 

 

本公司於 110 年 5月 10日之董事會對現任董事、經理人依主管機關提供"短線交易歸入權相關樣態及釋例"進行相關教育宣導,及提

供相關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內線交易管理辦法、股務作業管理辦法、董事會議事規則暨董事會運作

管理作業、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OTC編制上櫃興櫃公司內線交易暨內部人股權相關法令、內部人持股

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常見態樣及應行注意事項等有關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法律法規之辦法規範，置於公司網站可線上參

考。 

 

 

 

 



 

公司於 110年度對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教育情形如下列： 

110年度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
年度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 進修 

時數  

是否符合「上市上櫃公
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

要點」 

董事 陳友安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從重大企業弊案談董監之法律風險與因應 3 是 

董事 陳友安 110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 3 是 

董事 許文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談營業秘密攻防兩端的實戰策略 3 是 

董事 許文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年報關鍵訊息與責任分析 3 是 

董事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是 

董事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是 

董事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內部人股權宣導說明會 3 是 

董事 何俊輝 110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台北公司治理論壇 3 是 

董事 
何俊輝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如何透過 TIPS智財管理，完備公司

治理 
3 是 

獨立董事 王桑貴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財報不實董監事法律責任之探討 3 是 

獨立董事 王桑貴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由公司治理 3.0看董事會之新挑戰 3 是 

獨立董事 丁予嘉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兼論
ESG相關規範 

3 
是 

獨立董事 丁予嘉 110 第十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 台灣董事學會 3 是 

董事 陳柏辰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彈量子科技的關鍵技術與商機 3 是 

董事 陳柏辰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範及運作實務 3 是 

董事 曾享清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初任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
管實務研習班 

12 
是 

獨立董事 蘇元良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從檢調角度看公司治理 3.0 3 是 

獨立董事 蘇元良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2021大勢所趨的 ESG/CSR與永續治理 3 是 

 

 



 

110年度內部人(含公司治理主管,財會主管,稽核)進修之情形如下 : 

職稱 姓名 進修年度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許文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談營業秘密攻防兩端的實戰策略 3 

董事長 許文 1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年報關鍵訊息與責任分析 3 

副董事長 陳友安 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從重大企業弊案談董監之法律風險與因應 3 

副董事長 陳友安 110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 3 

副總經理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副總經理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副總經理 宋建凱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內部人股權宣導說明會 3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董監、經理人之關係人交易分析與案例探討 3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實務探討 3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021櫃買永續升級線上論壇 2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 

全球風險認知-未來十年機會與挑戰 3 

公司治理主管 趙順德 110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宣導說明會 3 

稽核經理 鄧元東 110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智慧財產管理趨勢與企業應用實務研討 6 

稽核經理 鄧元東 110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資安防護」與「雲端安全」稽核實務研討 6 

會計主管 廖敏亨 110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企業配合會計師查核實務：查核財務報導對

「舞弊」之責任 

3 

會計主管 廖敏亨 110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最新「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令動態與企業因

應策略 

3 

會計主管 廖敏亨 110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商業仲裁」於企業之應用與法律責任解析 3 

會計主管 廖敏亨 110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最新「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風險管

理議題與因應實務 

3 

 

 

 

 



 

內部教育訓練(2021/1/1~2021/12/28) 

項次 日期 上課人次 總時數 

受僱人員教育訓練 3/29 10 40 

受僱人員教育訓練 6/28 15 60 

受僱人員教育訓練 9/27 19 76 

受僱人員教育訓練 12/28 16 64 

合計  60 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