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1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更新頻率：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更新）                 資料更新基準日：111/12/31 

111 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長 吳宏謀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長 吳宏謀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長 吳宏謀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長 吳宏謀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長 吳宏謀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江瑞堂 111.03.18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

進階研討會—董事最容易忽略

的財務資訊」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江瑞堂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江瑞堂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江瑞堂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江瑞堂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江瑞堂 111.11.08 財政部 
財政部 111年度「公司治理」

專題演講訓練 
3 

董事 江瑞堂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蔡英良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蔡英良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蔡英良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蔡英良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蔡英良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劉芸真 111.03.22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綠色產業的發展動向—低碳投

資展望與因應商業策略 
3 

董事 劉芸真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劉芸真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劉芸真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劉芸真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劉芸真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詹方冠 111.04.22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淨零排放、碳中和與企業法規

遵循 
3 

董事 詹方冠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詹方冠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詹方冠 111.08.05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個資強力監管時代來臨-談台

灣、歐盟、中國之最新個資監

管趨勢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詹方冠 111.08.18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進

階研討會-董事會如何運用 OKR

提昇公司治理效能 

3 

董事 詹方冠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詹方冠 111.10.05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永續經營不二法門-外部創

新 
3 

董事 詹方冠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詹方冠 111.11.15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委

訓-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

進階研討會【董監事應注意之

公司治理評鑑重點解析】 

3 

董事 詹方冠 111.11.25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

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供

應鏈資安威脅獵捕-台灣新創契

機】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詹方冠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白麗真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白麗真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白麗真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白麗真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白麗真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蔡惠美 111.04.06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全球風險認知 – 未來十年機

會與挑戰」 

3 

董事 蔡惠美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蔡惠美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蔡惠美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蔡惠美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國內外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及

制裁趨勢 
2 

董事 蔡惠美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蘇淑貞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蘇淑貞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蘇淑貞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蘇淑貞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蘇淑貞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羅敏瑞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羅敏瑞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羅敏瑞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羅敏瑞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羅敏瑞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林依瑩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林依瑩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林依瑩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林依瑩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林依瑩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林祥生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林祥生 111.06.02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電動車與智慧車的技術發展與

商機」 

3 

董事 林祥生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林祥生 111.07.06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循環經濟效益及其商業模式」 

3 

董事 林祥生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林祥生 111.09.08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營

業秘密之保護」 

3 

董事 林祥生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林祥生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陶治中 111.04.06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全球風險認知 – 未來十年機

會與挑戰」 

3 

董事 陶治中 111.04.22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淨零排放、碳中和與企業法規

遵循 
3 

董事 陶治中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陶治中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陶治中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陶治中 111.09.16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

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循環

經濟效益及其商業模式 

3 

董事 陶治中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陶治中 111.11.10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

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全球

風險認知-未來十年機會與挑戰 

3 

董事 陶治中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林榮州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董事 林榮州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林榮州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林榮州 111.09.19 勞動部 
111年度勞工董事專業知能培

訓活動 
6 

董事 林榮州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林榮州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吳進文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吳進文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吳進文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吳進文 111.09.19 勞動部 
111年度勞工董事專業知能培

訓活動 
6 

董事 吳進文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吳進文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董事 羅蕙茹 111.01.18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非財會背景董監事如何審查財

務報告」 

3 

董事 羅蕙茹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董事 羅蕙茹 111.06.07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實務進階研討會—

董監事應如何督導企業風險管

理及危機處理」 

3 

董事 羅蕙茹 111.06.2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

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專題講

座—公平待客原則解析」 

3 

董事 羅蕙茹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董事 羅蕙茹 111.09.19 勞動部 
111年度勞工董事專業知能培

訓活動 
6 

董事 羅蕙茹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董事 羅蕙茹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監察人 陳盈蓉 111.03.22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綠色產業的發展動向—低碳投

資展望與因應商業策略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監察人 陳盈蓉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監察人 陳盈蓉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監察人 陳盈蓉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監察人 陳盈蓉 111.11.09 本公司壽險處 
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111

年度) 
3 

監察人 陳盈蓉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監察人 陳 憫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監察人 陳 憫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監察人 陳 憫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監察人 陳 憫 111.11.09 本公司壽險處 
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111

年度) 
3 

監察人 陳 憫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監察人 劉瑞文 111.04.29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資安策略思維與

實務 
3 

監察人 劉瑞文 111.08.26 本公司會計處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

IFRS17教育訓練」 
3 

監察人 劉瑞文 111.10.27 台灣金融研訓院 
公司治理論壇-國內外防制洗

錢、打擊資恐及制裁趨勢 
2 

監察人 劉瑞文 111.11.09 本公司壽險處 
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111

年度) 
3 



 

職稱 姓名 日期 課程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小時) 

監察人 劉瑞文 111.12.30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對金融業風

險管理的挑戰 
3 

備註：有關本公司自辦之 IFRS17 課程，係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規定辦理之教育訓練，委由本 

公司 IFRS17 顧問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