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系統 
評鑑結果暨評鑑程序說明 
(資訊揭露評鑑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公布) 

 

 
本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使用之評鑑方法受有限制，評鑑結果僅供

參考，不宜過度仰賴，使用者必須自行衡量資訊的價值。證基

會不為使用者的投資決策及結果擔負任何責任。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委託單位：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五月十日 



 1

壹、前言 

為提升企業資訊揭露的透明度，以落實公司治理，由台灣證

交所及證券櫃買中心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

證基會)所建置的「資訊揭露評鑑系統」，業已順利完成第一屆上

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本次(第一屆)評鑑係國內首次針對上市

櫃公司資訊揭露情形所作的透明度評比，採非官方自發性規劃設

計，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評鑑對象，一年辦理一次評鑑，其評鑑

範圍以上市櫃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的資訊為主，並以一

個完整年度所發布之資訊為評鑑資料分析依據。九十二年五月起

開始蒐集資料進行第一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露評鑑。 

證基會期望藉由建立系統化的評量制度來提升企業資訊揭

露的透明度，故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以所建立的評鑑方法與評鑑指

標為依據，善盡相當之注意確認各評鑑指標之存在性。惟受限於

權限，本系統參考國際慣例，未驗證各評鑑指標內容之正確性，

亦未偵測上市櫃公司之虛偽不實與詐欺等行為，因此列於本次所

公布資訊揭露較透明公司名單之公司僅顯示該公司之受評資訊

在評鑑系統之評鑑尺度下透明度相對較佳，並不表示對該公司之

資訊品質作出全面評估。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使用之評鑑方法受有

限制，評鑑結果僅供參考，不宜過度仰賴，使用者必須自行衡量

資訊的價值。證基會不為使用者的投資決策及結果擔負任何責

任。 

本次評鑑，受評上市公司計有 611 家；受評上櫃公司計有 308

家。雖然資訊揭露評鑑系統原則上是以全體上市（櫃）公司為適

用對象，但亦包括少數不列入評鑑之例外，如評鑑資料分析期間

內(第一屆為 92 年 1 月 1 日至 92 年 12 月 31 日)掛牌未滿一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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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因資料不足不列入本次評鑑。此外，評鑑資料分析

期間至評鑑結果公布前，有下列情事之上市櫃公司，亦不列為受

評對象： 

（一） 變更交易方法（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

則第四十九條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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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規

定）； 

（二） 停止買賣（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五十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 

（三） 終止上市櫃（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

第五十條之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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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二

規定）； 

（四） 負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與總經理）因誠信問題

被起訴。 

 

貳、評鑑程序說明 

評鑑工作主要由證基會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的「資訊揭露評鑑

委員會」及證基會內部研究員、資訊及行政人員組成之「資訊揭

露評鑑工作小組」共同規劃與執行。為了能符合國情又希望引導

國內資訊揭露實務與國際接軌，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主要參考國外

相關評鑑之指標設計，另一方面亦考量國內市場實際需求與相關

法規要求，循此原則下，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之評鑑指標主要有以

下五類，計八十一項指標(第一屆採行六十二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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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訊揭露相關法規遵循情形 

（二） 資訊揭露時效性 

（三） 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揭露 

（四） 年報之資訊揭露（包括:財務及營運資訊透明度、董事會

及股權結構） 

（五） 企業網站之資訊揭露 

選取以上五類指標之原因係考量年報與公開資訊觀測站為

目前投資人取得企業資訊之最主要來源，而企業網站上之資訊又

為目前企業與投資人間最即時之溝通管道。依據評鑑指標之設

計，評鑑人員採取內部訂定之資料蒐集、分析程序進行評鑑。此

外，為使評鑑工作系統化，證基會並藉由評鑑輔助資訊系統之輔

助，以增進資訊揭露評鑑之客觀合理。為避免在評鑑過程中，因

資料蒐集不完整導致評鑑結果誤差，資訊揭露評鑑系統並開放受

評上市（櫃）公司於評鑑結果公布前，上網查詢初步評鑑得分。

受評上市、上櫃公司上網所查詢到的為其本身各項指標之得分情

形及初步評鑑結果之原始總分(得分項目總數)。各該公司若與初

步評鑑得分有不同意見，可於指定期間內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證基會資訊揭露評鑑工作小組反應。本次評鑑高

達 97%以上之受評公司均已上網查詢成績，並有 253 家公司針對

評鑑疑義以書面方式向本會表達不同意見。工作小組在彙整各公

司意見反應後提報「資訊揭露評鑑委員會」覆評討論，產生最終

評鑑結果。委員會議之各項決議，應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以出席委員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為使外界充分瞭解

評鑑程序，並使評鑑結果可以為國內企業之透明度做出客觀之衡

量，證基會除於九十二年二月針對評鑑規劃草案召開公聽會廣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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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意見外，並於九十二年四月間召開三場說明會對上市櫃公司

進行宣導說明。以上均為資訊揭露評鑑系統與目前國際間所作的

資訊揭露透明度評比不同之處，受評公司除可事先暸解評鑑依

據，並提供受評公司申覆機會以提升評鑑準確度及做為受評公司

未來改進的參考。 

 

參、評鑑結果公布方式 

資訊揭露評鑑系統將受評公司區分為上市公司、上櫃公司兩

組分別公布評鑑結果，各組分別取排名前三分之一者列為資訊揭

露較透明公司。此外，由於公開發行公司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

於九十二年三月大幅修訂，但金融控股公司、票券金融公司以及

銀行之年報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當時並未一併修訂，使金融業整體

成績受到影響，因此另增列金融業排名列於前三分之一公司名單

(不區分上市、上櫃公司)。所有名單均經資訊揭露評鑑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公布。評鑑結果除於本會網站資訊揭露評鑑專區公布

外，並與公開資訊觀測站連結，便利投資大眾免費查閱。 

 

肆、評鑑結果公布名單 

上市公司組 
 
資訊揭露較透明之上市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205 家(不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1101 台泥 1102 亞泥 1108 幸福水泥 1201 味全 1210 大成長城

1215 卜蜂企業 1219 福壽實業 1225 福懋油 1227 佳格 1233 天仁 

1234 黑松 1301 台塑 1303 南亞塑膠 1304 台聚 1305 華夏 

1308 亞聚 1310 台苯 1312 國喬石化 1313 聯成 1314 中石化 

1315 達新工業 1319 東陽 1323 永裕 1326 台化 1402 遠紡 

1409 新纖 1414 東和 1423 利華羊毛 1434 福懋興業 1440 南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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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1441 大東紡織 1451 年興紡織 1457 宜進 1459 聯發紡織 1473 台南企業

1474 弘裕 1504 東元電機 1513 中興電 1515 力山 1519 華城電機

1522 堤維西 1528 恩德 1531 高林股 1533 車王電 1537 廣隆光電

1605 華新 1708 東鹼 1710 東聯 1711 永光化學 1717 長興化學

1722 台肥 1730 花仙子 1733 五鼎 1810 和成 1907 永豐餘 

1909 榮成 2002 中鋼 2007 燁興公司 2008 高興昌 2012 春雨 

2015 豐興鋼鐵 2029 盛餘 2101 南港輪胎 2103 台橡 2105 正新 

2106 建大 2108 南帝化工 2201 裕隆汽車 2207 和泰汽車 2301 光寶科技

2303 聯電 2311 日月光 2316 楠梓電 2317 鴻海 2323 中環 

2324 仁寶電腦 2325 矽品 2327 國巨 2330 台積電 2335 清三電子

2336 致伸 2337 旺宏 2338 光罩 2341 英群 2344 華邦電 

2345 智邦科技 2347 聯強國際 2349 錸德科技 2350 環電 2351 順德 

2352 明基 2353 宏碁 2356 英業達 2359 所羅門 2361 鴻友科技

2363 矽統科技 2365 昆盈企業 2369 菱生 2370 匯僑工 2373 震旦行 

2376 技嘉 2377 微星科技 2379 瑞昱 2382 廣達 2384 勝華科技

2385 群光電子 2388 威盛電子 2391 合勤科技 2392 正崴 2394 普立爾 

2395 研華 2397 友通資訊 2401 凌陽科技 2407 陞技 2408 南科 

2411 飛瑞 2412 中華電 2416 世平 2420 新巨 2421 建準電機

2424 隴華電子 2425 承啟 2428 興勤電子 2430 燦坤實業 2432 倚天資訊

2448 晶電 2450 神腦 2451 創見資訊 2453 凌群 2454 聯發科 

2456 奇力新 2459 敦吉 2462 良得電 2463 研揚科技 2465 麗臺科技

2467 志聖工業 2468 華經 2469 力信 2471 資通 2473 思源 

2474 可成科技 2480 敦陽科技 2481 強茂 2487 友立資訊 2492 華新科 

2495 普安 2496 卓越光纖 2497 怡利電子 2498 宏達電 2499 東貝光電

2526 大陸工程 2535 達工 2609 陽明海運 2610 華航 2807 新竹商銀

2836 高銀 2837 萬泰銀行 2851 中再保 2855 統一證券 2856 元富證券

2880 華南金 2881 富邦金 2882 國泰金 2883 開發金 2886 兆豐金 

2888 新光金 2903 遠百 2906 高林實 2912 統一超 3003 健和興 

3009 奇美電子 3011 今皓 3018 同開科技 3019 亞洲光學 3023 信邦電子

3024 憶聲 3028 增你強 3029 零壹科技 3030 德律科技 3033 威健 

3036 文曄科技 3037 欣興電子 3041 揚智 3044 健鼎科技 3045 台灣大 

3046 建碁 3050 鈺德科技 3057 喬鼎資訊 3058 立德電子 3059 華晶科技

5484 慧友電子 6012 金鼎證券 6117 迎廣科技 6136 富爾特 6165 捷泰精密

9904 寶成工業 9905 大華金屬 9919 康那香 9921 巨大機械 9933 中鼎工程

9936 欣錩 9939 宏全 9941 裕融企業 9942 茂順 9944 新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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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 1 月 1 日以後掛牌因資料不足而不列入本次評鑑之上市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24 家 

聚陽 錩泰 喬山 台鹽 第一金 

駿億 銘異 璨圓 建漢 飛信 

緯創 閎暉 旭富 矽格 台郡 

宏正 康舒 啟基 立錡 華上 

台塑化 帝寶 矽創 華寶   

 
評鑑資料分析期間(92 年 1 月 1 日至 92 年 12 月 31 日)至評鑑結果公

布前，因變更交易方法、停止交易、終止上市或負責人(包括董事長、

副董事長與總經理)因誠信問題被起訴等因素而不列入本次評鑑之上

市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37 家 

中日 久津 惠勝 台芳開發 中興紡織 

裕豐 新藝纖維 東雲 太平洋電纜 台一 

凱聚 國賓陶瓷 三陽工業 佳錄科技 亞瑟科技 

華泰 茂矽 南方資訊 訊碟 突破 

國揚實業 太設 長億 寶祥 皇普建設 

數位春池 基泰建設 櫻花建 林三號國際 東企 

台開信託 中信 台灣農林 協和國際 鼎營科技 

興達 優美       
 
 
上櫃公司組 
 
資訊揭露較透明之上櫃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97 家(不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4105 台灣東洋 4106 雃博 4109 加捷科技 4111 濟生藥廠 4205 恆義公司

4304 琨詰 4306 炎洲 4401 東隆興業 4413 赤崁 4417 金洲海洋

4529 力武電機 4703 金美克能 4712 南璋 4720 德淵企業 4722 國精化學

4904 遠傳 5017 新泰伸 5202 力新國際 5205 漢康科技 5209 新鼎系統

5302 太欣 5304 大霸電子 5309 系統電子 5314 世紀民生 5315 光聯科技

5317 凱美 5328 華容公司 5346 力晶 5349 先豐通訊 5356 協益電子

5388 中磊電子 5395 普揚 5398 力瑋 5425 台半 5438 東友科技

5439 高技 5442 世峰 5450 寶聯 5452 佶優 5464 霖宏科技

5465 富驊 5468 台晶 5483 中美矽晶 5489 彩富電子 5493 三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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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5494 德鑫科技 5498 凱崴電子 5511 德昌營造 5516 雙喜營造 5523 宏都 

5525 順天建設 5605 遠航 5609 中菲行 5903 全家便利 5904 寶雅 

6004 元大證券 6005 群益證券 6008 中信證券 6017 亞洲證券 6104 創惟科技

6111 大宇資訊 6114 翔昇電子 6116 彩晶 6121 新普 6123 上奇科技

6127 九豪精密 6137 新寶科 6148 和平資訊 6150 撼訊科技 6151 晉倫科技

6155 鈞寶 6159 詮鼎 6161 捷波 6166 凌華科技 6167 久正光電

6170 統振 6171 亞銳士 6174 安碁科技 6176 瑞儀光電 6177 十全企業

6178 振遠科技 6181 宇詮科技 6185 幃翔精密 6186 晶磊 6187 萬潤科技

6188 廣明光電 6189 豐藝電子 6195 旭展電子 6197 佳必琪 6201 亞弘電 

6203 海韻電 6204 艾華電子 6206 飛捷 6209 今國光學 8931 大園汽電

8932 宏大拉鍊 8933 愛地雅           

 
 
92 年 1 月 1 日以後掛牌因資料不足而不列入本次評鑑的上櫃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125 家(不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精華 全域 寶晟 網龍 久大 

華義 翔準 展成 日電貿 頂倫 

好德 安茂 全科 優群 倚強 

榮睿 健喬 友華 優盛 晟德 

太醫 晶宇 三林 至興 陽慶 

凌網 捷鴻 南仁湖 大展證 大慶證 

慶生 福登 精誠 居易 中探針 

豪勉 視達 岳豐 晉泰 上揚 

旺矽 聚鼎 天瀚 光鼎 茂綸 

全譜 研通 超眾 系微 仕欽 

旺玖 高僑 華孚 凌越 驊訊 

巨圖 力成 文魁 享承 聯豪科 

迅杰 茂迪 立端 臺龍 淇譽 

沛波 百徽 久元 迪戎 普萊德 

德士通 方土昶 泰詠 倍微 台燿 

名鐘 台表科 胡連 淳安 元隆電 

沛亨 迅德 智基科 惠光 聚和 

富強鑫 瀧澤科 展茂 光菱 台虹 

金山電 蜜望實 星雲 晶采 廣積 

志旭 全達 元太 長華 豐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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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泰 鉅橡 伍豐 誠遠 捷超 

巨虹 福華 華鎂光 品安 建暐 

鴻松 大世科 瀚荃 立碁電 至上 

富鼎 冠郝 羅昇 新天地 關中 

森鉅 琉園 萬國通 皇田 佳龍 

 
評鑑資料分析期間(92 年 1 月 1 日至 92 年 12 月 31 日)至評鑑結果公

布前，因列為管理股票、變更交易方法、停止交易、終止上市櫃或負

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與總經理)因誠信問題被起訴等因素而不

列入本次評鑑之上櫃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 43 家 

華隆 嘉畜 國產 百成行 天泰銲材 

景泰 久陽 蔚華系統 耀文 天剛資訊 

華特 世界先進 系通科技 十美 台灣慧智 

瑩寶 第三波 慧友 金腦科 和旺 

訊嘉科技 統合開發 中友百貨 順發 華登醫藥 

正豐化學 羽田 東隆 台中精機 大鋼 

峰安 易欣 延穎 紐新 工礦 

宏建 元富鋁業 尚鋒 尚德 立大 

三采建 華夏租 順大裕     
 
 
金融機構組(不區分上市、上櫃公司) 
 
資訊揭露較透明之上市櫃金融機構： 
以下公司合計 11 家(不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2807 新竹商銀 2822 農銀 2836 高銀 2837 萬泰銀行 2880 華南金 

2881 富邦金 2882 國泰金 2883 開發金 2886 兆豐金 2888 新光金 

2890 建華金         

 
 
92 年 1 月 1 日以後掛牌因資料不足而不列入本次評鑑的上市櫃金融

機構： 
以下公司合計 1 家 
第一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