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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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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完成第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本評鑑系統於九十二年第一次辦理，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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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元月起，開始蒐集資料進行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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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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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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家；受評上櫃公司計有340家。雖然資訊揭露評鑑系

統原則上是以全體上市櫃公司(不含管理股票、二類股票及興櫃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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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為93年1月1日至93年

12月31日)掛牌未滿一年之上市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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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六）          其他經評鑑委員會認定有資訊揭露重大缺失或爭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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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八十八項指標(第二屆採行八

十五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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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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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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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之受評公司均已上網查詢成績，並有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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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基會除於規劃之初針對評鑑規劃草案

召開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外，並於九十三年九月間召開三場說明會針對上市櫃公司進

行第二屆資訊揭露評鑑系統之宣導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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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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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家(不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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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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卜蜂企業

1216 統一 1219 福壽實業 1227 佳格 1233 天仁 1234 黑松

1301 台塑 1303 南亞塑膠 1304 台聚 1308 亞聚 1313 聯成

1314 中石化 1319 東陽 1323 永裕 1326 台化 1402 遠紡

1434 福懋興業 1436 福益 1437 勤益 1451 年興紡織 1471 首利

1477 聚陽實業 1503 士電 1504 東元電機 1513 中興電 1519 華城電機

1528 恩德 1529 樂士 1539 巨庭機械 1601 台光 1605 華新

1608 華榮 1612 宏泰 1710 東聯 1711 永光化學 1715 亞洲化學

1716 永信藥品 1720 生達化學 1722 台肥 1723 中碳 1724 台硝

1734 杏輝藥品 1735 日勝化 1802 台玻公司 1904 正隆 2002 中鋼

2006 東和鋼鐵 2007 燁興公司 2008 高興昌 2009 第一伸銅 2010 春源鋼鐵

2015 豐興鋼鐵 2029 盛餘 2034 允強 2101 南港輪胎 2103 台橡

2104 中橡 2204 中華汽車 2207 和泰汽車 2301 光寶科技 2308 達電

2311 日月光 2315 神達 2316 楠梓電 2317 鴻海 2324 仁寶電腦

2327 國巨 2330 台積電 2336 致伸 2337 旺宏 2340 光磊

2343 精業 2344 華邦電 2345 智邦科技 2352 明基 2353 宏碁

2356 英業達 2360 致茂電子 2361 鴻友科技 2365 昆盈企業 2366 亞旭電腦

2369 菱生 2371 大同 2376 技嘉 2379 瑞昱 2382 廣達

2392 正崴 2397 友通資訊 2409 友達 2412 中華電 2418 雅新

2420 新巨 2421 建準電機 2432 倚天資訊 2439 美律 2446 全懋

2447 鼎新電腦 2450 神腦 2454 聯發科 2456 奇力新 2458 義隆

2460 建通精密 2465 麗臺科技 2468 華經 2469 力信 2473 思源

2475 華映 2476 鉅祥 2482 連宇 2487 友立資訊 2492 華新科

2493 揚博科技 2495 普安 2526 大陸工程 2603 長榮海運 2606 裕民

2607 榮運 2609 陽明海運 2610 華航 2618 長榮航 2801 彰化銀行

2807 新竹商銀 2808 北商銀 2820 華票 2834 臺灣企銀 2836 高銀

2837 萬泰銀行 2845 遠東商銀 2851 中再保 2855 統一證券 2880 華南金

2881 富邦金 2884 玉山金控 2885 復華金 2886 兆豐金 2888 新光金

2889 國票金控 2890 建華金控 2891 中信金 2892 第一金控 2908 特力

2912 統一超 2915 潤泰全球 3002 歐格電子 3005 神基科技 3010 華立

3011 今皓 3014 聯陽 3015 全漢 3016 嘉晶 3017 奇鋐科技

3018 同開科技 3019 亞洲光學 3024 憶聲 3029 零壹科技 3030 德律科技

3031 佰鴻工業 3034 聯詠 3037 欣興電子 3041 揚智 3042 晶技

3045 台灣大 3046 建碁 3051 力特光電 3056 駿億電子 3059 華晶科技

3062 建漢科技 3063 飛信 4414 如興製衣 5305 敦南科技 5471 松翰科技

5515 建國工程 5534 長虹 5607 遠翔 5608 四維航業 6004 元大證券

6112 聚碩 6116 彩晶 6119 大傳 6132 銳普電子 6136 富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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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6 凌華科技 6189 豐藝電子 6196 帆宣科技 6197 佳必琪 6202 盛群

6206 飛捷 6225 天瀚 6239 力成 6277 宏正 6282 康舒

6286 立錡 6289 華上光電 6505 台塑石化 8016 矽創電子 8078 華寶通訊

9904 寶成工業 9908 大台北 9919 康那香 9933 中鼎工程 9941 裕融企業

9942 茂順 9944 新麗企業 9945 潤泰創新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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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家
 

中國砂輪 裕隆日產 遠茂光電 景碩科技 元坤光電

其樂達科技 閎暉實業 奇偶科技 明泰科技 大眾投控

旭富製藥 合庫銀行 崇貿科技 帝寶工業 建興電子

華冠通訊     

 
 
評鑑資料分析期間(93年1月1日至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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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與總經理)因誠信問題被起訴、財務報

告經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或其他經評鑑委員會認定有資訊
揭露重大缺失或爭議等因素而不列入本次評鑑之上市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53家
 

建台 津津 中日 臺芳開發 合發

中紡 大魯閣 裕豐國際 新藝 東雲

新企電子 太電 台一國際 凱聚 羅馬

國賓大地 志聯 聯電 佳錄 大眾電腦

華泰電子 清三電子 茂 矽 力廣科技 國碁電子

博達科技 陞技電腦 台灣電 皇統科技 訊碟科技

突破通訊 太設 寶祥實業 皇普 數位春池

櫻花建設 林三號 益鼎光電 東企 台開信託

中信 匯僑 協和國際 宏達科 衛道科技

宏傳電 鼎營 萬國電腦 勁永國際 台火

興達 優美 欣錩國際  

 
 
 
上櫃公司組
 
資訊揭露較透明之上櫃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109家(不分名次以公司代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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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代號 簡稱

4104 東貿 4105 台灣東洋 4107 邦拓生技 4114 健喬信元 4120 友華

4306 炎洲 4417 金洲海洋 4420 光明絲織 4502 源恆 4506 崇友

4527 堃霖 4716 大立高 4720 德淵企業 4722 國精化學 4904 遠傳

5007 三星科技 5009 榮剛 5201 凱衛資訊 5202 力新國際 5209 新鼎系統

5211 蒙恬 5212 凌網科技 5304 大霸電子 5309 系統電子 5314 世紀民生

5315 光聯科技 5346 力晶 5388 中磊電子 5425 台半 5450 寶聯

5464 霖宏科技 5480 統盟電子 5489 彩富電子 5493 三聯科技 5494 德鑫科技

5522 大都市 5530 大漢 5820 日盛金控 6005 群益證券 6101 弘捷

6103 合邦電子 6105 瑞傳科技 6113 亞矽科技 6123 上奇科技 6125 廣運

6127 九豪精密 6135 佳營 6137 新寶科 6138 茂達電子 6143 振曜科技

6144 得利影視 6147 頎邦科技 6148 和平資訊 6150 撼訊科技 6151 晉倫科技

6152 百一電子 6154 順發 6155 鈞寶 6167 久正光電 6169 昱泉國際

6171 亞銳士 6173 信昌電 6174 安碁科技 6176 瑞儀光電 6177 十全企業

6180 遊戲橘子 6185 幃翔精密 6186 晶磊 6187 萬潤科技 6188 廣明光電

6191 精成科技 6194 育富電子 6195 旭展電子 6198 凌泰科技 6203 海韻電

6204 艾華電子 6208 日揚科技 6212 理銘 6214 精誠 6215 和椿科技

6217 中國探針 6221 晉泰 6224 聚鼎 6226 光鼎電子 6229 研通

6232 仕欽 6233 旺玖科技 6237 驊訊 6245 立端科技 6248 沛波

6259 百徽 6263 普萊德科 6274 台燿 6276 名鐘科技 6283 淳安電子

8032 光菱電子 8039 台虹科技 8043 蜜望實企 8050 廣積科技 8070 長華電材

8082 捷超 8916 光隆 8917 欣泰 8933 愛地雅 8938 明安

8940 新天地 8941 關中 9949 琉園 9951 皇田工業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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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家
 

精華光學 台蠟 合世生醫 光洋應用 福盈科技
川湖科技 滿心企業 泰偉電子 李洲科技 協禧

僑威 宏億 久大 華義國際 艾訊
好德科技 寶島極光 信億 新揚科 天馳

安茂 和進電子 耀勝 全科 順達科
茂訊電腦 優群科技 大學光 倚強科技 三顧
至寶電腦 金麗科 晟鈦 昱捷 千如
宏連國際 威剛科技 欣銓 弘如洋 海德威

宇環 太普高 點晶科技 宜特 勝德國際
雙鴻科技 太醫 聯合骨科 晶宇生技 太萊

久元 迪戎 德士通 泰詠電子 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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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表科 佳邦科技 沛亨 智基科技 基泰營造
惠光化學 聚和 富強鑫 展茂 尖點科技

雷虎 榮群電訊 金山電 網路家庭 星雲電腦
晶采光電 巨擘 安國 福葆 志旭

全達 元太科技 鉅橡 冠華科技 誠遠
奧斯特 致新 瑞穎 巨虹電子 福華

華鎂光碟 品安科技 翔名科技 建暐精密 保銳
擎亞 鴻松精密 大同世界 瀚荃 凌巨

博大科技 立碁電子 至上電子 越峰 台灣精星
勤誠興業 富鼎先進 中日新科 商丞 英格爾
群聯電子 冠郝企業 羅昇 千附 金革科技
萬國通路 邁達康    

 
 

評鑑資料分析期間(93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至評鑑結果公布前，因變更交易方法、停

止交易、終止上櫃、負責人(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與總經理)因誠信問題被起訴、財務報

告經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或其他經評鑑委員會認定有資訊
揭露重大缺失或爭議等因素而不列入本次評鑑之上櫃公司：
以下公司合計34家
 

榮睿生技 大寶精工 碼斯特 陽慶 高鋁金屬
久陽 得捷 漢康 飛雅 祥裕

大騰電子 華特 立衛 系通 浩騰
十美企業 東正元 瑩寶科 應華 世峰

聯瞻 中美矽晶 佰鈺科技 金腦科 和旺
捷力 中友百貨 亞全 鴻源科 宇 詮

洪氏英 享承 華夏租 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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