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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三年 第三十八屆 萬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四年 第三十九屆 台灣美國無線電股份有限公司 (R.C.A.)
民國七十五年 第四 十屆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I.B.M.)
民國七十六年 第四十一屆 台灣車樂美縫衣機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六年 第四十一屆 瑞士海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七年 第四十二屆 台北法台化學公司
民國七十七年 第四十二屆 日商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民國七十八年 第四十三屆 美國運通銀行台北分行
民國七十八年 第四十三屆 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民國七十八年 第四十三屆 太古集團
民國七十九年 第四十四屆 台灣赫司特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 第四十四屆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 第四十四屆 台灣卜內門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I C I )
民國八十年

第四十五屆 美商摩托羅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年

第四十五屆 美商台灣通用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年

第四十五屆 英商台灣葛蘭素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年

第四十五屆 德商路德威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年

第四十五屆 日商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民國八十一年 第四十六屆 美商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一年 第四十六屆 瑞士商迪吉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民國八十一年 第四十六屆 美商奇異工業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二年 第四十七屆 台灣飛利浦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單

民國八十二年 第四十七屆 花旗銀行
民國八十二年 第四十七屆 台灣虹志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二年 第四十七屆 台灣國際標準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二年 第四十七屆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第四十八屆 美台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第四十八屆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第四十八屆 荷商荷蘭銀行台北分行
民國八十三年 第四十八屆 美商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第四十八屆 台灣矢崎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四年 第四十九屆 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四年 第四十九屆 美商卡本特科技公司
民國八十四年 第四十九屆 德商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四年 第四十九屆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五年 第五十屆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五年 第五十屆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五年 第五十屆

台灣明尼蘇打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六年 第五十一屆 興世亞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六年 第五十一屆 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六年 第五十一屆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六年 第五十一屆 法商百利銀行台北分行
民國八十六年 第五十一屆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七年 第五十二屆
民國八十七年 第五十二屆
民國八十七年 第五十二屆
民國八十七年 第五十二屆
民國八十九年 第五十四屆

法商阿爾世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lstom Taiwan Branch Office
德商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Taipei Branch
美商通用先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Instrument of Taiwan Ltd.
日商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
瑞士亞洲航空公司台灣客運總代理
Swissair Asia

民國八十九年 第五十四屆
民國八十九年 第五十四屆
民國 九 十年 第五十五屆
民國 九 十年 第五十五屆
民國 九 十年 第五十五屆
民國 九 十年 第五十五屆
民國 九 十年 第五十五屆
民國 九十一年 第五十六屆
民國 九十一年 第五十六屆
民國 九十一年 第五十六屆
民國 九十一年 第五十六屆
民國 九十一年 第五十六屆
民國 九十二年 第五十七屆
民國 九十二年 第五十七屆
民國 九十二年 第五十七屆
民國 九十二年 第五十七屆
民國 九十二年 第五十七屆
民國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民國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民國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日商)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Matsushita Electric (Taiwan), Co., Ltd
美商聯合航空(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United Airlines Taiwan Branch
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ternational Inc., Taiwan Branch
美商 3M 公司台灣子公司
3M Taiwan Ltd.
台灣諾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NOKIA Taiwan Co., Ltd.
澳商可寧衛能資股份有限公司
Cleanaway Energy Services Ltd.
台灣加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Kaga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DuPont Taiwan Ltd.
台灣科萊恩股份有限公司
Clariant (Taiwan) Co.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
Kimberly-Clark Taiwan
安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G Antai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台灣太古可口可樂股份有限公司
Swire Coca-Cola Taiwan Ltd.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
Canon Inc., Taiwan
德斯高股份有限公司
Tesco Stores (Taiwan) Co., Ltd.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Procter & Gamble Taiwan Ltd.
台灣惠氏股份有限公司
Wyeth Taiwan Corporation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ies Taiwan
旭硝子發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ahi Glass Fine Techno Taiwan Co., Ltd.
電資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lectronic Data Systems Taiwan Corporation
台灣藤澤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ujisawa Co., Ltd.

美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ecton Dickinson Worldwide Inc., Taiwan Branch
美商栢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Parsons Brinckerhoff International Inc. Taiwan Branch
台灣英飛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Infineon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荷蘭商)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Aegon Life Insurance (Taiwan) Inc.
新加坡商飛迅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HL Danzas Air &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Ocean (Singapore) Pte. Ltd. Taiwan Branch
DHL Danzas Air & Ocean (Singapore) Pte. Ltd. Taiwan Branch
(瑞典商)台灣易利信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Ericsson Taiwan Ltd.
(德商)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DHL Express (Taiwan) Corp.
(瑞典商)斯凱孚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SKF Bearing Services Taiwan Ltd.
(日商)巴比祿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 第五十九屆
Buffalo Technology (Taiwan) Inc.
(美 商 )亞 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九十五年 第六十屆
Abbott Laboratories Services Corporation, Taiwan Branch
(英 商 )特 力 翠 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五年 第六十屆
B&Q International Co., Ltd.
(新 加 坡 商 )詩 肯 柚 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五年 第六十屆
Scanteak Furniture Co., Ltd.
(日 商 )台 灣 新 力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五年 第六十屆
Sony Taiwan Limited
(美 商 )德 州 儀 器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五年 第六十屆
Texas Instruments Taiwan Limited
(英 商 )保 誠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PCA Life Assurance Co. Ltd.
(法 商 )家 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PresiCarre Corp.
(美 商 )台 灣 雅 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AVON Cosmetics (Taiwan) LTD.
香港商瑞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Scandinavian Health Ltd. Taiwan Branch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德 商 )西 門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 九十三年 第五十八屆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

Siemens Limited Taiwan
民國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民國 九十六年 第六十一屆
民國 九十七年 第六十二屆
民國 九十七年 第六十二屆
民國 九十七年 第六十二屆
民國 九十七年 第六十二屆
民國 九十七年 第六十二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八年 第六十三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 九十九年 第六十四屆
民國一○○年

(日 商 )台 塑 勝 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Formosa Sumco Technology Corp.
(德 商 )台 灣 德 固 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vonik Degussa Taiwan Ltd.
(美 商 )台 灣 明 尼 蘇 達 礦 業 製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M Taiwan Ltd.
(美 商 )台 灣 安 捷 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Agilent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美商花旗銀行
Citibank, NA
(英 商 )帝 亞 吉 歐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Diageo Taiwan Inc.
(美 商 )國 際 紐 約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Taiwan Corporation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Amway Taiwan Company Limited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Costco President Taiwan, Inc.
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tel Microelectronics Asia Ltd., Taiwan Branch
遠東金士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ingston Technology Far East Corp.
美商高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Qualcomm International, Inc.
台灣索尼股份有限公司
Sony Taiwan Limited
美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ecton Dickinson Infusion Therapy Systems Inc, Taiwan Branch
(美商)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ies Taiwan Co. Ltd.
日商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NEC Taiwan Ltd.
(荷商)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NXP Semiconductors Taiwan Ltd.
(法商)保樂力加股份有限公司
Pernod Ricard Taiwan Ltd.
(美商)大同奧的斯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Tatung Otis Elevator Company

第六十五屆 (德商)台灣奧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Audi Taiwan Co. Ltd.
(荷商)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BASF Taiwan Ltd.
(美商)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General Mills Taiwan
(日商)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Kuozui Motors, Ltd.
(法商)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L’OREAL Taiwan Co. Ltd.
(日商)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Mitsui & Co. (Taiwan), Ltd.
(美商)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Pfizer Limited
(新加坡商)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Scan-D CORPORATION
(日商)台灣豐田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五屆
TOYOTA TSUSHO (Taiwan) Co., Ltd
(荷商)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Bayer Taiwan Co., Ltd.
(日商)台日古河銅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Furukawa Circuit Foil Taiwan Corp.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第六十六屆
GlaxoSmithKline Far East B.V. Taiwan Branch
(美商)夏暉物流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HAVI Logistics (Taiwan)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捷必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JP Nelson Holdings
(荷商)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Unilever Taiwan Ltd.
(荷商)揚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六屆
Unipoint Electric MFG. Co., Ltd
(德商)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七屆
Allianz Taiw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美商)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七屆
American Express International(Taiwan), Inc.
(盧森堡商)台灣安智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七屆
AZ Electronic Materials
(西班牙商)西班牙對外銀行台北分行
第六十七屆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 Taipei Branch

民國一○○年 第六十五屆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一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二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三年
民國一○四年

(美商)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Ford Lio Ho Motor Company Ltd.
(德商)默克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七屆
Merck Display Technologies Ltd.
美商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第六十七屆
Micron Technology Asia Pacific Inc., Taiwan Branch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第六十八屆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iwan Branch
第六十八屆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Air Liquide Far Eastern
第六十八屆 英商英美菸草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Service Ltd, Taiwan Branch.
第六十八屆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Taiwan Ltd.
第六十八屆 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KLA-Tenco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Taiwan Branch
第六十八屆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第六十八屆 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Rakuten Ichiba, Inc.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七屆

第六十九屆

民國一○四年

第六十九屆

民國一○四年

第六十九屆

民國一○四年

第六十九屆

民國一○四年

第六十九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ANZ Bank (Taiwan) Limited

美商英特格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ntergris Asia LLC, Taiwan Branch
日立華城變壓器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Fortune Transformer, Inc

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Lam Research Co., Ltd.

輝瑞大藥廠 Pfizer Limited
台灣阿爾卑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ALPS Electronics Taiwan Co., Ltd.

德商戴樂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ialog Semiconductor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G4S Secure Solutions (Taiwan) Limited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SBC Bank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五年

第七十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民國一○六年

第七十一屆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eysight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默克特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rck Performance Materials Ltd., Co.

台灣無印良品股份有限公司
MUJI(Taiwan) Co., Ltd.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Siemens Limited Taiwan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Air Products San Fu Co., Ltd.
荷商波士頓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oston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B.V. Taiwan
Branch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Cardif Assurance Vie, Taiwan Branch
台灣科萊恩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Clariant Plastics & Coatings (Taiwan) Co.,
Ltd.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IBM Taiwan Corporation
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ManpowerGroup Taiwan
台灣美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Micron Semiconductor Taiwan Co., Ltd.
森那美起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Sime Darby Auto Kia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