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歷 屆 商 人 節 表 揚 優 良 外 國 駐 臺 商 務 單 位 名 單 

年別及屆別 單位名稱 

民國八十年   第四十五屆 新加坡駐台北商務辦事處 

民國八十年   第四十五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八十一年  第四十六屆 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 

民國八十一年  第四十六屆 澳大利亞商工辦事處 

民國八十一年  第四十六屆 墨西哥駐華商務辦事處 

民國八十二年  第四十七屆 南非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八十二年  第四十七屆 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 

民國八十二年  第四十七屆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商務組 

民國八十二年  第四十七屆 泰國貿易經濟辦事處 

民國八十三年  第四十八屆 愛爾蘭投資貿易促進會 

民國八十三年  第四十八屆 巴拿馬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八十三年  第四十八屆 駐台北印尼商會 

民國八十四年  第四十九屆 巴拉圭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八十四年  第四十九屆 紐西蘭商工辦事處 

民國八十四年  第四十九屆 義大利經濟文化推廣辦事處 

民國八十五年  第五十屆 法國在台協會 

民國八十五年  第五十屆 智利商務辦事處 

民國八十五年  第五十屆 以色列經濟化辦事處 

民國八十五年  第五十屆 印度─台北協會 

民國八十六年  第五十一屆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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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六年  第五十一屆 比利時貿易協會駐華辦事處 

民國八十六年  第五十一屆 宏都拉斯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八十六年  第五十一屆 菲律賓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八十六年  第五十一屆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尼加拉瓜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德國經濟辦事處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土耳其貿易辦事處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駐台北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布吉納法索駐華大使館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瓜地馬拉駐華大使館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瑞士商務辦事處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瑞典貿易委員會台北辦事處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奧地利商務代表辦事處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日本交流協會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哥斯大黎加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莫斯科台北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北代表處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駐華商務處 

民國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馬拉威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華沙貿易辦事處 

民國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駐台北韓國代表部 

民國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貝里斯大使館 

民國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澳大利亞商工辦事處 

民國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巴西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駐台北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巴拿馬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歐洲經貿辦事處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南非聯絡辦事處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秘魯駐台北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印度-台北協會 

民國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匈牙利貿易辦事處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尼加拉瓜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宏都拉斯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巴拉圭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瑞典貿易委員會台北辦事處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紐西蘭商工辦事處 



 
 

民國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法國在台協會 

民國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瓜地馬拉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 

民國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德國經濟辦事處 

民國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斯洛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馬尼拉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日本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 

民國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加拿大駐台貿易辦事處 

民國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義大利經濟貿易文化推廣辦事處 

民國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瑞士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澳大利亞商工辦事處 

民國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歐洲經貿辦事處 

民國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駐華商務處) 

民國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智利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法國在台協會 

民國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駐台北韓國代表部 

民國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新加坡駐台北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美國在台協會 

民國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民國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匈牙利貿易辦事處 

民國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民國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華沙(波蘭)貿易辦事處 

民國 一○○年   第六十五屆 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 

民國 一○○年   第六十五屆 德國經濟辦事處 

民國 一○○年   第六十五屆 印度台北協會 

民國 一○○年   第六十五屆 南非聯絡辦事處 

民國 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奧地利商務代表辦事處 

民國 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 

民國 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歐洲經貿辦事處 

民國 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泰國商務處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尼加拉瓜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巴拿馬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紐西蘭商工辦事處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臺北代表處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土耳其貿易辦事處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薩爾瓦多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比利時台北辦事處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匈牙利貿易辦事處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瑞士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華沙貿易辦事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美國在臺協會臺北辦事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巴西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德國經濟辦事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駐華商務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巴拉圭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大使館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奧地利商務代表辦事處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歐洲經貿辦事處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印度台北協會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法國在台協會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駐台北印尼經濟貿易代表處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丹麥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駐台北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宏都拉斯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英國在台辦事處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駐台北以色列經濟文化辦事處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紐西蘭商工辦事處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新加坡駐台北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貝里斯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史瓦帝尼王國駐華大使館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馬來西亞友誼及貿易中心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秘魯駐臺北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瓜地馬拉共和國大使館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澳洲辦事處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歐洲經貿辦事處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駐台北韓國代表部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奈吉利亞駐華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大使館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德國經濟辦事處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印度-台北協會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約旦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貝里斯大使館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智利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法國在臺協會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波蘭投資貿易臺北辦事處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沙烏地阿拉伯商務辦事處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駐臺北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歷 屆 商 人 節 表 揚 優 良 外 商 名 單 

年別及屆別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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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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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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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商阿爾世通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lstom Taiwan Branch Office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德商德意志銀行 
Deutsche Bank, Taipei Branch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美商通用先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Instrument of Taiwan Ltd. 

民國八十七年 第五十二屆 日商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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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商)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Matsushita Electric (Taiwan), Co., Ltd 

民國八十九年 第五十四屆 美商聯合航空(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United Airlines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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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美商 3M 公司台灣子公司 
3M Taiwan Ltd.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台灣諾基亞股份有限公司 
NOKIA Taiwan Co., Ltd.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澳商可寧衛能資股份有限公司 
Cleanaway Energy Services Ltd. 

民國 九 十年 第五十五屆 台灣加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Kaga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民國 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DuPont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台灣科萊恩股份有限公司 
Clariant (Taiwan) Co. Ltd. 

民國 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英屬蓋曼群島商金百利克拉克股份有限公司 
Kimberly-Clark Taiwan 



 
 

民國 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安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G Antai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民國 九十一年 第五十六屆 台灣太古可口可樂股份有限公司 
Swire Coca-Cola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台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 
Canon Inc., Taiwan 

民國 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德斯高股份有限公司 
Tesco Stores (Taiwan) Co., Ltd. 

民國 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Procter & Gamble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台灣惠氏股份有限公司 
Wyeth Taiwan Corporation 

民國 九十二年 第五十七屆 台灣康寧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ies Taiwan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旭硝子發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ahi Glass Fine Techno Taiwan Co., Ltd.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電資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lectronic Data Systems Taiwan Corporation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台灣藤澤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ujisawa Co., Ltd.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美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ecton Dickinson Worldwide Inc.,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美商栢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Parsons Brinckerhoff International Inc.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三年 第五十八屆 台灣英飛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fineon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荷蘭商)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egon Life Insurance (Taiwan) Inc.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新加坡商飛迅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HL Danzas Air & Ocean (Singapore) Pte. Ltd.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瑞典商)台灣易利信股份有限公司  
Ericsson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德商)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DHL Express (Taiwan) Corp.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瑞典商)斯凱孚股份有限公司  
SKF Bearing Services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四年 第五十九屆 (日商)巴比祿股份有限公司   
Buffalo Technology (Taiwan) Inc. 

民國 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美商 )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bbott Laboratories Services Corporation,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英商 )特力翠豐股份有限公司  
B&Q International Co., Ltd. 

民國 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新加坡商 )詩肯柚木股份有限公司  
Scanteak Furniture Co., Ltd. 

民國 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日商 )台灣新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Sony Taiwan Limited 

民國 九十五年 第六十屆 (美商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Taiwan Limited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英商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PCA Life Assurance Co. Ltd.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法商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PresiCarre Corp.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美商 )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  
AVON Cosmetics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香港商瑞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candinavian Health Ltd.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德商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Siemens Limited Taiwan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日商 )台塑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Sumco Technology Corp. 

民國 九十六年 第六十一屆 (德商 )台灣德固薩股份有限公司  
Evonik Degussa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美商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3M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美商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gilent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美商花旗銀行  
Citibank, NA 



 
 

民國 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英商 )帝亞吉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iageo Taiwan Inc. 

民國 九十七年 第六十二屆 (美商 )國際紐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Taiwan Corporation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安麗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Amway Taiwan Company Limited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Costco President Taiwan, Inc.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tel Microelectronics Asia Ltd.,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遠東金士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ingston Technology Far East Corp.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美商高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Qualcomm International, Inc. 

民國 九十八年 第六十三屆 台灣索尼股份有限公司  
Sony Taiwan Limited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美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ecton Dickinson Infusion Therapy Systems Inc, Taiwan Branch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美商)台灣康寧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ies Taiwan Co. Ltd.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日商恩益禧股份有限公司 
NEC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荷商)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NXP Semiconductors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法商)保樂力加股份有限公司 

Pernod Ricard Taiwan Ltd. 

民國 九十九年 第六十四屆 
(美商)大同奧的斯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Tatung Otis Elevator Company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德商)台灣奧迪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Audi Taiwan Co. Lt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荷商)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BASF Taiwan Lt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美商)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Mills Taiwan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日商)國瑞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Kuozui Motors, Lt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法商)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 

L’OREAL Taiwan Co. Lt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日商)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 

Mitsui & Co. (Taiwan), Lt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美商)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Pfizer Limited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新加坡商)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Scan-D CORPORATION 

民國一○○年   第六十五屆 
(日商)台灣豐田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TOYOTA TSUSHO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荷商)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Bayer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日商)台日古河銅箔股份有限公司 
Furukawa Circuit Foil Taiwan Corp.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GlaxoSmithKline Far East B.V. 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美商)夏暉物流有限公司 
HAVI Logistics (Taiwa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英屬蓋曼群島商)捷必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JP Nelson Holdings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荷商)聯合利華股份有限公司 
Unilever Taiwa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六十六屆 (荷商)揚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Unipoint Electric MFG. Co., Ltd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德商)安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Taiw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美商)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merican Express International(Taiwan), Inc.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盧森堡商)台灣安智電子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AZ Electronic Materials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西班牙商)西班牙對外銀行台北分行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 Taipei Branch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美商)福特六和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Ford Lio Ho Motor Company Ltd.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德商)默克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rck Display Technologies Ltd. 

民國一○二年   第六十七屆 
美商美光亞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Micron Technology Asia Pacific Inc., 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Air Liquide Far Eastern 

民國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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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Taiwan Ltd. 

民國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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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渣打國際商業銀行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民國一○三年   第六十八屆 
台灣樂天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Rakuten Ichiba, Inc.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澳盛(台灣)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ANZ Bank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美商英特格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ntegris Asia LLC, Taiwan Branch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日立華城變壓器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Fortune Transformer, Inc.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香港商科林科技有限公司 

Lam Research (H.K.) Limited 

民國一○四年  第六十九屆 
輝瑞大藥廠 

Pfizer Limite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台灣阿爾卑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ALPS Electronics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德商戴樂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ialog Semiconductor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G4S Secure Solutions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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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eysight Technologies Taiwan Lt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默克特用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rck Performance Materials Ltd., Co.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台灣無印良品股份有限公司 

MUJI(Taiwan) Co., Lt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五年  第七十屆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Siemens Limited Taiwan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三福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Air Products San Fu Co., Ltd.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荷商波士頓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oston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B.V. Taiwan 

Branch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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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台灣科萊恩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Clariant Plastics & Coatings (Taiwan) Co., Ltd.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IBM Taiwan Corporation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萬寶華企業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ManpowerGroup Taiwan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台灣美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Micron Semiconductor Taiwan Co., Ltd. 

民國一○六年  第七十一屆 
森那美起亞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Sime Darby Auto Kia Co.,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聯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s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中華賓士集團  

CMI Group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臺灣康寧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Display Technologies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美商奇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eneral Electric International, Inc. 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遠東金士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ingston Technology Far East Corp.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美敦力醫療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Medtronic (Taiwan)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臺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Micron Memory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台灣三井不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Mitsui Fudosan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新盛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L Technology Co., Ltd. 

民國一○七年  第七十二屆 
臺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Nitto Optical Co.,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台灣應用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Taiwan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台灣柏朗股份有限公司 

B. Braun Taiwan Co.,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DFI Home Furnishings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Heidenhain Co.,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美商亞洲美樂家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Melaleuca of Asia Ltd. Co., Taiwan Branch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台灣保樂力加股份有限公司 

Pernod Ricard Taiwan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台灣信越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Shin-Etsu Handotai Taiwan Co.,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瓦里安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Varian Medical Systems Taiwan Co., Ltd. 

民國一○八年  第七十三屆 
德國福維克集團台灣分公司 

Vorwerk Taiwan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MERCK LT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馬來西亞國際航空公司 

Malaysia Airline Berha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澳亞飛航訓練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Ansett Aviation Asia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CI Wind Power Development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麥格理海洋風力發展有限公司 

Macquarie Formosa 1 CO., Lt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台灣百麗康美股份有限公司 

Blackmore(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日商三菱日聯銀行 

MUFG Bank, Taipei branch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中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Capital Machinery Limite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諾威量測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Nova Measuring Instruments Taiwan Lt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台灣萊寶股份有限公司 

Leybold Taiwan Lt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s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Limited

民國一○九年  第七十四屆 
渣打國際商業銀行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艾司摩爾 

ASML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AIR LIQUIDE FAR EASTER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AGC DISPLAY GLASS TAIWAN INC.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荷蘭商波斯卡利斯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Boskalis Offshore International B.V. Taiwan 

Branch (The Netherlands)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達飛通運有限公司   

CMA CGM (TAIWA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日商富地滋股份有限公司 

FOR DAYS WORLDWIDE INC. TAIWAN BRANCH(JAPAN)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諾和諾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NOVO NORDISK PHARMA (TAIWA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NOVARTIS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香港商輝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NVIDIA HONG KONG HOLDINGS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PFIZER LIMITE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奧佳華國際有限公司 

Taiwan OGAWA INTERNATIONAL CO.,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道達爾潤滑油股份有限公司 

TOTAL LUBRICANTS TAIWAN 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瀧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AKISAWA TECHNOLOGY CO.,LTD 

民國一一○年  第七十五屆 
台灣華可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YKK AP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益華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DENCE TAIWAN, INC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花旗台灣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Citibank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法商東方匯理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分公司 

CREDIT AGRICOLE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

Taipei Branch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馬來西亞商金務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amuda Berhad 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香港商吉立亞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ilead Science HK.Ltd.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荷蘭商海尼根台灣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EINEKEN Taiwan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台灣連線股份有限公司 

Line Taiwan Limite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Merck Sharp & Dohme (I.A)LCC,Taiwan Branch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NXP Semiconductor Taiwan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賽諾菲股份有限公司 

Sanofi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台灣保樂力加股份有限公司 

Pernod Ricard Taiwan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優納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naBiz Co.,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優吉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gy Taiwan Co., Ltd 

民國一一一年   第七十六屆 
台灣美捷科股份有限公司 

YAMAZAKI MAZAK Taiwan Corp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