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 500 強》台灣地區得獎名單 

排名 公司名稱 上市別 產業別 
3年營收 

成長率(%) 

14 膠原科技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2298.34% 

24 元晶太陽能科技 興櫃 綠能科技 1360.71% 

112 承啟科技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381.76% 

122 揚華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349.87% 

130 矽力杰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335.73% 

140 安鈦克科技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320.12% 

154 敦泰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301.58% 

170 福登精密工業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273.64% 

173 銳捷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69.02% 

203 華德光電材料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35.95% 

205 三貝德數位文創 未公發 傳媒/娛樂 234.17% 

206 詠昇電子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34.04% 

228 慕德生物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217.02% 

233 隴華電子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214.70% 

248 華美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98.93% 

269 易通展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82.72% 

276 齊瀚光電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74.15% 

292 永旺能源 公開發行 綠能科技 161.41% 

299 新洲全球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58.00% 

300 億而得微電電子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157.48% 

304 邑鋒 興櫃 電腦/周邊設備 154.47% 

306 中國通訊多媒體集團 上櫃 軟體 151.96% 

316 聯鈞光電 上市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42.78% 

317 至寶電腦興業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42.25% 

318 鴻方科技 公開發行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42.06% 

319 東碩資訊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141.02% 

335 聰泰科技開發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130.71% 

343 旭曜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124.76% 

344 日電貿 上市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24.39% 

345 家登精密工業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23.53% 

348 樺漢科技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120.94% 

350 康聯訊科技 興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18.68% 



 
 

355 訊映光電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113.77% 

357 鎧勝控股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113.34% 

367 長盛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08.01% 

371 弘塑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05.89% 

378 悅城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99.72% 

379 漢民微測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9.41% 

383 智崴資訊科技 上櫃 軟體 97.59% 

387 創傑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6.31% 

388 鈺寶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6.26% 

394 英特磊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2.82% 

400 新揚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1.01% 

407 基因國際生醫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87.44% 

410 和光光學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6.42% 

411 新鉅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6.26% 

413 寶聯通綠能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5.37% 

415 威潤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4.96% 

418 頂晶科技 上櫃 綠能科技 82.49% 

419 聯德控股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2.39% 

422 昂寶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1.17% 

423 譜瑞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0.80% 

425 同泰電子科技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80.62% 

429 德勝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79.92% 

430 台郡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79.88% 

431 倚強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8.15% 

434 振曜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77.08% 

440 雷笛克光學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6.09% 

444 研勤科技 上櫃 軟體 73.87% 

448 大立光電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71.63% 

450 光麗光電科技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70.93% 

451 信驊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0.56% 

452 視霸光學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70.53% 

454 天鈺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9.44% 

455 合世生醫科技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9.00% 

456 昕琦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8.71% 

457 天鉞電子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8.67% 



 
 

458 麗清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8.59% 

459 德英生物科技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7.50% 

462 浩鑫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66.47% 

463 達輝光電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6.22% 

465 榮創能源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5.27% 

467 波若威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5.08% 

472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4.65% 

473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4.13% 

475 怡利電子工業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76% 

476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3.31% 

477 彩富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29% 

478 宇加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20% 

479 柏登生醫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2.92% 

482 永生生技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2.43% 

483 陽程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1.90% 

484 誠創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1.49% 

489 華星光通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0.14% 

490 邑昇實業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0.06% 

493 旭隼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59.58% 

494 碩禾電子材料 上櫃 綠能科技 59.16% 

496 長天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59.04% 

498 數字科技 上櫃 網際網路 58.91% 

499 博磊科技 興櫃 網際網路 5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