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台灣入選德勤亞太高科技、高成長 Fast500 名單 

名次 公司名稱 三年營收 

成長率% 

市場別 產業 

1 碩禾 24694% 上櫃 光電 

10 晶積 1877% 興櫃 光電 

13 洋華 1773% 上市 光電 

28 新至陞 1001% 興櫃 電子零組件 

36 力士 823% 興櫃 半導體 

39 有成 807% 興櫃 光電 

47 友輝 677% 興櫃 光電 

64 國光生 513% 興櫃 生技醫療 

71 華燈 449% 興櫃 光電 

87 中天 374% 上櫃 生技醫療 

93 佳醫 350% 上市 生技醫療 

102 宏陽 312% 興櫃 半導體 

115 碩達 291% 興櫃 半導體 

117 奇美材 289% 興櫃 光電 

129 鼎翰 263% 上櫃 其他電子 

132 亞電 257% 興櫃 電子零組件 

138 先進光 249% 上櫃 光電 

151 穎台 236% 上市 光電 

156 聯勝 229% 興櫃 光電 

163 緯軟 225% 興櫃 資訊服務 

173 歐買尬 215% 興櫃 資訊服務 

176 盛弘 212% 上櫃 生技醫療 

177 嘉彰 210% 興櫃 光電 

185 研勤 200% 興櫃 資訊服務 

188 海華 196% 興櫃 通訊網路 

191 紅心 194% 興櫃 資訊服務 

205 新日光 181% 上市 光電 

235 政翔 168% 興櫃 光電 

242 佳營 164% 上櫃 電子通路 

250 宇峻 160% 上櫃 資訊服務 

251 驊宏資 159% 上櫃 資訊服務 



 
 

262 百辰 151% 興櫃 電子零組件 

279 萬國 144% 上市 電腦及週邊 

281 系微 143% 上櫃 資訊服務 

289 華廣 140% 上櫃 生技醫療 

297 光鋐科技 136% 興櫃 光電 

307 昱晶 130% 興櫃 光電 

318 泰博 125% 興櫃 生技醫療 

321 漢民微測 124% 興櫃 電子零組件 

323 益通 123% 公開發行 光電 

326 樂陞 120% 公開發行 資訊服務 

329 亞諾法 118% 上櫃 生技醫療 

334 穩懋 116% 上櫃 半導體 

336 冠德光電 116% 上市 光電 

347 聯昌 109% 公開發行 電子零組件 

357 信錦 104% 上櫃 電子零組件 

360 國眾 103% 上櫃 資訊服務 

372 中化生 99% 興櫃 生技醫療 

373 中探針 99% 上市 電子零組件 

374 健格 98% 興櫃 資訊服務 

376 精元 98% 上櫃 電腦及週邊 

377 寶島極 98% 上櫃 電子零組件 

378 夆典 98% 上櫃 其他電子 

385 華義 97% 上櫃 資訊服務 

389 艾笛森 95% 上櫃 光電 

391 凌耀 94% 公開發行 半導體 

397 緯創 91% 上市 電腦及週邊 

400 瑞鼎 88% 上櫃 半導體 

404 湧德電子 87% 興櫃 電子零組件 

413 網龍 83% 上櫃 資訊服務 

425 介面 79% 興櫃 光電 

428 富晶 78% 興櫃 半導體 

433 同致 77% 上櫃 電子零組件 

435 綠能 76% 興櫃 半導體 

441 群豐 75% 公開發行 半導體 

442 力旺 75% 上市 半導體 



 
 

444 華新科 75% 興櫃 電子零組件 

446 信音 74% 興櫃 電子零組件 

450 新東亞 73% 上市 半導體 

453 光洋科 72% 公開發行 其他電子 

459 事欣科 71% 上市 電腦及週邊 

461 久尹 71% 興櫃 光電 

465 光頡 70% 上櫃 電子零組件 

468 華星光通科技 70% 公開發行 光電 

469 英業達 70% 上櫃 電腦及週邊 

472 天鈺 69% 公開發行 半導體 

474 美磊 69% 興櫃 電子零組件 

475 得捷 69% 上櫃 資訊服務 

477 彥臣 68% 上市 生技醫療 

483 新應材 67% 上市 光電 

487 快特 66% 公開發行 其他電子 

488 葡萄王 66% 興櫃 生技醫療 

491 台灣汎生 65% 上市 生技醫療 

493 中美晶 64% 興櫃 半導體 

496 尚志 63% 上市 半導體 

497 三竹資訊 63% 上市 通訊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