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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樣本公司各揭露項目平均得分數 

揭露項目 樣本公司平均得分數（分）

（共 426 家） 

甲、董監經理人之背景能力  
一、學歷與專業 董監事 經理人 

1. 學歷   
教育程度 0.942 0.833 
學校名稱 0.770 0.631 
學院名稱 0.540 0.401 
學系名稱 0.518 0.382 

2. 專業能力   
領有證照 0.001 0.004 
曾獲得獎項 0.001 0.001 

二、營運經驗 董監事 經理人 

1. 經歷   
目前其他兼任工作職位 0.986 0.96 
曾任職單位 0.384 0.376 
曾任部門 0.152 0.114 
曾任職頭銜 0.335 0.349 

2. 經驗年資   
年齡 0.000 0.000 
本職位就任年度 0.980 1.000 
曾任單位之任職年數 0.006 0.002 
相關產業經驗年數 0.002 0.000 

三、經營團隊名冊之完整性  
列出財會與稽核人員名冊資料 0.304 
列出除總、副總與財會、稽核以外之經理人員名冊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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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乙、董監經理人薪資酬勞  
一、董監事一般薪資酬勞  

1. 一般薪酬金額揭露方式明確性  
列出董監事薪酬金額（不論揭露形式） 0.986 
董監事按個人分別列示酬勞金額 0.944 

2. 一般薪酬種類與形式  
薪酬種類 0.146 
薪酬形式 0.000 

二、經理人一般薪資酬勞  
1. 薪酬收受者  
列出總經理 0.991 
列出副總經理 0.860 
揭露除總、副經理以外之其他經理人員 0.066 

2. 經理人一般薪酬金額揭露方式明確性  
列出酬勞金額（不論揭露形式） 0.981 
分別列示總經理與副總經理之薪資總額 0.930 
經理人員按個人列示薪資金額 0.707 
董事兼任經理人者，二職位薪酬分別列示 1.216 

3. 一般薪酬種類與形式  
薪酬種類 0.009 
薪酬形式 0.000 

三、董監經理人員其他酬勞揭露  
1. 其他酬勞揭露方式  

分別列示支領其他酬勞之董監經理人員姓名 0.678 
2. 其他酬勞之說明描述  
其他酬勞種類 0.681 
其他酬勞取得方式 0.681 
標的物價值或對價 1.751 
標的物之樣式 0.042 
標的物之新舊程度 0.106 
標的物之規格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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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揭露評分實例說明—                                

以數位春池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碼:2537)為例 

實例資料來源：數位春池90年度年報與財務報告 

(1)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總經理 白先敬 880510 陸軍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管理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董事 

 

執行副總經理 陳玉坤 881025 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祕書處處

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發包中心

主任 

中工建設開發公司副總經理 

中工建設開發公司總經理

中建發營造有限公司負責

人 

聯網應用處副

總經理 

夏承祖 900416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碩士 

偉大科技策略發展處處長 

中工電訊 

(股)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財務部 

經理 

曾金卿 850101 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理 

無 

系統工程開發

部經理 

黃守義 890221 科技城(股)公司行銷處長 無 

稽核室 

副理 

胡台風 880501 空中商專會計科結業 

多能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保固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專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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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改派日期) 

任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

之職務 

事 長 國慶投資(股)公司 

代 表 人 ： 白 先 敬 

 

88.05.10 3年 陸軍理工學院工業

工程管理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董事 

 

董 事 威京開發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沈慶京 

88.05.10 3年 省立基隆水產高級

職業學校 

中華工程(股)公司

董事長 

 

董 事 威京開發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劉玉玲 

88.05.10 3年 銘傳管理學院 

京華證券（股）公司

總經理 

 

京華城（股）公司副

董事長 

中華城（股）公司副

董事長 

 

董 事 國慶投資(股)公司 

代 表 人 ： 陳 玉 坤 

90.05.23 1年 東吳大學經濟系畢

業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祕書處處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發包中心主任

中工建設開發公司

副總經理 

中工建設開發公司

總經理 

中建發營造有限公

司負責人 

董 事 國慶投資(股)公司 

代 表 人 ： 林 貴 榮 

88.05.10 3年 法國巴黎UPA9建築

系研究所博士 

林貴榮建築師事務

所負責人 

董 事 吳 祖 亮 88.05.10 3年 中國市政專校建築

科 

東雲建設營建處長

京華城（股）公司副

總經理 

監 察 人 邱 永 裕 88.05.10 3年 淡江大學電算系 永光華金屬工業

（股）公司電腦室經

理 

監 察 人 威京開發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李仁 

90.04.27 1年 政治大學財稅系畢 威京開發投資(股)

公司財務部經理 

監 察 人 蘇 俊 逸 88.05.10 3年 省立基隆水產高級

職業學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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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酬勞                 單位：新台幣仟元 

 

 

 

 

 

 

 

 

 

 

 

 

 

酬勞 職稱 姓名 

90 年 

薪資、獎金等 其他酬勞 說明 

董事長 白先敬 $36 $3,788 奧迪一輛 該車成本

$2000

總經理 白先敬  

執行副總經理 陳玉坤 24 -  

副總經理 聶華生 1,020  

副總經理 夏成祖 887  

董事 威京開發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人：劉玉玲 

432

18

 

董事 法人代表人：沈慶京 3  

董事 國慶投資（股）公司法人

代表人：林貴榮 

288

165

 

董事 法人代表人：陳玉坤 24  

董事 法人代表人：姚浙生 12  

董事 法人代表人：白先敬 36  

董事 吳祖亮 165  

董事 邱永裕 165  

監察人 蘇俊逸  

監察人 威京開發投資（股）公司

法人代表人：劉玉玲 12

 

監察人 法人代表人：劉玉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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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年報及財務報告中資訊揭露內容，計算出數位春池各揭露項目得分數： 

揭露項目  
甲、董監經理人之背景能力  

一、學歷與專業 董監事 經理人 

1. 學歷   
教育程度 1 5/6 
學校名稱 1 5/6 
學院名稱 6/9 5/6 
學系名稱 6/9 5/6 

2. 專業能力   
領有證照 0 0 
曾獲得獎項 0 0 

二、營運經驗   
1. 經歷   
目前其他兼任工作職位 1 1 
曾任職單位 3/9 5/6 
曾任部門 2/9 4/6 
曾任職頭銜 3/9 5/6 

2. 經驗年資   
年齡 0 0 
本職位就任年度 1 1 
曾任單位之任職年數 0 0 
相關產業經驗年數 0 0 

三、經營團隊名冊之完整性  
列出財會與稽核人員名冊資料 1 
列出除總、副總與財會、稽核以外之經理人員名冊

資料 1 
乙、董監經理人薪資酬勞  

一、董監事一般薪資酬勞  
1. 一般薪酬金額揭露方式明確性  
列出董監事薪酬金額（不論揭露形式） 1 
董監事按個人分別列示酬勞金額 1 

2. 一般薪酬種類與形式  
薪酬種類 0 
薪酬形式 0 

二、經理人一般薪資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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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酬收受者  
列出總經理 1 
列出副總經理 1 
揭露除總、副經理以外之其他經理人員 0 

2. 經理人一般薪酬金額揭露方式明確性  
列出酬勞金額（不論揭露形式） 1 
分別列示總經理與副總經理之薪資總額 1 
經理人員按個人列示薪資金額 2 
董事兼任經理人者，二職位薪酬分別列示 2 

3. 一般薪酬種類與形式  
薪酬種類 0 
薪酬形式 0 

三、董監經理人員其他酬勞揭露  
1. 其他酬勞揭露方式  

分別列示支領其他酬勞之董監經理人員姓名 1 
2. 其他酬勞之說明描述  
其他酬勞種類 1 
其他酬勞取得方式 1 
標的物價值或對價 3 
標的物之樣式 1 
標的物之新舊程度 0 
標的物之規格 0 

揭露總得分 32.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