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辦單位
Founded and produced by

指導單位
Supporters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



智慧劃時代 啟動新世紀

傅文芳 所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在世界政治角力與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全球的經濟與消費模式急轉彎，加速啟動
虛擬平臺與其因應的智慧AI與5G時代。同時，企業將站上最前線，商業競爭將演變為影
響國際局勢的重要戰場，更顯露出企業家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台灣在一直以來穩紮穩打
的經營下，將由國際中躍起，成為不可小覷的關鍵。企業家如何在後疫情時代，立基台
灣、綜觀國際，以智慧領導企業，發揮其影響力與領導力，擔任劃時代的啟航舵手，引
領下一個新世紀。

安永持續透過《安永企業家獎》的舉辦，截至今年共表彰了近百位的企業家，表揚以顛
覆性、革命性的創舉，持續改變人類的生活，創造出嶄新未來的企業家。《安永企業家
獎》讓全球企業家能夠在同一平臺上智慧交鋒，攜手促進台灣與世界前進，此理念更堅
定我們每年舉辦《安永企業家獎》的決心。

誠摯敬邀台灣各界企業家響應《安永企業家獎》，一同表彰台灣出類拔萃的優秀企業領
袖，將這些企業楷模的卓越表現及經歷廣泛傳揚，樹立台灣企業家的優異典範，齊力建
造一個更美好的商業世界與社會。

《安永企業家獎》在台耕耘十七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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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oppable intelligence to start a new epoch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17th Year unstoppable in Taiwa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political tug-of-war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 and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platforms and the ensuing era of 
smart AI and 5G. With the unstoppable force to fight and work, Taiwan will rise from the world stage and become a 
linchpin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entrepreneurs will establish a foundation in Taiwan 
to stand firm in the world, leading enterprises with intelligence, using their powers and leadership as the epoch-
making pioneers to lead us to the new century.

We have been honoring the entrepreneurs annually through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for 17 years. As of this 
year, the award has commended nearly a hundred entrepreneurs, praising those who continued to change human 
lives and create a new future by their disruptive and revolutionary initiatives.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sincerely invites entrepreneurs all over Taiwan to join us in recognizing those who not 
only contributed exceptionally to stability in Taiwan but also teamed up to br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Taiwan. We have 
great expectation that more entrepreneurs will join this positive force to build a better working world and society.

Andrew Fuh
Taiwan Managing Partner
Ernst &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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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難關，
並啟動劃時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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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企業家獎》是全球第一個表彰優秀企業家的國際性獎項，表揚以智慧和毅力創辦並成功經營企業的企業家。
自1986年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Milwaukee, Wisconsin）開辦以來，至今已邁入第34個年頭，並已延
伸至超過60個國家的145個城市參與。包括戴爾電腦的麥克  •  戴爾（Michael  Del l）、星巴克咖啡的霍華  •  休茲
（Howard Schultz）、雅虎的楊致遠（Jerry Yang）、亞馬遜網路書店的傑夫  •  貝佐斯（Jeff Bezos）、eBay 
拍賣網的皮耶  •  歐米迪亞（Pierre Omidyar）以及太陽劇團的蓋  •  拉里貝特（Guy Lal iberté）等近年來叱吒風
雲的新興企業家，都曾是《安永企業家獎》的得主。而來自中國的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於2009年於蒙地卡羅獲
得《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殊榮。

2005年，台灣開始舉辦《安永企業家獎》選拔，期許表彰創造並帶領企業持續成長及革新的卓越企業家，以推崇
他們的遠見、領袖風範和傑出成就來啟示社會。藉由參與這個具國際聲望的獎項，安永將台灣優秀的企業家提升至
世界級地位，讓他們與來自全球的成功企業家一起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Michael Dell , Dell
Howard Schultz, Starbucks 
Jerry Yang, Yahoo! 
Jeff Bezos, Amazon.com
Pierre Omidyar,  eBay
Guy Laliberté, Cirque du Soleil

《安永企業家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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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s are celebrated worldwide



︱︱7︱

全球《安永企業家獎》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s are celebrated worldwide

* 東部非洲包括肯亞，烏干達，盧安達，坦尚尼亞，衣索比亞和南蘇丹
  Eastern Africa countries include Kenya, Uganda, Rwanda, Tanzania, Ethiopia and South Sudan

* 中部非洲的法語區包括喀麥隆，查德，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剛果共和國
  French Speaking Central Africa countries included Cameroon, Chad, DR Congo and Republic of Congo

* 西部非洲的法語區包括貝南，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幾內亞，馬列，尼日，塞內加爾和多哥
  French Speaking West Africa countries include Benin, Burkina Faso, Cote D'lvoire, Guinea, Mali, Niger, Senegal and Togo

* 南部非洲包括安哥拉，波扎那，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南非，尚比亞和辛巴威
  Southern Africa countries include Angola, Botswana, Madagascar, Malawi, Mauritius, Mozambique, Namibia, South Africa, Zambia and Zimbabwe

* 西部非洲包括奈及利亞和迦納
  West Africa countries include Nigeria and Ghana

阿根廷
澳大利亞
奥地利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國
捷克共和國
丹麥
東非*
愛沙尼亞
芬蘭
法國
中部非洲法語區*

Argentina
Australia
Austria
Belgium
Brazil
Canada
Chile
China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astern Africa*
Estonia
Finland
France
French Speaking 
Central Africa*

French Speaking 
West Africa*
Georgia
Germany
Greece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Ireland
Israel
Italy
Japan
Jordan
Kazakhstan
Korea
Liechtenstein

Luxembourg
Malaysia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orway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Russia
Saudi Arabia
Serbia
Singapore
Slovak Republic
South Afric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aiwan
Turkey
Ukraine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Uruguay
Vietnam
West Africa*

西部非洲法語區*

喬治亞
德國
希臘
匈牙利
印度
印尼
愛爾蘭
以色列
義大利
日本
約旦
哈薩克
韓國
列支敦士登

盧森堡
馬來西亞
墨西哥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菲律賓
波蘭
葡萄牙
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
塞爾維亞
新加坡
斯洛伐克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台灣
土耳其
烏克蘭
英國
美國
烏拉圭
越南
西非*



《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
EY World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Global
recognition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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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 Keywell
2019 美國

Uptake Technologies, Inc.

EY World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TM 從2001年5月開始，各地的年度大獎得主皆被邀請參加《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與來自全球的
創業菁英，一同角逐《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桂冠。

Each year, the country/region winn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join the World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cademy. The winner of the 
World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is also announced and honored after the induction ceremony.

Cho Tak Wong
2009 中國 
Fuyao Glass Industry Group

Jean-Paul Clozel
2008 瑞士

Actelion Pharmaceuticals Ltd.

Guy Laliberté
2007 加拿大

Cirque du Soleil

Tony Tan Caktiong
2004 菲律賓

Jollibee Foods Corporation

Narayana Murthy
2003 印度

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

Wayne Huizenga
2005 美國

Huizenga Holdings Inc.

Paolo della Porta
2001 義大利

Saes Getters S.p.A.利

Stefan Vilsmeier
2002 德國

BrainLAB AG

Michael Spencer
2010 英國

ICAP plc

Bill Lynch
2006 南非

Imperial Holdings

Hamdi Ulukaya
2013 美國

Chobani, Inc.

James Mwangi
2012 肯亞

Equity Bank Limited

Olivia Lum
2011 新加坡

Hyflux Limited

Uday Kotak
2014 印度

Kotak Mahindra Bank

Mohed Altrad
2015 法國

Altrad

Manny Stul
2016 澳洲

Moose Enterprise Holdings & 
Controlled Entities

Murad AI-Katib
2017 加拿大

AGT Food and Ingredients Inc.

Rubens Menin
2018 巴西 
MRV Engenharia e Participações S.A.

Kiran Mazumdar-Shaw
2020 印度

Biocon



陳立恆 創辦人暨總裁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Franz Chen, Founder & CEO
Franz Collecti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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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思亮 董事長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
Steven Pan, Chairman
Silks Hotel Group

鄭崇華 榮譽董事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Bruce Cheng, Honorary Chairman
Delta Electronics, Inc.

台灣《安永企業家獎》歷屆年度大獎得主
Winners of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in Taiwan

吳敏求 董事長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Miin Wu, Chairman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郭智輝 董事長

崇越集團
J.W. Kuo, Chairman
TOPCO Group

陳其宏 董事長暨執行長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eter Chen, Chairman & CEO
Qisda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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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明 榮譽董事長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cott Ouyoung, Honorary Chairman
Globe Unio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徐承義 董事長

瓦城泰統集團
Charles Hsu, Chairman
TTFB Company Ltd.

林百里 董事長

廣達集團
Barry Lam, Chairman
Quanta Computer Inc.

劉金標 創辦人

巨大集團
King Liu, Founder
Giant Global Group

蔡政憲 董事長

訊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ris Tsai, Chairman
Bionet Corporation

李麗秋 董事長

特力集團
Judy Lee, Chairwoman
Test Rite Group

朱志洋 總　裁

友嘉集團
Jimmy Chu, Chairman
Fair Friend Group

王  煒 總經理

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James Wang, President & CEO
Sercomm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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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暨產業先鋒企業家獎得主
EY Country winner and Automation Forerunner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孫弘 董事長暨總裁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Houng Sun, Chairman & President
Mirle Automation Corp.

近10年以來，盟立在大型的智能化工廠的整合系統，著墨甚深，尤其在LCD面板整廠生產線的自動化系統，爭取到
一個專案訂單達到4億美金的規模，創造台灣自動化行業的最高紀錄。榮獲《安永企業家獎》是對我、全體董監事
及員工共同經營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31年的成果，一個重大的肯定與鼓勵。《安永企業家獎》自1986年開辦
以來，前後表揚超過上千名最成功及最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所以今天我可以獲得此一獎項，確實是一項特殊的榮
耀，謝謝評審的肯定，也謝謝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Mirle has made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large-scale Smart Facto-
ries. In particular, we obtained a USD 400 million contract for an automated, end-to-end LCD panel production 
line. This has set a new record for Taiwan’s automation industry.

Mirle Automation Corporation and I are greatly honored by the award for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It is 
a great prestige and recognition for the thirty-one-year effort and dedication by myself, my colleagues,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ince 1986, the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 has been bestowed upon more than a thousand leading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Today, it is indeed my privilege and honor to receive this awar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members, Ernst & Young, and the E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
tion for holding this event.

2020年《安永企業家獎》得主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2020 Taiwan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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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略先機企業家獎
Insightful Pioneer Entrepreneur 

陳鳳龍 董事長
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lbert F.L. Chen, Chairman
Chailease Holding Co,.LTD

「把最小做到最大」就是中租發展的核心策
略，我們做別人不想做的，做別人不會做的，
再把差異化做到極致，歷經40多年，公司資
產從成立第一年的新臺幣6億，迄今已成長逾
5,000億。感謝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讓我
有這個機會停下腳步，看看過去的自己與中
租，也想想未來的中租與我。再次謝謝《安永
企業家獎》的鼓勵，我想把這份肯定送給中租
控股與我一起打拼、一起努力往前進的全體同
仁！不忘初衷，我們要成為亞太地區卓越的財
務金融公司！

Making the best of the niche markets has 
been the cor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ailease Holding. We do what others are un-
willing and unable to do, and exploit the dif-
ferentiation strategy to the perfection.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company’s assets 
have grown from NT$600 mill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establishment to more than NT$500 
billion as of now.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Ernst & Young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stop and examine myself and 
Chailease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business 
oper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as well as 
in the future. I sincerely appreciate again 
the acknowledgment of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nd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recognition to all my colleagues of Chailease 
Holding who have worked and move forward 
diligently with me. 

優化再造企業家獎
Optimal Strategist Entrepreneur

李思賢 總經理
金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Frank Lee, President
CO-TECH Development Corp.

我也要特別感謝安永所舉辦的《安永企業家
獎》，以及評審委員們對我的肯定。在評審過
程中，委員們的提問與建議，帶給我很多的啓
發與反省，讓我對公司的未來發展有了更清楚
的方向！同時，我要感謝的是跟我一起打拼的
夥伴們，因為他們的卓越表現，金居才能夠轉
虧為盈，所以今天這個獎也是屬於他們的！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fulness to 
Ernest & Young for sponsoring EY Entrepre-
neur Of The Year award, as well as the judging 
panel for recognizing m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evaluation process, quite a few of 
the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raised 
up by judges, which inspired and helped me 
enrich our company’s value proposi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landscape. 
This accomplishmen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did alone,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s who 
deserve to share with this award.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recious teammates for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is challenge. Because of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brings the high vis-
ibility and reputation to Co-Tech in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 industry. 

精進突破企業家獎
Diligent Maverick Entrepreneur

黃騰龍 董事長
長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ng Lung Huang, Chairman
Sunrise Pacific Co., LTD

非常的榮幸獲得《安永企業家獎》，感謝評審
對於我們的肯定！謹代表一路與我一起經歷重
重難關卻始終攜手邁進，相互扶持、不畏險阻
的事業夥伴們，以及在我們的成長歷程中，看
著我們、耐心教導、給予我們支持鼓勵的貴人
及師長，以及與我們一起克服萬難，挑戰不可
能的供應商夥伴們，也期盼透過《安永企業家
獎》表彰企業家精神與風範，鼓勵更多優秀企
業家，成為推動社會向前的力量！也衷心祝福
這些優秀的企業家能夠在這波趨勢洪流中，乘
勢而起！

Through the Award, which is for commen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demeanor, I 
look forward to encouraging more outstand-
ing entrepreneurs to become a force that 
pushes society forward. We are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business part-
ners as well as our family of employees who 
have been with us all the way through many 
difficulties but always kept moving forward, 
supporting each other and did not hide from 
taking risk, and the people who have watched 
us, taught us patiently, gave us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during our growth process. 
In addition, many thanks to our suppliers who 
have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d 
the impossible with us. Finally, through 
the Award, which is for commen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demeanor, I look 
forward to encouraging more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to become a force that pushes 
society forward.

文創典傳企業家獎
Artistic Paradigm Entrepreneur

趙心綺 創辦人暨創意總監
昶鼎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Cindy Chao, Founder & Creative Director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 LTD

非常感謝安永將《安永企業家獎》頒發給一個
15年前滿懷熱情創立品牌、從客廳開始創業、
堅持「相信的力量」的我！而在公司成立15週
年之際，能獲頒2020《安永企業家獎》，更
是給了身為CEO的我莫大的肯定與激勵。我知
道，唯有不懈地堅持、做應該做的事，努力終
究會被看見！我的第一個15年，是為了生存而
創作；而邁向下一個15年，我將秉持「為創作
而創作」精神，希望能將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 打造為世界級的華人國際品牌！

Sincerely appreciate that EY gives the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 to me, 
who fifteen years ago started the business 
from her living room and established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 with great passion, 
persistence and belief. Just as the brand 
marks its fifteen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he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2020 
award comes as a big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me, the founder and 
CEO of the brand.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 I believe that doing what I must 
do and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are the 
only ways to be acknowledged. The first 15 
years of CINDY CHAO The Art Jewel were “to 
create to survive” and as we enter the next 
15 years, my status and mindset will very 
much be “to create for creation”.  We aim to 
build a world-class art jewel brand with Asian 
heritage in the coming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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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勢躍昇企業家獎
Rising Innovator Entrepreneur

呂谷清 董事長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Ken Lu, Chairman
Winmate Inc.

感謝《安永企業家獎》的肯定，秉持「互惠利
他」的經營理念，以完備的強固型工控電腦為
基礎、結合前瞻的技術及豐富的專案管理經
驗，領航數位經濟轉型，成為客戶最有價值與
最值得信賴的夥伴。以工匠精神，專注本業與
堅持穩定品質、準確交貨，以及迅速服務滿足
客戶需求。不忘初心，為國家、社會貢獻更多
的一己之力，為股東創造更好的價值，做世界
一流工控精品的公司。

We have also accumulated a complete range 
of patents and certification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which is 
part of our business philosophy – the idea of 
‘mutual cooperation’ as a base for synergy. 
With a complete line of rugged industrial 
products, combin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
cal know-how, a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and rich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Winmate is a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partner 
in the current age of digitization. By adopting 
a craftmanship-spirit, we aim to consistently 
provide and deliver high-quality products 
with swift servi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As Winmate aims to accomplish 
its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our country, our 
society, and to create value for our sharehold-
ers, the company is on the path of becoming 
the world’s leading industrial rugged solutions 
provider.

穩健共榮企業家獎
Coprosperity Leader Entrepreneur

吳春山 董事長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Chun Shun Wu, Chairman
Lee Ming Construction Co.,Ltd

麗明營造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堅守建築本位，貫
徹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承辦每一項任務，
以相同的態度我們完成了包含臺中國家歌劇院等
重大工程，也算是我們對社會盡一點心力。本公
司成立至今26年來，矢志成為同仁心目中「幸
福的企業」以及社會上「受人尊敬的企業」。

能夠獲得《安永企業家獎》這份榮耀，要感謝我
們公司全體同仁多年來共同努力，以及所有好朋
友、好業主、好長官的支持與肯定。爾後我仍然
會秉持得獎承諾，經營出更優質的企業，並帶領
同仁繼續投入更多社會面和永續的環保面。

Lee Ming Construction has been unwaver-
ing in every project it undertakes, adhering 
to the highest architectural standards and 
giving back to society. Completing such 
great feats of architecture as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with this ethos has been 
part of ou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Lee Ming 26 years ago, we 
have resolved to be seen in the eyes of our 
colleagues as a happy enterprise, and by 
society as a respected enterprise.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win this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 were it not for the col-
laborative efforts of all my colleagues in the 
company and the support and affirmation of 
my dear friends, clients and senior officials. 
I will continue to hold to these promises and 
better the company, leading my colleagues to 
contribute more to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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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劃時代   啟動新世紀
Unstoppable intelligence to start a new epoch
《安永企業家獎》在台灣自2005年舉辦至今，已邁入第17年，為彰顯台灣成就夢想、

改變未來的企業家精神，表揚以智慧和毅力創辦並成功經營企業的台灣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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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由產、官、學界翹楚所組成之獨立評審團嚴謹的選拔，確定最終得主名單。

獨立評審團
Independent judging panel

許士軍 博士
Paul S.C. Hsu, Ph.D.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理事長
Chairman
Chinese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Association

許士軍博士現任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及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是國內管理學

界地位最崇高的學者，研究領域廣及行銷、策略、組織、國際企業，並熟悉經濟、政治等

議題，視野寬廣，著作頗豐，深受社會推崇。

薛富盛 博士
Fuh-Sheng Shieu, Ph.D.

國立中興大學 校長
Presid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薛富盛博士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董事長、漢翔航空工業(
股)公司董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監事、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理事長、台灣中部科學園

區產學訓協會理事長。累計發表SCI期刊論文148篇，專書及專書論文7本，發明專利16件，曾

獲得許多國內外學術獎項，包含英國國際工程與科技學會、英國材料與礦冶學會、澳洲能源學

會會士及美國康乃爾大學傑出校友等榮譽。

周行一 博士
Edward H. Chow, Ph.D.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系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周行一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系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長期致力於

推廣正確的投資觀念及公司治理，經常發表專論，並為公私立機構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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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卓民 博士
Chwo-Ming Joseph Yu, Ph.D.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于卓民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授，曾經擔任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和

EMBA學程執行長。曾任教於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商學院、於史丹福大學商學院訪問及在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擔任客座教授，亦曾在鴻海精密工業公司服務，目前擔任元大期貨

之獨立董事。著作曾發表於十餘種國內、外學術期刊，如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Studies、Management Science及管理學報等。

陳立恆 先生
Franz Chen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總裁
Founder
Franz Collection Inc.

陳立恆總裁為2012《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陳立恆總裁投身國際禮品業達四十餘

年，從OEM到ODM，並於2001年自創品牌 - 法藍瓷，結合設計、生產、行銷與服務，推廣

品牌理念，創造出最具有文化創意競爭力的價值鏈。

朱炫璉 博士
Hsuan-Lien Chu, Ph.D.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系教授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朱炫璉教授為臺灣大學會計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教授兼進修暨推廣部主任、

亞太管理會計協會 Taiwan Chair、臺北市立醫療院所醫療基金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兼常務委

員、經濟部所屬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諮詢委員。歷任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系主任兼所

長、美國加州爾灣大學訪問學人、信義房屋顧問、國家考試院典試委員、證券櫃臺買賣中心

審議委員。

葉匡時 博士
Kuang S. Yeh, Ph.D.

中華大學 講座教授
Chair Professor
Chung-Hua University

葉匡時教授現任中華大學講座教授、亞太公私合夥建設(PPP)發展協會理事長、陽明山未

來學社理事長，曾任高雄市政府副市長、交通部長及政務次長、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政

治大學科智所教授、中山大學企管系教授、中華大學與復旦大學講座教授、長風文教基金

會執行長。也曾擔任桃園機場公司首任董事長，並為易遊網、燦星網兩家台灣網路旅遊領

導品牌的共同創辦人。在國內外發表多篇管理相關之著作及書籍，曾三次獲得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金書獎。



朱志洋 先生
Dr. Jimmy Chu

友嘉集團 總裁
Chairman
Fair Friend Group

朱志洋總裁為2016《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擁有「併購大王」美譽，於1979年創

立友嘉集團，初期代理日本神戶製鋼建設機械。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友嘉集團已成為一跨

國性集團，如今旗下擁有30多個品牌、近百家公司，50多處生產基地、分布在全世界10大
機械製造國，業務涵蓋工具機、產業設備與綠能等三大事業群，版圖橫跨台灣、中國大陸、

美國、日本、德國、義大利、瑞士與韓國等15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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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求 先生 
Dr. Miin Wu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執行長 
Chairman & CEO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吳敏求董事長為2018《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1989年創立旺宏電子，為台灣最早

推動自有品牌產品及技術的記憶體廠商。在他的帶領下，成為全球最大最先進的唯讀記憶體

及NOR型快閃記憶體領導公司。曾獲美國雜誌「亞洲最佳經理人」、電子買家「全球25位創

新企業總裁獎」、富比世雜誌封面人物及商業周刊「亞洲之星」，更獲頒交大、成大及清大

名譽博士、成大傑出校友、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社會教育貢獻獎等榮譽。

郭智輝 博士
J. W. Kuo, Ph.D.

崇越集團 董事長
Chairman 
TOPCO Group

郭智輝董事長為2017《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於1990年成立崇越科技，2003年
上市，投入半導體及電子產業，積極引進最新材料、製程技術、整合服務，並持續深化業

務，跨足環保綠能、食品科技、運動休閒等前瞻領域。多年力行企業社會責任，他於學術

發展、社會回饋、環境保護不遺餘力。2015年榮獲第9屆《國家卓越成就獎》、2017年受

頒《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肯定其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帶動企業成長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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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審團
Independent judging panel

孫弘 博士
Dr. Houng Su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總裁
Chairman
Mirle Automaiton Corp.

孫弘董事長為2020《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現任盟立自動化董事長暨總裁、盟

立自動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盟英科技董事長。1973年進入工業研究所，1989年自工

研院衍生成立「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台灣最具規模之自動化軟硬體產品及

系統服務公司。1992年榮獲十大傑出工程師獎、1993年至1999年獲選「台灣科學工業

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2016年榮膺第5屆工研院院士，對其於台灣工業自動

化產業的貢獻表示最高肯定。

陳其宏 先生
Peter Chen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執行長
Chairman & CEO 
Qisda Corporation

陳其宏董事長為2019《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目前為佳世達集團董事長。1991年以

研發工程師的身分加入明基(佳世達前身)，2014年接任總經理，設定「優化現有事業、擴大醫

療事業、加速解決方案和布局5G網通事業」四大方針轉型，以聯盟式策略籌組「聯合艦隊」，

以「放伴」概念帶動集團五年內營收成長三成、獲利增加五倍。致力打造幸福企業，透過各種

專案鼓勵創新；並擔任明基基金會董事，落實社會關懷和擴散影響力。

史孟康 先生
Mark Stocker

美商方策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執行總監
Managing Director 
DDG

史孟康先生為美商方策DDG顧問執行總監，美商方策顧問是位於台北和上海兩地提供全

方位品牌顧問服務的公司。史孟康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提升了數百間大中華區品牌的競爭

力，觀點常見於知名國內外媒體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和工商時報。更擔任經濟部工

業局、國立故宮博物院和經理人商學院邀請的講者。

賴杉桂 博士
Robert Lai, Ph.D.

崇越集團 副董事長
TOPCO Group 
Vice Chairman

賴杉桂博士現任崇越集團副董事長，曾任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ICSB(國際中小

企協會)總部理事長、ICSB(國際中小企協會)台灣分會理事長、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3職等處長、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等專業領域經歷。具備

經營長才的賴杉桂係企管博士，學有專精，長期耕耘於中小企業與服務業，更擔任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會議主席，對台灣中小企業之國際化、資訊化之

經營策略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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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業表現的終極指標、企業競賽的奧林匹克」，《安永企業家獎》一直以來堅持表揚卓越
的台灣企業家，持續為台灣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領導者。所有得主將在2021年11月26日的頒
獎典禮中接受表揚，其中的《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得主，將代表台灣，參加安永於隔年6月
舉行的《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評選，爭取《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的最高榮譽。

獎項的最終將由當屆獨立評審團，根據截止日期前收到提名的數量及質量做出最後決定。獲獎意
味著您的成就獲得了全球認可。目前，沒有任何其他同類型獎項能夠涵蓋如此廣泛、跨越如此眾
多的國家和地區。《安永企業家獎》希望藉由表彰傑出企業家，將其創業典範宣揚並傳承下去，
同時將台灣的成功創業及經營經驗帶入國際舞臺，提升獲獎企業在台灣及國際上的聲譽。從報名
到獲獎，參加《安永企業家獎》選拔的附加價值包括：

 • 成就獲得認可，建立國際級的人脈網絡
 • 優質的媒體宣傳與曝光，提升個人聲望與企業的市場行銷機會
 • 提升公司與個人在顧客、供應商與合資夥伴間的地位
 • 表彰公司團隊成就、提升員工士氣
 • 提升您在業內及廣泛社區團體中的品牌形象
 • 在國際舞臺行銷自己與企業的機會

2021年台灣《安永企業家獎》專案說明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Taiwan program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將公布於《安永企業家獎》網頁，本活動若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將於網頁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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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深信，世界的進步與改變，需要有遠見，並且能實踐的人。多年來，《安永企業家獎》尋找
的正是這些用理想改變人生與世界，用熱情實踐理念的企業家與領導者。歡迎您和我們一起尋找
他們，讓這些夢想家的卓越成就，被全世界看見。

任何與成功企業家相關的人士皆可推薦，包括顧問、廠商、銀行、律師、員工、顧客或家人；我
們更鼓勵企業家們自我推薦。畢竟，企業家們對自己的成就較其它任何人更為熟悉。提名表格中
的所有資料均將嚴格保密，並僅供安永及獨立評選團於評選過程中使用，唯有獲獎者的名單才會
予以公布。

凡符合以下資格的台灣企業家及專業經理人，均可參選角逐《安永企業家獎》與《安永新興創業
家獎》，被推薦人須符合的主要條件為：

• 設立於台灣的公司創辦人，目前尚擔任公司之高階主管，並主導公司近年的優良表現
• 現任的公司專業經理人，持續成功的經營企業且帶領企業順利轉型或創新突破
• 所經營企業之資本額新臺幣2億以上或年營業額新臺幣10億以上 （《安永新興創業家獎》參選
人不受此限 ）

參選資格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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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審團將透過嚴謹的選拔方式，確定最終獲獎者名單。

六大評選標準

 • 企業家精神
 • 財務績效表現及企業價值創造
 • 經營策略與發展方向
 • 對國家及全球的影響
 • 創新能力
 • 目標導向領導力、個人誠信及企業社會責任

評選程序
How the winners are chosen

《安永企業家獎》得主，皆由極具聲望的獨立評審團選出。評審團成員由擁有傑出成就與聲望的
商界菁英、研究學者、政府要員及歷屆得主共同組成。獨立評審團將以豐富的經驗與閱歷，選拔
出最符合《安永企業家獎》精神之企業家。《安永企業家獎》在台灣的評選活動採用與全球《安
永企業家獎》統一的評選標準，以確保全球所有候選人均能在公平的基礎上展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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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安永企業家獎》敬邀各界響應，參加或推舉出類拔萃的優秀企業領袖，
為台灣樹立優異企業家的典範。

2021年 活動

06月01日 2021《安永企業家獎》正式開跑，接受推薦
07月30日 推薦參選截止
9月-10月 獨立評選團-實地訪談
10月20日 2021《安永企業家獎》論壇
10月 獨立評選團 - 進行決審
11月26日 2021《安永企業家獎》頒獎晚宴

2022年 活動

6月                《安永世界企業家大獎》 頒獎典禮

重要日期
Key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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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rogram founded and produced globally by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
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
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
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
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
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
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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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安永企業家獎》
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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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安永企業家獎推薦表
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Nomination Form
本表可由被推薦人本人或其他人士填寫。然而，最終被推薦人須於本表指定欄目內簽署之正本，方為有效。本
表填妥後，連同其他報名／推薦應繳資料交回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地址載列於本表最後方。本表格上提供
的所有資料將絕對保密，並僅供安永及獨立評選團於評選過程中使用。

任何與成功企業家相關人士皆可推薦，包括顧問、廠商、銀行、律師、員工、顧客或家人；更歡迎自我推薦。

凡符合以下資格的台灣企業家及專業經理人，均可參選角逐《安永企業家獎》與《安永新興創業家獎》，被推
薦人須符合的主要條件為：

被推薦人資料 Nominee Profile

姓名（中文）：           職稱（中文）：

姓名（英文）：           職稱（英文）：

稱謂：□博士 □先生 □小姐 □女士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企業名稱（中文）：

企業名稱（英文）：

教育背景：

電子郵件：

企業地址：

企業網址：

聯絡人：           電話：

 • 設立於台灣的公司創辦人，目前尚擔任公司之高階主管，並主導公司近年的優良表現
 • 現任的公司專業經理人，持續成功的經營企業且帶領企業順利轉型或創新突破
 • 資本額新臺幣2億以上或年營業額新臺幣10億以上 （《安永新興創業家獎》參選人不受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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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料 Company

成立年度：　      產 業 別：　

上市年度：　      營業項目：　

股票代號：　      員工人數：　　

企業總部：      簽證會計師 /事務所：　

資本額：

全球分公司家數及所在地點：

全球合作夥伴及贊助企業：　

主要往來銀行：

　

董監事名單 Board of directors      

監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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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Financial data
（財務狀況於獨立評審團的評審過程中為一個重要的指標，請完整填寫，並請附上簽證財務報表佐證）

                           2021（1-3月）             2020                2019                   2018

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

（請以千元為單位）

營業額

營業費用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前淨利

稅後淨利

毛利率

股東權益

總資產

總負債

每股盈餘

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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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表現及企業價值創造 Value creation

經營策略與發展方向 Strategic direction

對國家及全球影響力 National and global impact



︱︱31︱

創新能力 Innovation

目標導向領導力 / 個人誠信 / 企業社會責任 Purpose-driven leadership

得獎紀錄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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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Recent news

推薦人Nominator（選填項目）

姓名（中文）：           職稱（中文）：

姓名（英文）：           職稱（英文）：

稱謂：□博士 □先生 □小姐 □女士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企業名稱（中文）：

企業名稱（英文）：

教育背景：

電子郵件：

企業地址：

企業網址：

聯絡人：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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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推薦表
請於2021年7月30日前，遞交填寫完成之推薦表及相關附件。
收件人：陳宣貝 經理  分機65184
地　址：11012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9樓
電　話：+ 886 2 2757 8888        傳真：+ 886 2 2757 6059

報名／推薦應繳資料
 • 敬請報名推薦表填寫完整後，務必提供電子檔案，以及具備被推薦人簽名之印刷正本，共兩款形式。 (電子檔案以
提交Word檔案為準，將再提供Word表格，並其中每評選標準與項目之內容，務必每項勿超過6頁)

 • 務必附上企業LOGO（jpg、tif 或 psd）
 • 務必附上企業最近3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可為電子檔案或複本）
 • 務必附上參選人之名片（可為電子檔案或正本）
 • 務必附上清楚之個人半身照片（規格詳見以下說明）
 • 可選擇性依據報名表內容附上其他事蹟證明相關文件影本或電子檔案（如品質認證證明書、獎項紀錄等）
 • 可選擇性附上企業相關介紹資料、簡介等

照片規格
請提供清楚之脫帽半身個人近照一張，須著正式服裝並為單一顏色之背景，照片須具備商業風格
照片規格：專業照片：（4”× 6”）
電子檔案：最少須1200 x 1500像素（300dpi，4”× 5”）
檔案格式：jpg, tif 或 psd

聲明及授權
本人謹此聲明，據本人所知悉，本推薦表內所提供的資料均屬確實及完整。本人同意，倘若本人獲選為《安永企業家
獎》之得主，本人願意授權安永在與《安永企業家獎》獎項與活動有關事項上，引用或發放本人的名字、公司名稱、及
以錄影或其它形式的媒體錄取本人的聲音及照片。本人同意，本人及本人所屬公司及相關單位，不可依此等用途申索任
何酬金或賠償。

被推薦人簽名                                                     日期                           
                         （被推薦人需親簽本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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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
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1 安永台灣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5757 
ED None     
本資料之編製僅為一般資訊目的，並非旨在成為可仰賴的會計、稅務或其他專業建
議。請聯繫您的顧問以獲取具體建議。

加入安永Line@生活圈
掃描QR code，獲取最新資訊

請聯繫我們
Program contacts
電話：+886 2 2757 8888  分機 65184
傳真：+886 2 2757 6059  陳宣貝 經理
信箱：marketing.events@tw.ey.com  

推薦表格請寄回
11012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9樓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
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
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
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關於安永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
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
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
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
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
瀏覽 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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