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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八屆董事會成員簡介 

 

本公司董事會由11席董事組成，包含7席董事及4席獨立董事，任期3年，採公司

法第192條之1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本公司董

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帶領，透過董事會成員的多元性及專業性、提升本公司董

事會運作頻率以及加強董事會運作品質及效率，以落實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

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為目標。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專業背景請參考公司網

站揭示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董事長 海英俊 

主要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國際管理碩士 

主要經歷 G.E. Capital, Country Manager、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長暨執行長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台達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Delta Networks, Inc.董事 

台達電子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副董事長 柯子興 

主要學歷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 

主要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營運長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達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Inc.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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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Controls Inc.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董事 

達而泰(天津)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達電子(蕪湖)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郴州)有限公司董事長 

郴州台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達電子(江蘇)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鄭崇華 

主要學歷 成功大學電機系 

主要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 

台達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華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Inc.董事長 

Delta Electronics (H.K.) Limited 董事 

Fine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Fairview Assets Ltd. 董事 

Delta Networks, Inc. 董事 

Delta Networks Holding Limited 董事 

台達電子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達電子(江蘇)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達視訊(吳江)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鄭平 

主要學歷 美國加州 HAYWARD 大學企管系 

主要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裁暨中國區總裁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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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羽冠電腦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Delta Electronics (H.K.) Limited 董事 

Delta America Ltd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董事/顧問 

Delta Electronics Int’l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Delta Networks Holding Ltd.董事 

Delta Greentech SGP Pte. Ltd. 董事 

Boom Treasure Limited 董事 

Drake Investment (HK) Limited 董事 

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中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平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達電子零組件(吳江)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台達電子電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達電子(江蘇)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達視訊(吳江)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台達電子(郴州)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郴州台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達而泰(天津)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達電子(蕪湖)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浦環中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廣州埃墨勒施照明器具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張訓海 

主要學歷 中原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碩士 

主要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裁暨總經理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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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鋇泰電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nt’l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達而泰(天津)實業有限公司董事 

中達電子零組件(吳江)有限公司董事 

中達電子(蕪湖)有限公司董事 

台達電子(郴州)有限公司董事 

郴州台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台達電子(平潭)有限公司董事 

台達電子(西安)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張明忠 

主要學歷 中央大學高階主管企管碩士 

主要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電源系統事業群資深副總裁暨總經理 

兼任情形 無 

董事 鄭安 

主要學歷 美國 Santa Clara 大學電機工程碩士 

主要經歷 達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兼任情形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通訊基礎設施事業群資深副總裁暨總

經理 

立端科技股份有限司董事 

Delta Networks Inc.董事 

Delta Networks (HK) Limited 董事 

Delta Networks Holding Limited 董事 

Eltek AS 董事 

Eltek SGS Pvt Ltd 董事 

Eltek Power Incorporated 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Italy) S.r.l.董事 

Delta Electronics (Switzerland) AG 董事 

Delta Solutions (Finland) Oy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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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Greentech Electronics Industry LLC 董事 

達創科技(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福達新創通訊科技(廈門)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陳永清 

主要學歷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兼任情形 匯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獨立董事 趙台生 

主要學歷 淡江大學銀保系 

主要經歷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3M Taiwan Limited) 董事

長 

兼任情形 無 

獨立董事 彭宗平 

主要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博士 

主要經歷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主任、清華大學教務長、中國材料科學學

會理事長、元智大學校長 

兼任情形 無 

獨立董事 李吉仁 

主要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企業管理博士 

主要經歷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兼 EMBA 執行長 

兼任情形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