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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刊印日期︰中華民國一○一年五月二十四日 

查詢年報網址：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本公司網址：http://www.yungtay.com.tw 



一、發言人、代理發言人姓名、職稱、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蔡鋒杰 代理發言人：林東昇 

職  稱︰經營管理處副總經理 職   稱︰經營管理處協理 

電  話︰(02)27172217 分機 270 電  話︰(02)27172217 分機 280 

電子郵件信箱: brightfc@yungtay.com.tw 電子郵件信箱: tsheng@yungtay.com.tw 

二、總公司、分公司、工廠之地址及電話︰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總    公    司 台北市復興北路 99 號 11樓 (02)2717-2217 

桃    園    廠 桃園市春日路 1314 巷 29 號 (03)325-4161 

大樓系統分公司 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 63 巷 54弄 6 號 (02)2709-3355 

桃 園 分 公 司 桃園市春日路 1352 號 (03)317-1879 

台 中 分 公 司 台中市東興路二段 98 號 (04)2472-7878 

台 南 分 公 司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路 786 號 (06)233-7653 

高 雄 分 公 司 高雄市大順三路 200 號 (07)761-5161 

 

三、辦理股票過戶機構︰ 

名  稱︰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北市復興北路 99 號 11樓 

電  話︰(02)2717-2217 

網  址：http://www.yungtay.com.tw 

 

四、最近年度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姓  名︰陳仁基、張育堯 

事務所名稱︰建昇財稅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台北市南京東路五段 108 號 13樓 

電  話︰(02)2762-2258 

網  址：http://www.russellbedford.com.tw 

 

五、海外有價證券掛牌之交易場所及查詢資訊方式: 無 

六、公司網址︰http://www.yungt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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