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 1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124,587 5,342.00 

去年同期 142,072 6,021.00 

增減金額 -17,485 -679.00 

增減百分比 -12.31 -11.28 

本年累計 124,587 5,342.00 

去年累計 142,072 6,021.00 

增減金額 -17,485 -679.00 

增減百分比 -12.31 -11.28 

本月換算匯率： ─ 23.3236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3236 

備註     

 

 

103 年 2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159,374 6,767.00 

去年同期 185,711 7,847.00 

增減金額 -26,337 -1,080.00 

增減百分比 -14.18 -13.76 

本年累計 283,792 12,109.00 

去年累計 327,718 13,868.00 

增減金額 -43,926 -1,759.00 

增減百分比 -13.40 -12.68 

本月換算匯率： ─ 23.5516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4368 

備註     

 

 



103 年 3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209,735 8,816.22 

去年同期 175,658 7,400.00 

增減金額 34,077 1,416.22 

增減百分比 19.40 19.14 

本年累計 492,853 20,924.90 

去年累計 503,341 21,269.00 

增減金額 -10,488 -344.10 

增減百分比 -2.08 -1.62 

本月換算匯率： ─ 23.7897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532 

備註   
 

 

 

103 年 4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156,335 6,625.47 

去年同期 152,488 6,474.00 

增減金額 3,847 151.47 

增減百分比 2.52 2.34 

本年累計 649,199 27,550.37 

去年累計 655,774 27,743.00 

增減金額 -6,575 -192.63 

增減百分比 -1.00 -0.69 

本月換算匯率： ─ 23.5960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638 

備註   
 

 

 



103 年 5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146,456 6,212.65 

去年同期 178,559 7,607.00 

增減金額 -32,103 -1,394.35 

增減百分比 -17.98 -18.33 

本年累計 795,660 33,763.02 

去年累計 840,854 35,622.00 

增減金額 -45,194 -1,858.98 

增減百分比 -5.37 -5.22 

本月換算匯率： ─ 23.5738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660 

備註   
 

 

 

103 年 6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 

本月 142,707 6,024.34 

去年同期 143,646 6,139.00 

增減金額 -939 -114.66 

增減百分比 -0.65 -1.87 

本年累計 938,437 39,787.36 

去年累計 977,888 41,488.00 

增減金額 -39,451 -1,700.64 

增減百分比 -4.03 -4.10 

本月換算匯率： ─ 23.6883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860 

備註   
 

 

 



103 年 7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236,564 9,954.62 

去年同期 212,731 9,157.00 

增減金額 23,833 797.62 

增減百分比 11.20 8.71 

本年累計 1,176,907 49,741.98 

去年累計 1,190,613 50,645.00 

增減金額 -13,706 -903.02 

增減百分比 -1.15 -1.78 

本月換算匯率： ─ 23.7643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602 

備註   
 

 

 

103 年 8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232,153 9,687.73 

去年同期 163,534 7,054.00 

增減金額 68,619 2,633.73 

增減百分比 41.96 37.34 

本年累計 1,405,809 59,429.71 

去年累計 1,354,689 57,699.00 

增減金額 51,120 1,730.71 

增減百分比 3.77 3.00 

本月換算匯率： ─ 23.9636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552 

備註   
 

 

 



103 年 9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205,521 8,703.81 

去年同期 221,666 9,568.00 

增減金額 -16,145 -864.19 

增減百分比 -7.28 -9.03 

本年累計 1,611,378 68,133.52 

去年累計 1,576,980 67,267.00 

增減金額 34,398 866.52 

增減百分比 2.18 1.29 

本月換算匯率： ─ 23.6128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502 

備註     

 

 

103 年 10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243,785 10,241.43 

去年同期 181,474 7,792.00 

增減金額 62,311 2,449.43 

增減百分比 34.34 31.44 

本年累計 1,854,787 78,374.95 

去年累計 1,758,393 75,055.00 

增減金額 96,394 3,319.95 

增減百分比 5.48 4.42 

本月換算匯率： ─ 23.803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653 

備註     

 

 



103 年 11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176,991 7,430.09 

去年同期 193,291 8,340.00 

增減金額 -16,300 -909.91 

增減百分比 -8.43 -10.91 

本年累計 2,031,828 85,805.04 

去年累計 1,951,856 83,395.00 

增減金額 79,972 2,410.04 

增減百分比 4.10 2.89 

本月換算匯率： ─ 23.820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798 

備註     

 

 

103 年 12 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新台幣 功能性貨幣(新加坡幣) 

本月 327,342 13,626.23 

去年同期 140,932 6,084.00 

增減金額 186,410 7,542.23 

增減百分比 132.27 123.97 

本年累計 2,357,300 99,431.27 

去年累計 2,092,440 89,479.00 

增減金額 264,860 9,952.27 

增減百分比 12.66 11.12 

本月換算匯率： ─ 24.022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079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