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5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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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57 6,585.53 

去年同期 209,486 8,992.99 

增減金額 -54,429 -2,407.46 

增減百分比 -25.98 -26.77 

本年累計 155,057 6,585.53 

去年累計 209,486 8,992.99 

增減金額 -54,429 -2,407.46 

增減百分比 -25.98 -26.77 

本月換算匯率： ─ 23.544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449 

備註     

 

民國 105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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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71 5,545.44 

去年同期 165,303 7,115.17 

增減金額 -34,032 -1,569.73 

增減百分比 -20.59 -22.06 

本年累計 286,391 12,130.97 

去年累計 374,729 16,108.16 

增減金額 -88,338 -3,977.19 

增減百分比 -23.57 -24.69 

本月換算匯率： ─ 23.6720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083 

備註     

 
 
 



民國 105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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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89 7,127.31 

去年同期 191,217 8,410.03 

增減金額 -20,628 -1,282.72 

增減百分比 -10.79 -15.25 

本年累計 456,730 19,258.28 

去年累計 566,006 24,518.19 

增減金額 -109,276 -5,259.91 

增減百分比 -19.31 -21.45 

本月換算匯率： ─ 23.9343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158 

備註     

 

民國 105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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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62 5,123.64 

去年同期 165,267 7,155.70 

增減金額 -42,305 -2,032.06 

增減百分比 -25.60 -28.40 

本年累計 579,952 24,381.92 

去年累計 731,281 31,673.89 

增減金額 -151,329 -7,291.97 

增減百分比 -20.69 -23.02 

本月換算匯率： ─ 23.9992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863 

備註     

 
 
 



民國 105 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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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46 8,664.22 

去年同期 201,423 8,868.96 

增減金額 3,423 -204.74 

增減百分比 1.70 -2.31 

本年累計 785,088 33,046.14 

去年累計 932,950 40,542.85 

增減金額 -147,862 -7,496.71 

增減百分比 -15.85 -18.49 

本月換算匯率： ─ 23.642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575 

備註     

 

民國 105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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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00 7,884.01 

去年同期 271,804 11,843.75 

增減金額 -82,904 -3,959.74 

增減百分比 -30.50 -33.43 

本年累計 973,763 40,930.14 

去年累計 1,204,946 52,386.60 

增減金額 -231,183 -11,456.46 

增減百分比 -19.19 -21.87 

本月換算匯率： ─ 23.9596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908 

備註     

 
 
 



民國 105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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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85 8,330.59 

去年同期 161,909 7,127.96 

增減金額 35,176 1,202.63 

增減百分比 21.73 16.87 

本年累計 1,171,015 49,260.73 

去年累計 1,366,435 59,514.56 

增減金額 -195,420 -10,253.83 

增減百分比 -14.30 -17.23 

本月換算匯率： ─ 23.6580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716 

備註     

 

民國 105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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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57 5,262.53 

去年同期 137,484 5,905.37 

增減金額 -14,827 -642.84 

增減百分比 -10.78 -10.89 

本年累計 1,292,897 54,523.26 

去年累計 1,505,627 65,463.85 

增減金額 -212,730 -10,940.59 

增減百分比 -14.13 -16.71 

本月換算匯率： ─ 23.307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7130 

備註     

 
 
 



民國 105 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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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53 6,007.15 

去年同期 161,131 6,937.83 

增減金額 -22,678 -930.68 

增減百分比 -14.07 -13.41 

本年累計 1,430,758 60,530.41 

去年累計 1,665,980 72,357.75 

增減金額 -235,222 -11,827.34 

增減百分比 -14.12 -16.35 

本月換算匯率： ─ 23.0478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6368 

備註     

 

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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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53 5,770.04 

去年同期 160,975 6,919.57 

增減金額 -29,722 -1,149.53 

增減百分比 -18.46 -16.61 

本年累計 1,561,038 66,300.45 

去年累計 1,827,179 79,277.32 

增減金額 -266,141 -12,976.87 

增減百分比 -14.57 -16.37 

本月換算匯率： ─ 22.746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5449 

備註     

 
 
 



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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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 9,056.93 

去年同期 143,698 6,227.39 

增減金額 58,504 2,829.54 

增減百分比 40.71 45.44 

本年累計 1,765,517 75,357.37 

去年累計 1,970,919 85,504.71 

增減金額 -205,402 -10,147.34 

增減百分比 -10.42 -11.87 

本月換算匯率： ─ 22.3254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4285 

備註     

 

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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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84 7,153.35 

去年同期 167,113 7,174.66 

增減金額 -7,629 -21.31 

增減百分比 -4.57 -0.30 

本年累計 1,924,954 82,510.72 

去年累計 2,138,146 92,679.37 

增減金額 -213,192 -10,168.65 

增減百分比 -9.97 -10.97 

本月換算匯率： ─ 22.2951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3.3296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