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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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91 4,456.04 

去年同期 155,057 6,585.53 

增減金額 -56,566 -2,129.49 

增減百分比 -36.48 -32.34 

本年累計 98,491 4,456.04 

去年累計 155,057 6,585.53 

增減金額 -56,566 -2,129.49 

增減百分比 -36.48 -32.34 

本月換算匯率： ─ 22.102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1029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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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61 5,224.21 

去年同期 131,271 5,545.44 

增減金額 -17,010 -321.23 

增減百分比 -12.96 -5.79 

本年累計 212,834 9,680.25 

去年累計 286,391 12,130.97 

增減金額 -73,557 -2,450.72 

增減百分比 -25.68 -20.20 

本月換算匯率： ─ 21.8713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9862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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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70 6,865.70 

去年同期 170,589 7,127.31 

增減金額 -21,419 -261.61 

增減百分比 -12.56 -3.67 

本年累計 362,344 16,545.95 

去年累計 456,730 19,258.28 

增減金額 -94,386 -2,712.33 

增減百分比 -20.67 -14.08 

本月換算匯率： ─ 21.726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8991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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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53 5,533.88 

去年同期 122,962 5,123.64 

增減金額 -3,409 410.24 

增減百分比 -2.77 8.01 

本年累計 481,884 22,079.83 

去年累計 579,952 24,381.92 

增減金額 -98,068 -2,302.09 

增減百分比 -16.91 -9.44 

本月換算匯率： ─ 21.603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8245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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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06 7,593.36 

去年同期 204,846 8,664.22 

增減金額 -39,440 -1,070.86 

增減百分比 -19.25 -12.36 

本年累計 647,359 29,673.20 

去年累計 785,088 33,046.14 

增減金額 -137,729 -3,372.94 

增減百分比 -17.54 -10.21 

本月換算匯率： ─ 21.7832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8164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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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07 7,014.61 

去年同期 188,900 7,884.01 

增減金額 -34,293 -869.40 

增減百分比 -18.15 -11.03 

本年累計 801,752 36,687.80 

去年累計 973,763 40,930.14 

增減金額 -172,011 -4,242.34 

增減百分比 -17.66 -10.36 

本月換算匯率： ─ 22.0405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8531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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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88 4,673.43 

去年同期 197,085 8,330.59 

增減金額 -92,697 -3,657.16 

增減百分比 -47.03 -43.90 

本年累計 906,684 41,361.23 

去年累計 1,171,015 49,260.73 

增減金額 -264,331 -7,899.50 

增減百分比 -22.57 -16.04 

本月換算匯率： ─ 22.3364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9212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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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31 4,608.84 

去年同期 122,657 5,262.53 

增減金額 -20,226 -653.69 

增減百分比 -16.49 -12.42 

本年累計 1,009,440 45,970.07 

去年累計 1,292,897 54,523.26 

增減金額 -283,457 -8,553.19 

增減百分比 -21.92 -15.69 

本月換算匯率： ─ 22.2252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9587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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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82 6,570.29 

去年同期 138,453 6,007.15 

增減金額 8,529 563.14 

增減百分比 6.16 9.37 

本年累計 1,156,080 52,540.36 

去年累計 1,430,758 60,530.41 

增減金額 -274,678 -7,990.05 

增減百分比 -19.20 -13.20 

本月換算匯率： ─ 22.3704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0037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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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85 5,804.79 

去年同期 131,253 5,770.04 

增減金額 -2,668 34.75 

增減百分比 -2.03 0.60 

本年累計 1,284,665 58,345.15 

去年累計 1,561,038 66,300.45 

增減金額 -276,373 -7,955.30 

增減百分比 -17.70 -12.00 

本月換算匯率： ─ 22.1513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0182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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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80 5,277.88 

去年同期 202,202 9,056.93 

增減金額 -84,522 -3,779.05 

增減百分比 -41.80 -41.73 

本年累計 1,402,468 63,623.03 

去年累計 1,765,517 75,357.37 

增減金額 -363,049 -11,734.34 

增減百分比 -20.56 -15.57 

本月換算匯率： ─ 22.2970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0434 

備註     

 
 

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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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28 4,836.37 

去年同期 159,484 7,153.35 

增減金額 -51,956 -2,316.98 

增減百分比 -32.58 -32.39 

本年累計 1,510,153 68,459.40 

去年累計 1,924,954 82,510.72 

增減金額 -414,801 -14,051.32 

增減百分比 -21.55 -17.03 

本月換算匯率： ─ 22.2331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0590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