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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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86 7,031.21 

去年同期 145,168 6,363.92 

增減金額 11,118 667.29 

增減百分比 7.66 10.49 

本年累計 156,286 7,031.21 

去年累計 145,168 6,363.92 

增減金額 11,118 667.29 

增減百分比 7.66 10.49 

本月換算匯率： ─ 22.2277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2.2277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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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39 6,484.84 

去年同期 158,319 6,928.36 

增減金額 -17,780 -443.52 

增減百分比 -11.23 -6.40 

本年累計 296,626 13,516.05 

去年累計 303,475 13,292.28 

增減金額 -6,849 223.77 

增減百分比 -2.26 1.68 

本月換算匯率： ─ 21.6718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9462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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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34 7,599.61 

去年同期 159,733 7,018.35 

增減金額 1,701 581.26 

增減百分比 1.06 8.28 

本年累計 458,346 21,115.66 

去年累計 463,225 20,310.63 

增減金額 -4,879 805.03 

增減百分比 -1.05 3.96 

本月換算匯率： ─ 21.2422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7066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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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43 3,780.25 

去年同期 207,248 9,122.59 

增減金額 -127,305 -5,342.34 

增減百分比 -61.43 -58.56 

本年累計 536,855 24,895.91 

去年累計 670,629 29,433.22 

增減金額 -133,774 -4,537.31 

增減百分比 -19.95 -15.42 

本月換算匯率： ─ 21.1475 

本年累計換算匯

率： 
─ 21.5638 

備註 

新加坡政府因 covid-19 疫情實施阻斷措施，自 4/7

起非必要服務之工作場所(工程項目)關閉（至 6/1

止），故新加坡地區收入減少。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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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93 3,329.88 

去年同期 177,111 7,727.85 

增減金額 -106,418 -4,397.97 

增減百分比 -60.09 -56.91 

本年累計 606,750 28,225.78 

去年累計 847,695 37,161.07 

增減金額 -240,945 -8,935.29 

增減百分比 -28.42 -24.04 

本月換算匯率： ─ 21.2296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4961 

備註 

新加坡政府因 covid-19 疫情實施阻斷措施，自 4/7 起

非必要服務之工作場所(工程項目)關閉（至 6/1

止），故新加坡地區收入減少。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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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81 5,568.10 

去年同期 247,641 10,798.14 

增減金額 -129,760 -5,230.04 

增減百分比 -52.40 -48.43 

本年累計 724,588 33,793.88 

去年累計 1,094,988 47,959.21 

增減金額 -370,400 -14,165.33 

增減百分比 -33.83 -29.54 

本月換算匯率： ─ 21.1707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4413 

備註 
供應商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設備未能如期交

貨，故本期銷售較去年同期減少所致。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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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00 6,029.70 

去年同期 124,569 5,489.35 

增減金額 4,031 540.35 

增減百分比 3.24 9.84 

本年累計 853,223 39,823.58 

去年累計 1,219,253 53,448.55 

增減金額 -366,030 -13,624.97 

增減百分比 -30.02 -25.49 

本月換算匯率： ─ 21.3274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4252 

備註     

 
 



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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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81 6,674.37 

去年同期 140,678 6,229.33 

增減金額 3,603 445.04 

增減百分比 2.56 7.14 

本年累計 997,329 46,497.94 

去年累計 1,359,636 59,677.88 

增減金額 -362,307 -13,179.94 

增減百分比 -26.65 -22.09 

本月換算匯率： ─ 21.616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4491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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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01 7,542.88 

去年同期 157,935 7,019.90 

增減金額 1,966 522.98 

增減百分比 1.24 7.45 

本年累計 1,157,599 54,040.82 

去年累計 1,517,436 66,697.78 

增減金額 -359,837 -12,656.96 

增減百分比 -23.71 -18.98 

本月換算匯率： ─ 21.1990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4206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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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94 4,910.77 

去年同期 103,015 4,610.27 

增減金額 -121 300.50 

增減百分比 -0.12 6.52 

本年累計 1,259,978 58,951.60 

去年累計 1,619,380 71,308.04 

增減金額 -359,402 -12,356.44 

增減百分比 -22.19 -17.33 

本月換算匯率： ─ 20.9529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3730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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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21 5,003.27 

去年同期 175,247 7,846.00 

增減金額 -68,526 -2,842.73 

增減百分比 -39.10 -36.23 

本年累計 1,366,664 63,954.87 

去年累計 1,794,830 79,154.04 

增減金額 -428,166 -15,199.17 

增減百分比 -23.86 -19.20 

本月換算匯率： ─ 21.3301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3693 

備註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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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63 5,122.40 

去年同期 151,474 6,795.05 

增減金額 -42,711 -1,672.65 

增減百分比 -28.20 -24.62 

本年累計 1,475,335 69,077.27 

去年累計 1,946,119 85,949.09 

增減金額 -470,784 -16,871.82 

增減百分比 -24.19 -19.63 

本月換算匯率： ─ 21.2328 

本年累計換算匯率： ─ 21.3579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