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64,897   62,110
去年同期   42,684   40,670
增減金額   22,213   21,440
增減百分比   52.04   52.72
本年累計   64,897   62,110
去年累計   42,684   40,670
增減金額   22,213   21,440
增減百分比   52.04   52.72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4,605   54,551
去年同期   47,815   47,619
增減金額   6,790   6,932
增減百分比   14.20   14.56
本年累計   119,502   116,661
去年累計   90,499   88,289
增減金額   29,003   28,372
增減百分比   32.05   32.14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3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60,369   58,386
去年同期   57,302   56,055
增減金額   3,067   2,331
增減百分比   5.35   4.16
本年累計   179,429   175,189
去年累計   147,801   144,357
增減金額   31,628   30,832
增減百分比   21.40   21.36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4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3,781   42,983
去年同期   56,847   56,017
增減金額   -13,066   -13,034
增減百分比   -22.98   -23.27
本年累計   223,210   218,171
去年累計   204,648   200,374
增減金額   18,562   17,797
增減百分比   9.07   8.88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5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60,146   54,411
去年同期   45,940   44,840
增減金額   14,206   9,571
增減百分比   30.92   21.34
本年累計   283,356   272,582
去年累計   250,588   245,216
增減金額   32,768   27,366
增減百分比   13.08   11.16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6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7,960   55,375
去年同期   46,538   45,799
增減金額   1,422   9,576
增減百分比   3.06   20.91
本年累計   331,317   327,957
去年累計   297,127   291,014
增減金額   34,190   36,943
增減百分比   11.51   12.69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7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6,591   44,199
去年同期   50,678   49,543
增減金額   -4,087   -5,344
增減百分比   -8.06   -10.79
本年累計   377,908   380,155
去年累計   347,798   340,567
增減金額   30,110   39,588
增減百分比   8.66   11.62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8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2,544   42,118
去年同期   44,730   40,049
增減金額   -2,186   2,069
增減百分比   -4.89   5.17
本年累計   420,452   422,273
去年累計   392,528   380,676
增減金額   27,924   41,597
增減百分比   7.11   10.93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09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9,683   42,748
去年同期   49,812   46,416
增減金額   -10,129   -3,668
增減百分比   -20.33   -7.90
本年累計   460,136   465,021
去年累計   442,340   427,092
增減金額   17,796   37,929
增減百分比   4.02   8.88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10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0,004   47,639
去年同期   43,323   36,248
增減金額   6,681   11,391
增減百分比   15.42   31.43
本年累計   510,140   512,659
去年累計   485,663   465,089
增減金額   24,477   47,570
增減百分比   5.04   10.23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1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60,218   58,599
去年同期   52,645   47,731
增減金額   7,573   10,868
增減百分比   14.39   22.77
本年累計   570,358   571,258
去年累計   538,308   512,820
增減金額   32,050   58,438
增減百分比   5.95   11.40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若發現資料有問題，請通知！

L10

松懋工
業

(上櫃公司) 松懋工業

民國 96 年 1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0,918   42,170
去年同期   48,683   48,595
增減金額   -7,765   -6,425
增減百分比   -15.95   -13.22
本年累計   611,276   613,428
去年累計   561,416   561,416
增減金額   49,860   52,012
增減百分比   8.88   9.26

未公告合併營業收入(採自願公告制)

1.各項增減百分比資訊，如數值逾越999999.99或分母為零（無法計算），則以
999999.99表示
 　2.金控公司長期投資按權益法認列之「投資利益」或「投資損失」應分別列於
損益表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
 　3.合併營業收入係將母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重複營收部分消除後所得數字。
 　4.自民國95年1月起,金融業之各項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淨額係
指「淨收益」。
 　5.自民國100年1月起,保險業之營業收入係以淨額申報，其營業收入項下之保險
收入係指「淨保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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