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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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5,744   43,895
去年同期   64,897   62,110
增減金額   -19,153   -18,215
增減百分比   -29.51   -29.33
本年累計   45,744   43,895
去年累計   64,897   62,110
增減金額   -19,153   -18,215
增減百分比   -29.51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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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1,796   31,047
去年同期   54,605   54,551
增減金額   -22,809   -23,504
增減百分比   -41.77   -43.09
本年累計   77,540   74,942
去年累計   119,502   116,661
增減金額   -41,962   -41,719
增減百分比   -35.11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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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3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0,038   50,556
去年同期   60,369   58,386
增減金額   -10,331   -7,830
增減百分比   -17.11   -13.41
本年累計   127,578   125,499
去年累計   179,429   175,189
增減金額   -51,851   -49,690
增減百分比   -28.90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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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4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9,266   56,886
去年同期   43,781   42,983
增減金額   15,485   13,903
增減百分比   35.37   32.35
本年累計   186,844   182,385
去年累計   223,210   218,171
增減金額   -36,366   -35,786
增減百分比   -16.2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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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5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62,410   62,351
去年同期   60,146   54,411
增減金額   2,264   7,940
增減百分比   3.76   14.59
本年累計   249,254   244,736
去年累計   283,356   272,582
增減金額   -34,102   -27,846
增減百分比   -12.04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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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6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3,169   40,540
去年同期   47,960   55,375
增減金額   -4,791   -14,835
增減百分比   -9.99   -26.79
本年累計   292,423   285,276
去年累計   331,317   327,957
增減金額   -38,894   -42,681
增減百分比   -11.74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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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7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1,471   40,627
去年同期   46,591   44,199
增減金額   -5,120   -3,572
增減百分比   -10.99   -8.08
本年累計   333,894   325,902
去年累計   377,908   380,155
增減金額   -44,014   -54,253
增減百分比   -11.65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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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8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1,360   50,536
去年同期   42,544   42,118
增減金額   8,816   8,418
增減百分比   20.72   19.99
本年累計   385,255   376,438
去年累計   420,452   422,273
增減金額   -35,197   -45,835
增減百分比   -8.37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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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09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8,402   57,541
去年同期   39,683   42,748
增減金額   18,719   14,793
增減百分比   47.17   34.61
本年累計   443,656   433,979
去年累計   460,136   465,021
增減金額   -16,480   -31,042
增減百分比   -3.58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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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10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72,323   68,392
去年同期   50,004   47,639
增減金額   22,319   20,753
增減百分比   44.63   43.56
本年累計   515,980   502,371
去年累計   510,140   512,659
增減金額   5,840   -10,288
增減百分比   1.1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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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1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18,880   17,734
去年同期   60,218   58,599
增減金額   -41,338   -40,865
增減百分比   -68.65   -69.74
本年累計   534,860   520,105
去年累計   570,358   571,258
增減金額   -35,498   -51,153
增減百分比   -6.22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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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年 1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7,105   36,916
去年同期   40,918   42,170
增減金額   -3,813   -5,254
增減百分比   -9.32   -12.46
本年累計   571,965   557,021
去年累計   611,276   613,428
增減金額   -39,311   -56,407
增減百分比   -6.43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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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