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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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22,445   22,233
去年同期   17,842   16,914
增減金額   4,603   5,319
增減百分比   25.80   31.45
本年累計   22,445   22,233
去年累計   17,842   16,914
增減金額   4,603   5,319
增減百分比   25.80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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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17,971   15,770
去年同期   31,141   30,704
增減金額   -13,170   -14,934
增減百分比   -42.29   -48.64
本年累計   40,416   38,003
去年累計   48,983   47,618
增減金額   -8,567   -9,615
增減百分比   -17.4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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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3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2,237   31,749
去年同期   38,390   29,961
增減金額   -6,153   1,788
增減百分比   -16.03   5.97
本年累計   72,653   69,752
去年累計   87,373   77,578
增減金額   -14,720   -7,826
增減百分比   -16.85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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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4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8,844   38,499
去年同期   48,618   45,582
增減金額   -9,774   -7,083
增減百分比   -20.10   -15.54
本年累計   111,497   108,250
去年累計   135,991   117,264
增減金額   -24,494   -9,014
增減百分比   -18.01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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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5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2,311   31,832
去年同期   62,217   61,935
增減金額   -29,906   -30,103
增減百分比   -48.07   -48.60
本年累計   143,807   140,068
去年累計   198,208   179,199
增減金額   -54,401   -39,131
增減百分比   -27.45   -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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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6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58,817   57,648
去年同期   40,657   40,140
增減金額   18,160   17,508
增減百分比   44.67   43.62
本年累計   202,625   197,715
去年累計   238,865   219,339
增減金額   -36,240   -21,624
增減百分比   -15.17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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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7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4,751   44,379
去年同期   36,147   34,170
增減金額   8,604   10,209
增減百分比   23.80   29.88
本年累計   247,376   242,094
去年累計   275,012   253,509
增減金額   -27,636   -11,415
增減百分比   -10.05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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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8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1,540   41,347
去年同期   20,544   20,034
增減金額   20,996   21,313
增減百分比   102.20   106.38
本年累計   288,916   283,441
去年累計   295,556   273,542
增減金額   -6,640   9,899
增減百分比   -2.25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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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09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20,984   20,592
去年同期   28,627   27,743
增減金額   -7,643   -7,151
增減百分比   -26.70   -25.78
本年累計   309,900   304,033
去年累計   324,183   301,286
增減金額   -14,283   2,747
增減百分比   -4.4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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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10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9,275   37,759
去年同期   18,180   17,344
增減金額   21,095   20,415
增減百分比   116.03   117.71
本年累計   349,175   341,791
去年累計   342,363   318,629
增減金額   6,812   23,162
增減百分比   1.99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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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11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35,901   35,680
去年同期   25,116   24,672
增減金額   10,785   11,008
增減百分比   42.94   44.62
本年累計   385,076   377,471
去年累計   365,830   343,290
增減金額   19,246   34,181
增減百分比   5.26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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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12 月

項目 開立發票總金額 營業收入淨額

本月   48,009   46,466
去年同期   27,792   23,712
增減金額   20,217   22,754
增減百分比   72.74   95.96
本年累計   433,085   423,936
去年累計   393,622   367,002
增減金額   39,463   56,934
增減百分比   10.03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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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