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修改後內容說明: 

欄位描述 組別 
公司                                                             
年/月                                                            
合併(Y/N)                                                        
幣別                                                             
公告日                                                           
  現金及約當現金                                               資產負債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避險之金融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合約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應收帳款及票據                                               資產負債表      
  其他應收款                                                   資產負債表      
  資金貸予他人－流動                                           資產負債表      
  存貨                                                         資產負債表      
  生物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預付費用及預付款                                             資產負債表      
  應收代理店款                                                 資產負債表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當期所得稅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資產負債表      
  其他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避險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合約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資產負債表      
  預付投資款                                                   資產負債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資產負債表      
    商譽淨額                                                   資產負債表      
    特許權                                                     資產負債表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資產負債表      
    其他無形資產淨額                                           資產負債表      
  商譽及無形資產合計                                           資產負債表      
  遞延資產合計                                                 資產負債表      
    遞延借項－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資產負債表      
    預付設備款                                                 資產負債表      
    長期預付租金                                               資產負債表      
    生物資產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資產負債表      
  其他非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非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資產總額                                                       資產負債表      
  短期借款                                                     資產負債表      
  應付商業本票∕承兌匯票                                       資產負債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避險之金融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合約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應付帳款及票據                                               資產負債表      
  其他應付款                                                   資產負債表      
  當期所得稅負債                                               資產負債表      
  負債準備－流動                                               資產負債表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資產負債表      
  其他金融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資產負債表      
  特別股負債－流動                                             資產負債表      
  應付代理店款                                                 資產負債表      
  其他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避險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合約負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特別股負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應付公司債－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銀行借款－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其他長期借款－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負債準備－非流動                                             資產負債表      
  遞延貸項                                                     資產負債表      
  應計退休金負債                                               資產負債表      
  遞延所得稅                                                   資產負債表      
  其他非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非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負債總額                                                       資產負債表      
    普通股股本                                                 資產負債表      
    特別股股本                                                 資產負債表      
    預收股款                                                   資產負債表      
    待分配股票股利                                             資產負債表      
    換股權利證書                                               資產負債表      
  股本                                                         資產負債表      
  資本公積合計                                                 資產負債表      
    法定盈餘公積                                               資產負債表      
    特別盈餘公積                                               資產負債表      
    未分配盈餘                                                 資產負債表      
  保留盈餘                                                     資產負債表      
  其他權益                                                     資產負債表      
  庫藏股票帳面值                                               資產負債表      
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資產負債表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資產負債表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資產負債表      
非控制權益                                                     資產負債表      
股東權益總額                                                   資產負債表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資產負債表      
  營業收入毛額                                                 損益表    
營業收入淨額                                                   損益表    
  銷貨成本                                                     損益表    
營業成本                                                       損益表    
營業毛利                                                       損益表    
聯屬公司已（未）實現銷貨利益                                   損益表    
已實現銷貨毛利                                                 損益表    
營業費用                                                       損益表    
  推銷費用                                                     損益表    
  管理費用                                                     損益表    



  研究發展費                                                   損益表    
  其他費用                                                     損益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營業費用                           損益表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損益表    
營業利益                                                       損益表    
  利息收入                                                     損益表    
  租金收入                                                     損益表    
  權利金收入                                                   損益表    
  股利收入                                                     損益表    
  廉價購買收益                                                 損益表    
  違約金收入                                                   損益表    
  預期信用減損利益                                             損益表    
  沖銷逾期應付帳款利益                                         損益表    
  補助收益                                                     損益表    
  其他收入－其他                                               損益表    
其他收入                                                       損益表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損益表    
  處分投資利益                                                 損益表    
  外幣兌換利益                                                 損益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利益                 損益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                               損益表    
  避險工具之利益                                               損益表    
  資產評價利益                                                 損益表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損益表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損益表    
  賠償收入                                                     損益表    
  買回公司債利益                                               損益表    
  停工損失                                                     損益表    
  合約損失                                                     損益表    
  賠償損失                                                     損益表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損益表    
  處分投資損失                                                 損益表    
  外幣兌換損失                                                 損益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損失                 損益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損益表    
  避險工具之損失                                               損益表    
  資產評價損失                                                 損益表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損益表    
  資產減損損失                                                 損益表    
  買回公司債損失                                               損益表    
  其他利益及損失－其他                                         損益表    
其他利益及損失                                                 損益表    
  利息支出                                                     損益表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損益表    
  財務成本－其他                                               損益表    
財務成本                                                       損益表    
採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損益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損益表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淨損益                             損益表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益                                           損益表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其他                                         損益表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損益表    
稅前淨利                                                       損益表    
所得稅費用                                                     損益表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損益表    



停業單位損益                                                   損益表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損益表    
其他損益調整項－非常項目及累計影響數                           損益表    
合併總損益                                                     損益表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不動產重估價之利益（損失）－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不重分－OCI    損益表    
    待售待分業主非流資（處分群組）直接相關權益－不重分－OCI    損益表    
    透過 FVOCI衡量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避險工具之損益－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份額－不重分－OCI    損益表    
    其他綜合損益－其他－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不重分類－OCI          損益表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OCI                                    損益表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可重分類－OCI          損益表    
    待售待分業主非流資（處分群組）直接相關權益－可重分－OCI    損益表    
    透 FVOCI衡量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可重分類－OCI       損益表    
    避險工具之損益－可重分類－OCI                              損益表    
    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可重分－OCI    損益表    
    其他綜合損益－其他－可重分類－OCI                          損益表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可重分類－OCI          損益表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OCI                              損益表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綜合損益淨額－OCI                      損益表    
其他綜合損益－OCI                                              損益表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損益表    
歸屬母公司淨利（損）                                           損益表    
歸屬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損益表    
歸屬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損益表    
綜合損益歸屬母公司                                             損益表    
綜合損益歸屬非控制權益                                         損益表    
綜合損益歸屬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損益表    
每股盈餘                                                       損益表    
加權平均股數                                                   損益表    
發放特別股股息                                                 損益表    
常續性稅後淨利                                                 損益表    
  庫藏股數－母公司                                             損益表    
  庫藏股數－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或其他                         損益表    
庫藏股數（母持及子持母）                                       損益表    
   稅前淨利－CFO                                               現金流量表    
   折舊－CFO                                                   現金流量表    
   攤提－CFO                                                   現金流量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淨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存貨跌價損失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利息支出－CFO                                               現金流量表    
   存貨盤（盈）虧及報廢－CFO                                   現金流量表    
   利息收入－CFO                                               現金流量表    
   股利收入－CFO                                               現金流量表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CFO                                   現金流量表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份額－CFO                 現金流量表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份額－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收益－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投資損失－CFO                                           現金流量表    
   處分投資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金融商品減損損失－CFO                                       現金流量表    
   金融商品減損迴轉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資產減損損失－CFO                                           現金流量表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買回公司債損失（利益）－CFO                                 現金流量表    
   提列各項準備－CFO                                           現金流量表    
   回轉各項準備－CFO                                           現金流量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避險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其他應收帳款（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存貨（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預付款（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生物性資產（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避險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O                               現金流量表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CFO－CFO                                現金流量表    
   提列員工退休金準備－CFO                                     現金流量表    
   支付員工退休金－CFO                                         現金流量表    
   利息收現－CFO                                               現金流量表    
   收取股利－CFO                                               現金流量表    
   支付利息－CFO                                               現金流量表    
   支付股利－CFO                                               現金流量表    
   退還（支付）所得稅－CFO                                     現金流量表    
   調整項（出貨）－CFO                                         現金流量表    
 來自營運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CFI                                   現金流量表    
   新增投資－CFI                                               現金流量表    
   出售投資－CFI                                               現金流量表    
   購置不動產廠房設備（含預付）－CFI                           現金流量表    
   處分不動產廠房設備（含預付）－CFI                           現金流量表    
   投資性不動產出售（購買）－CFI                               現金流量表    
   無形資產（增加）減少－CFI                                   現金流量表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CFI                               現金流量表    
   購併他公司支付現金淨額－CFI                                 現金流量表    
   取得購併公司現金－CFI                                       現金流量表    
   處分子公司現金流出－CFF                                     現金流量表    
   收到利息－CFI                                               現金流量表    
   收到股利－CFI                                               現金流量表    
   退還（支付）所得稅－CFI                                     現金流量表    
   調整項（出貨）－CFI                                         現金流量表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發行公司債－CFF                                             現金流量表    



   償還公司債－CFF                                             現金流量表    
   舉借長期借款－CFF                                           現金流量表    
   償還長期借款－CFF                                           現金流量表    
   發行特別股負債－CFF                                         現金流量表    
   償還長特別股負債－CFF                                       現金流量表    
   庫藏股票減少（增加）－CFF                                   現金流量表    
   現金增（減）資－CFF                                         現金流量表    
   行使員工認股權－CFF                                         現金流量表    
   支付現金股利－CFF                                           現金流量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非控制權益增加（減少）－CFF                                 現金流量表    
   取得子公司股權－CFF                                         現金流量表    
   處分子公司股權－CFF                                         現金流量表    
   支付利息－CFF                                               現金流量表    
   退還（支付）所得稅－CFF                                     現金流量表    
   調整項（出貨）－CFF                                         現金流量表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匯率影響數                                                    現金流量表    
 本期產生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流量表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流量表    
ROA(C)稅前息前折舊前                                           財務比率 
ROA(A)稅後息前                                                 財務比率 
ROA(B)稅後息前折舊前                                           財務比率 
ROE(A)─稅後                                                   財務比率 
ROE(B)─常續利益                                               財務比率 
營業毛利率                                                     財務比率 
已實現銷貨毛利率                                               財務比率 
營業利益率                                                     財務比率 
稅前淨利率                                                     財務比率 
稅後淨利率                                                     財務比率 
業外收支/營收                                                  財務比率 
常續利益率--稅後                                               財務比率 
員工人數                                                       財務比率 
營業費用率                                                     財務比率 
用人費用率                                                     財務比率 
研究發展費用率                                                 財務比率 
呆帳費用率                                                     財務比率 
現金流量比率                                                   財務比率 
有息負債利率                                                   財務比率 
稅率(A)                                                        財務比率 
稅率(B)%                                                       財務比率 
每股淨值(F)(TSE公告數)                                         財務比率 
常續性 EPS                                                      財務比率 
每股現金流量                                                   財務比率 
每股營業額(元)                                                 財務比率 
每股營業利益(元)                                               財務比率 
每股稅前淨利(元)                                               財務比率 
每股綜合損益                                                   財務比率 
營收成長率                                                     財務比率 
營業毛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已實現銷貨毛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營業利益成長率                                                 財務比率 



稅前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稅後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經常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常續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總資產成長率                                                   財務比率 
淨值成長率                                                     財務比率 
總資產報酬成長率                                               財務比率 
營收變動率                                                     財務比率 
營業利益變動率                                                 財務比率 
淨利變動率(單季)                                               財務比率 
稅前盈餘變動率                                                 財務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                                                  財務比率 
現金再投資%                                                    財務比率 
流動比率                                                       財務比率 
速動比率                                                       財務比率 
總負債/總淨值                                                  財務比率 
負債比率％                                                     財務比率 
淨值/資產                                                      財務比率 
長期資金適合率(A)                                              財務比率 
借款依存度                                                     財務比率 
或有負債/淨值                                                  財務比率 
存貨及應收帳款/淨值                                            財務比率 
總資產週轉次數                                                 財務比率 
應收帳款週轉次                                                 財務比率 
平均收帳天數                                                   財務比率 
存貨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平均售貨天數                                                   財務比率 
固定資產週轉次數                                               財務比率 
淨值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應付帳款付現天數                                               財務比率 
淨營業週期(日)                                                 財務比率 
每人營收                                                       財務比率 
每人營業利益                                                   財務比率 
每人配備率                                                     財務比率 
 



附件二調整前內容: 

欄位描述 組別 

公司                                                             
年/月                                                            
合併(Y/N)                                                        
幣別                                                             
 現金及約當現金 資產負債表      
 短期投資 資產負債表      
 應收帳款及票據 資產負債表      
 其他應收款 資產負債表      
 短期借支 資產負債表      
 存貨 資產負債表      
 在建工程 資產負債表      
 預付費用及預付款 資產負債表      
 其他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流動資產 資產負債表      
長期投資 資產負債表      
 土地成本 資產負債表      
 房屋及建築成本 資產負債表      
 機器及儀器設備成本 資產負債表      
 其他設備成本 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重估增值 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累計折舊 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損失準備 資產負債表      
 未完工程及預付款 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 資產負債表      
 遞延資產 資產負債表      
 無形資產 資產負債表      
 什項資產 資產負債表      
其他資產 資產負債表      
資產總額 資產負債表      
 短期借款 資產負債表      
 應付商業本票 資產負債表      
 應付帳款及票據 資產負債表      
 應付費用 資產負債表      
 預收款項 資產負債表      
 其他應付款 資產負債表      
 應付所得稅 資產負債表      
 一年內到期長期負債 資產負債表      
 其他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流動負債 資產負債表      
長期負債 資產負債表      
 遞延貸項 資產負債表      
 退休金準備 資產負債表      
 遞延所得稅 資產負債表      
 土地增值稅準備 資產負債表      
 各項損失準備 資產負債表      
 什項負債 資產負債表      
其他負債及準備 資產負債表      
負債總額 資產負債表      
 普通股股本 資產負債表      
 特別股股本 資產負債表      
 預收股款 資產負債表      



 增資準備 資產負債表      
 資本公積 資產負債表      
 法定盈餘公積 資產負債表      
 特別盈餘公積 資產負債表      
 未分配盈餘 資產負債表      
 長期投資評價損失 資產負債表      
 外幣換算調整數 資產負債表      
 庫藏股票 資產負債表      
股東權益總額 資產負債表      
少數股權 資產負債表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資產負債表      
營業收入淨額 損益表    
營業成本 損益表    
營業毛利 損益表    
聯屬公司已(未)實現銷 損益表    
已實現銷貨毛利 損益表    
營業費用 損益表    
營業費用─推銷費用 損益表    
營業費用─管理費用 損益表    
營業費用─研究發展 損益表    
營業利益 損益表    
利息收入 損益表    
投資收入／股利收入 損益表    
處分投資利得 損益表    
處分資產利得 損益表    
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損益表    
金融負債評價利益 損益表    
其他評價利益 損益表    
金融商品減損迴轉 損益表    
減損迴轉利益 損益表    
存貨跌價損失回轉 損益表    
兌換盈益 損益表    
其他收入 損益表    
營業外收入合計 損益表    
利息支出 損益表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損益表    
投資損失 損益表    
處分投資損失 損益表    
處分資產損失 損益表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損益表    
金融負債評價損失 損益表    
其他評價損失   損益表    
金融商品減損損失 損益表    
減損損失 損益表    
兌換損失 損益表    
存貨評價損失 損益表    
其他損失 損益表    
營業外支出合計 損益表    
稅前淨利 損益表    
所得稅費用 損益表    
經常利益 損益表    
停業部門損益 損益表    
非常項目 損益表    
累計影響數 損益表    
少數股權前稅後淨利 損益表    



取得多數股權前淨利 損益表    
少數股權淨利 損益表    
子公司董監酬勞 損益表    
本期稅後淨利 損益表    
每股盈餘 (元) 損益表    
稀釋每股盈餘 (元) 損益表    
加權平均股本 損益表    
發放特別股股息 損益表    
EPS －員工分紅費用化 損益表    
庫藏股數--母公司 損益表    
庫藏股數－子公司持有 損益表    
稅前息前淨利 損益表    
稅前息前折舊前淨利 損益表    
常續性稅後淨利 損益表    
稅後淨利 現金流量表    
不動用現金之非常損益 現金流量表    
 折舊 現金流量表    
 攤提 現金流量表    
 投資收益－權益法 現金流量表    
 投資損失－權益法 現金流量表    
 現金股利收入－權益法 現金流量表    
 短期投資處分損(益) 現金流量表    
 固定資產處分損(益) 現金流量表    
 長期投資處分損(益) 現金流量表    
 準備提列(迴轉) 現金流量表    
 應收帳款(增)減 現金流量表    
 存貨(增)減 現金流量表    
 應付帳款增(減) 現金流量表    
 其他調整項─營業 現金流量表    
來自營運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短期投資出售(新購) 現金流量表    
 出售長期投資價款 現金流量表    
 長期投資(新增) 現金流量表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現金流量表    
 固定資產(購置) 現金流量表    
 其他調整項─投資 現金流量表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現金增資 現金流量表    
 支付現金股利 現金流量表    
 支付董監酬勞員工紅利 現金流量表    
 短期借款新增(償還) 現金流量表    
 長期借款新增(償還) 現金流量表    
 發行公司債 現金流量表    
 償還公司債 現金流量表    
 庫藏股票減(增) 現金流量表    
 其他調整項─理財 現金流量表    
理財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匯率影響數 現金流量表    
本期產生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表    
期初現金約當現金 現金流量表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流量表    
本期支付利息 現金流量表    
本期支付所得稅 現金流量表    
淨值報酬率─稅後 財務比率 
營業毛利率 財務比率 



營業利益率 財務比率 
稅前淨利率 財務比率 
稅後淨利率 財務比率 
每股淨值(元) 財務比率 
每股營業額(元) 財務比率 
每股營業利益(元) 財務比率 
每股稅前淨利(元) 財務比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財務比率 
資產報酬率 財務比率 
每股稅後淨利(元) 財務比率 
營收成長率 財務比率 
營業利益成長率 財務比率 
稅前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稅後淨利成長率 財務比率 
總資產成長率 財務比率 
淨值成長率 財務比率 
固定資產成長率 財務比率 
流動比率 財務比率 
速動比率 財務比率 
負債比率 財務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 財務比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存貨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總資產週轉率(次) 財務比率 
員工平均營業額(千元) 財務比率 
淨值週轉率 財務比率 
負債對淨值比率 財務比率 
長期資金適合率 財務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