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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季我國經常帳順差17,131百萬美元，

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5,403百萬美元，央行準

備資產增加3,153百萬美元(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單位：百萬美元

(1) 
105年 
第2季

(2) 
104年 
第2季

(1)-(2)

A.經常帳 17,131 15,773 1,358 
　商品貿易淨額 17,009 17,206 -197 
　　商品：收入（出口） 76,861 85,478 -8,617 
　　商品：支出（進口） 59,852 68,272 -8,420 
　服務收支淨額 -2,708 -2,811 103 
　　服務：收入（輸出） 10,055 10,313 -258 
　　服務：支出（輸入） 12,763 13,124 -361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3,695 2,565 1,130 
　　初次所得：收入 7,595 6,424 1,171 
　　初次所得：支出 3,900 3,859 41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865 -1,187 322 
　　二次所得：收入 1,748 1,620 128 
　　二次所得：支出 2,613 2,807 -194 
B.資本帳 -5 1 -6 
C.金融帳 15,403 14,788 615 
　直接投資：資產 2,885 4,517 -1,632 
　　股權和投資基金 3,204 3,952 -748 
　　債務工具 -319 565 -884 
　直接投資：負債 498 288 210 
　　股權和投資基金 508 367 141 
　　債務工具 -10 -79 69 
　證券投資：資產 17,093 13,439 3,654 
　　股權和投資基金 -474 -1,039 565 
　　債務證券 17,567 14,478 3,089 
　證券投資：負債 1,883 3,193 -1,310 
　　股權和投資基金 2,322 2,652 -330 
　　債務證券 -439 541 -980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2,364 -2,583 219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1,674 -2,757 1,083 
　其他投資：資產 2,676 11,072 -8,396 
　其他投資：負債 4,180 10,933 -6,753 
 經常帳 + 資本帳 - 金融帳 1,723 986 737 
D.誤差與遺漏淨額 1,430 3,188 -1,758 
E.準備與相關項目 3,153 4,174 -1,021 
註：正號表示經常帳及資本帳的收入、支出，以及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增加；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在經常帳及資本帳

餘額，正號表示順差，負號表示逆差；在金融帳及準備資產餘額，正號表示淨資產的增加；負號表示淨資產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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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國際收支

一、經常帳

商品方面，由於全球景氣成長動能滯

緩，加上中國大陸產能過剩與進口替代衝

擊，本季出口總值較上年同季減少10.1%；

進口亦因出口引申需求疲弱，農工原料進口

減少，進口總值較上年同季減少12.3%。由

於出口減額大於進口減額，本季商品貿易順

差減為17,00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97

百萬美元或1.1%。

服務方面，服務收入10,055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減少258百萬美元，主要係貨運

及旅行收入減少；服務支出12,763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61百萬美元，主要係

加工費及智慧財產使用費支出減少。由於支

出減額大於收入減額，本季服務收支逆差減

為2,708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03百萬

美元或3.7%。

初次所得方面，本季初次所得收入7,595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71百萬美元，

主要係對外投資所得增加；初次所得支出

3,90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41百萬美

元，主要係支付非居民薪資增加。由於收入

增額大於支出增額，本季初次所得順差增為

3,69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30百萬

美元或44.1%。

二次所得方面，本季二次所得收入及支

出分別為1,748百萬美元及2,613百萬美元，

淨支出為86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22

百萬美元或27.1%，主要係贍家匯出款減

少。

本季商品貿易順差雖減少，惟初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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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經常帳

二、資本帳

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資本設備之贈與

及債務之免除 )與非生產性、非金融性資

產交易(如商標、經銷權、網域名稱之買賣

斷)。本季資本帳逆差5百萬美元。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5,403百萬美

元。其中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2,387百萬美

元，居民對外直接投資及非居民來台直接投

資淨額分別增加2,885百萬美元及498百萬美

元。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15,210百萬美元，

其中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17,093百萬美

元，主要係保險公司投資國外債權證券增

加；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1,883百萬美

元，主要係外資增加投資台灣股市。衍生金

融商品淨資產減少690百萬美元。其他投資

淨資產減少1,504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非居

民存款及自國外短期借款增加，國外負債增

額較大(圖3)。

順差增加，且服務貿易及二次所得逆差均縮

小，使得經常帳順差增為17,131百萬美元，

增加1,358百萬美元或8.6%(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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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金融帳

貳、經常帳

一、商品貿易

本季商品貿易，依國際收支基礎（根據

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就計價基礎、時差、

類別及範圍1予以調整）計算，商品出口計

76,86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8,617萬美

元或10.1%；商品進口計59,852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減少8,420百萬美元或12.3%。由

於出口減額大於進口減額，商品貿易順差減

為17,00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97百萬

美元或1.1%。

以下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就貿易

結構、主要貨品與主要貿易地區別進一步分

析出、進口概況。

就貿易結構而言，出口方面，本季農產

品出口增加1.7%，農產加工品及工業產品出

口則分別減少5.8%及6.3%，其中工業產品中

的重化工業產品向為我國出口主力(占出口

比重高達79.9%)，較上年同季減少5.9%。進

口方面，資本設備較上年同季增加8.1%，主

要係半導體業者擴增先進製程投資，機械進

口增加；消費品減少1.8%，主要係手機進口

減少；農工原料則因國際油價及鋼鐵價格持

續低檔，以及出口引申需求疲弱，本季減少

1 國際收支統計根據所有權移轉記錄商品貿易，貨品雖經過我國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者，須自商品出進口剔除；反之，
雖未經過我國通關，但貨品所有權已移轉者，須計入商品出進口。居民國外購料，直接於國外銷售，或經委託國外加工

再銷售國外，過程中貨品未經我國通關，惟貨款由居民收付，亦包含於商品貿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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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同季比較，出

口以「光學器材」、「電機產品」與「塑

橡膠及其製品」與「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額最大，占出口總減額的51.4%；進口方面

則以「礦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與

「化學品」減額較大，合計占進口減額的

88.1%。

就主要貿易地區而言，出口方面，本季

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以下同)出口較上年同

季減少2,107百萬美元或7.3%，為出口減額

最大的地區；其次為東協，較上年同季減少

1,021百萬美元或7.5%。進口方面，由於國

際原油價格仍處低檔，自中東進口較上年同

季減少2,198百萬美元或32.4%最大；其次為

東協，減少993百萬美元或13.0%。就主要

出口市場比重而言，仍以中國大陸所占比重

38.9%最高，其次為東協的18.3%；美國及歐

洲則占12.3%及9.8%分居第三、四位。主要

進口來源以中國大陸比重19.9%最高，日本

及美國則以17.5%及13.1%分居第二、三位。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0,055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減少258百萬美元；服務支出12,763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61百萬美元。由

於支出減額大於收入減額，服務收支逆差由

上年同季2,811百萬美元縮減為2,708百萬美

元。茲將服務收支主要項目之內容及其變動

說明如下(表2)：

(一) 加工服務

加工服務係指加工者對他人所屬貨品進

行加工、組裝、加標籤及包裝等服務。本季

加工收入計44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36百萬美元；加工支出計882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減少352百萬美元，主要係委外加

工貿易廠商支付國外加工費減少。由於收入

增加、支出減少，加工服務逆差減至437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88百萬美元。

(二) 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係指提供或接受非居民對運輸

工具等貨品的修理。本季維修收入計156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3百萬美元；維修

支出計25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3百

萬美元，本季航空器維修收入與支出俱增，

維修服務收支逆差98百萬美元，與上年同季

持平。

(三) 運輸

就運輸而言，可區分為旅客運輸、貨

物運輸及其他（主要為國外港口、機場費

用）。本季運輸收入計2,157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減少375百萬美元，主要係國際線貨

運收入減少。運輸支出計2,827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182百萬美元，主因係航空客

運支出增加。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本

季運輸逆差增至670百萬美元。

(四) 旅行

本季來台旅客人次雖成長2.2%，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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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減少，旅行收入較上年同

季減少259百萬美元，為3,328百萬美元。旅

行支出增至3,99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加74百萬美元，主要係國人出國人次增加所

致。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本季旅行收

支逆差增至67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333百萬美元。

(五)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包括營建、保險及退休金服

務、金融服務、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

腦與資訊服務、其他事物服務及個人、文化

與休閒以及政府服務等項目。本季其他服務

收入計3,96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57

百萬美元，主要係其他事務服務項下的專業

與管理顧問服務，以及營建收入增加。其他

服務支出計4,80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348百萬美元，主要為智慧財產權使用費及

其他事務服務項下的租船支出減少。由於收

入增加、支出減少，本季其他服務收支逆差

減為83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605百萬

美元。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5年第2季 104年第2季 增 減 比 較
(1) (2) (1)-(2) (3) (4) (3)-(4) (5) (6)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服務 10,055 12,763 -2,708 10,313 13,124 -2,811 -258 -361 
一、加工服務 445 882 -437 409 1,234 -825 36 -352 
二、維修服務 156 254 -98 73 171 -98 83 83 
三、運輸 2,157 2,827 -670 2,532 2,645 -113 -375 182 
      (一)客運 573 759 -186 624 570 54 -51 189 
      (二)貨運 1,491 1,098 393 1,817 1,121 696 -326 -23 
      (三)其他 93 970 -877 91 954 -863 2 16 
四、旅行 3,328 3,999 -671 3,587 3,925 -338 -259 74 
五、其他服務 3,969 4,801 -832 3,712 5,149 -1,437 257 -348 
      (一)營建 294 212 82 183 149 34 111 63 
      (二)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47 128 -81 53 181 -128 -6 -53 
      (三)金融服務* 629 215 414 616 178 438 13 37 
      (四)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299 772 -473 409 967 -558 -110 -195 
      (五)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 590 389 201 484 282 202 106 107 
      (六)其他事務服務 1,956 2,868 -912 1,829 3,159 -1,330 127 -291 
      (七)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73 47 26 61 59 2 12 -12 
      (八)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商品及服務 81 170 -89 77 174 -97 4 -4 
*金融服務包括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SIM）。

三、初次所得

初次所得包括薪資所得、投資所得及其

他初次所得。本季初次所得收入7,595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71百萬美元，主要係

對外證券投資、直接投資及外匯資產投資所

得均增加；初次所得支出3,900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41百萬美元，主要係支付非居

民薪資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

本季初次所得收支順差增為3,695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130百萬美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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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所得及次要所得
單位：百萬美元

105年第2季 104年第2季 增 減 比 較
(1) (2) (1)-(2) (3) (4) (3)-(4) (5) (6)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初次所得 7,595 3,900 3,695 6,424 3,859 2,565 1,171 41 
一、薪資所得 173 139 34 156 101 55 17 38 
二、投資所得 7,393 3,697 3,696 6,243 3,701 2,542 1,150 -4 
      (一)直接投資 1,869 2,494 -625 1,433 2,543 -1,110 436 -49 
      (二)證券投資 974 818 156 536 769 -233 438 49 
      (三)其他投資 4,550 385 4,165 4,274 389 3,885 276 -4 
三、其他初次所得 29 64 -35 25 57 -32 4 7 
二次所得 1,748 2,613 -865 1,620 2,807 -1,187 128 -194 

參、金融帳

金融帳根據投資種類或功能分為直接投

資、證券投資、衍生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

本季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5,403百萬美元。茲

將本季金融帳變動說明如下(表4)

四、二次所得

本季二次所得收入計1,748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28百萬美元；支出計2,613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94百萬美元，

主要係贍家匯出款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

出減少，本季二次所得淨支出由上年同季的

1,187百萬美元縮減為865百萬美元。

表4　金 融 帳
單位：百萬美元

105年第2季 104年第2季 增減比較
(1)
資產

(2)
負債

(1)-(2)
淨額

(3)
資產

(4)
負債

(3)-(4)
淨額

(1)-(3)
資產

(2)-(4)
負債

　　
一、直接投資　　 2,885 498 2,387 4,517 288 4,229 -1,632 210 
　　
二、證券投資　　 17,093 1,883 15,210 13,439 3,193 10,246 3,654 -1,310 
　(一)股權和投資基金　 -474 2,322 -2,796 -1,039 2,652 -3,691 565 -330 
　(二)債權證券　 17,567 -439 18,006 14,478 541 13,937 3,089 -980 
　　
三、衍生金融商品　　 -2,364 -1,674 -690 -2,583 -2,757 174 219 1,083 
　　
四、其他投資　　 2,676 4,180 -1,504 11,072 10,933 139 -8,396 -6,753 
　(一)其他股本　 0 0 0 0 0 0 0 0 
　(二)債務工具　 2,676 4,180 -1,504 11,072 10,933 139 -8,396 -6,753 
　　1.現金與存款 3,540 2,232 1,308 9,265 1,966 7,299 -5,725 266 
　　2.貸款/借款 657 2,901 -2,244 2,003 5,980 -3,977 -1,346 -3,079 
　　3.貿易信用及預付/收款 -29 148 -177 18 350 -332 -47 -202 
　　4.其他應收/付款 -1,492 -1,101 -391 -214 2,637 -2,851 -1,278 -3,738 
合                           計 20,290 4,887 15,403 26,445 11,657 14,788 -6,155 -6,770 

註：正號表示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增加；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在淨資產，正號表示淨資產的增加；負號表示淨資產的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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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投資

本季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2,387百萬美

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2,885百萬美

元，投資地區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行

業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以

及化學材料製造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

增加498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以及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15,210百萬美

元。茲就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一) 資產方面

本季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17,093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和投資基金減少474百萬

美元，主要係保險公司投資國外股權證券減

少；債權證券增加17,567百萬美元，主要係

保險公司投資國外債權證券增加。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增加1,883百萬

美元。其中股權及投資基金淨增加2,322百萬

美元，主要係外資增加投資國內股票；債權

證券投資淨減少439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

減持國內金融債券及公司債。

三、衍生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金融商品淨資產減少690百萬

美元，資產淨減少2,364百萬美元，主要係銀

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收取衍生金融商品交易利

得；負債淨減少1,674百萬美元，主要係銀

行及其他民間部門支付衍生金融商品交易損

失。

四、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其他股本及債務工具。本

季其他投資淨資產減少1,504百萬美元。茲就

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一) 資產方面

其他投資資產淨增加2,676百萬美元，表

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債權增加，主要係銀

行部門存放國外聯行增加。

(二) 負債方面

其他投資負債淨增加4,180百萬美元，表

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負債增加，主要係銀

行非居民存款及國外同業短期借款增加。

肆、中央銀行準備資產

本季國際收支呈現順差，反映在中央銀行準備資產增加3,153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