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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106年第2季我國經常帳順差17,649百萬

美元，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4,579百萬美元，

央行準備資產增加2,084百萬美元(表1及圖

1)。

表1　國際收支
106年第2季暨105年第2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106年 
第2季

(2) 
105年 
第2季

(1)-(2)

A.經常帳 17,649 16,968 681 
　商品貿易淨額 18,281 17,308 973 
　　商品：收入（出口） 84,604 76,559 8,045 
　　商品：支出（進口） 66,323 59,251 7,072 
　服務收支淨額 -2,909 -2,774 -135 
　　服務：收入（輸出） 10,708 10,039 669 
　　服務：支出（輸入） 13,617 12,813 804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3,312 3,310 2 
　　初次所得：收入 7,991 7,211 780 
　　初次所得：支出 4,679 3,901 778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1,035 -876 -159 
　　二次所得：收入 1,644 1,732 -88 
　　二次所得：支出 2,679 2,608 71 
B.資本帳 -2 -5 3 
C.金融帳 14,579 12,760 1,819 
　直接投資：資產 4,013 3,337 676 
　　股權和投資基金 3,869 3,204 665 
　　債務工具 144 133 11 
　直接投資：負債 693 500 193 
　　股權和投資基金 2,486 510 1,976 
　　債務工具 -1,793 -10 -1,783 
　證券投資：資產 8,977 17,181 -8,204 
　　股權和投資基金 -324 -846 522 
　　債務證券 9,301 18,027 -8,726 
　證券投資：負債 4,264 1,885 2,379 
　　股權和投資基金 5,185 2,324 2,861 
　　債務證券 -921 -439 -482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2,864 -2,364 -500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2,753 -1,674 -1,079 
　其他投資：資產 -2,818 696 -3,514 
　其他投資：負債 -9,475 5,379 -14,854 
 經常帳 + 資本帳 - 金融帳 3,068 4,203 -1,135 
D.誤差與遺漏淨額 -984 -1,050 66 
E.準備與相關項目 2,084 3,153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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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出口84,604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0.5%，出口通關及商仲貿

易淨收入均較上年同季成長；進口66,323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9%。由於出

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商品貿易順差增為

18,28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973百萬美

元或5.6%。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貿易逆差增為2,909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35百萬美元或

4.9%，主要係旅行收入減少及旅行支出增

加。

初次所得方面，本季初次所得順差增為

3,31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略增2百萬美元

或0.1%，主要係銀行利息收入增加。

二次所得方面，本季淨支出為1,035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59百萬美元或

18.2%，主要係工作者匯出款與贍家匯出款

增加。

本季在商品貿易及初次所得順差增額大

於服務貿易及二次所得逆差增額，致經常帳

順差增為17,64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681百萬美元或4.0%(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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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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萬美元。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4,579百萬美

元。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3,320百萬美元，其

中，居民對外直接投資及非居民來台直接投

資淨額分別增加4,013百萬美元及693百萬美

元。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4,713百萬美元，其

中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8,977百萬美元，

主要係保險公司投資國外債務證券增加；非

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4,264百萬美元，主

要係外資增持國內股票。衍生金融商品淨資

產減少111百萬美元，主要係其他金融機構

收取衍生金融商品處分利得。其他投資淨資

產增加6,657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外幣資金

充裕，償還國外借款增加(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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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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0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045

百萬美元或10.5%；商品進口計66,323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072百萬美元或

11.9%。由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商品

貿易順差增為18,28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增加973百萬美元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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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基

期較低、國際景氣回溫及國際品牌手機拉貨

需求，本季資本財、中間產品及消費品出口

較上年同季分別增加10.8%、11.4%及0.2%。

進口方面，資本設備較上年同季減少1.1%，

主要係半導體設備投資購置減緩；農工原料

則因出口引申需求及國際原物料價格基期偏

低，本季較上年同季增加16.9%。

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同季比較，出

口以「電子零組件」、「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與「機械」增額最大；進口方面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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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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品」、「電子零組件」與「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增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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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增加3,291百萬美元或12.3%，為出口增額

最大的地區；其次為東協，較上年同季增加

1,387百萬美元或11.0%。進口方面，自中國

大陸進口較上年同季增加1,201百萬美元或

10.6%最大；其次為東協，增加1,135百萬美

元或17.1%。就主要出口市場比重而言，仍

以中國大陸所占比重39.7%最高，其次為東

協的18.4%；美國及歐洲則占12.2%及9.5%

分居第三、四位。主要進口來源以中國大陸

比重19.7%最高，日本及歐洲則以16.2%及

12.6%分居第二、三位。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0,708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669百萬美元；服務支出13,617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04百萬美元。由

於收入增額小於支出增額，服務貿易逆差由

上年同季之2,774百萬美元增為2,909百萬美

元。茲將服務貿易主要項目之內容及變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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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加102百萬美元，主要係非居民委託境內加

工之服務收入增加；加工支出計808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26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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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服務貿易逆差減

至26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28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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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75百萬美元，主

要係航空器維修收入增加；維修支出計226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28百萬美元，主

要係航空器維修支出減少。由於收入增加、

支出減少，維修服務貿易由上年同季之逆差

轉為順差10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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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增加324百萬美元，主要係國輪及國航

之國際線貨運收入增加。運輸支出計2,728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60百萬美元，主

因係支付外籍航空客運支出減少。由於收入

增加、支出減少，運輸服務貿易逆差縮減至

256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84百萬美

元。

(四) 旅行

本季來台旅客人次、平均每人每日消費

金額及平均停留夜次均下降，旅行收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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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季減少371百萬美元，為2,957百萬美

元。旅行支出增至4,426百萬美元，較上年同

季增加299百萬美元，主要係國人出國人次

增加。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旅行收支

逆差增為1,46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670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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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及資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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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439百萬美元，主要係電腦與資訊以及專業

技術服務收入增加。其他服務支出計5,429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619百萬美元，主

要為智慧財產權使用費、營建及保險服務支

出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小於支出增額，其他

服務貿易逆差擴大為1,028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180百萬美元。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6年第2季 105年第2季 增 減 比 較
(1) (2) (1)-(2) (3) (4) (3)-(4) (5) (6)
收入 支出 淨額 收入 支出 淨額 收入 支出

服務 10,708 13,617 -2,909 10,039 12,813 -2,774 669 804 
一、加工服務 547 808 -261 445 834 -389 102 -26 
二、維修服務 331 226 105 156 254 -98 175 -28 
三、運輸 2,472 2,728 -256 2,148 2,788 -640 324 -60 
      (一)客運 601 592 9 573 759 -186 28 -167 
      (二)貨運 1,763 1,139 624 1,482 1,059 423 281 80 
      (三)其他 108 997 -889 93 970 -877 15 27 
四、旅行 2,957 4,426 -1,469 3,328 4,127 -799 -371 299 
五、其他服務 4,401 5,429 -1,028 3,962 4,810 -848 439 619 
      (一)營建 245 302 -57 294 212 82 -49 90 
      (二)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111 246 -135 47 127 -80 64 119 
      (三)金融服務* 680 314 366 629 217 412 51 97 
      (四)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333 971 -638 292 780 -488 41 191 
      (五)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 725 413 312 590 389 201 135 24 
      (六)其他事務服務 2,143 2,955 -812 1,956 2,868 -912 187 87 
      (七)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77 74 3 73 47 26 4 27 
      (八)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商品及服務 87 154 -67 81 170 -89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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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1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80百萬美元，主要係

銀行利息收入增加；初次所得支出4,679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78百萬美元，主要

係支付非居民股權證券投資所得增加。由於

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初次所得收支順差

增為3,31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略增2百萬

美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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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初次所得及二次所得
單位：百萬美元

106年第2季 105年第2季 增 減 比 較
(1) (2) (1)-(2) (3) (4) (3)-(4) (5) (6)
收入 支出 淨額 收入 支出 淨額 收入 支出

初次所得 7,991 4,679 3,312 7,211 3,901 3,310 780 778 
一、薪資所得 195 116 79 173 139 34 22 -23 
二、投資所得 7,751 4,502 3,249 7,009 3,698 3,311 742 804 
      (一)直接投資 1,834 2,726 -892 1,605 2,494 -889 229 232 
      (二)證券投資 838 1,137 -299 865 818 47 -27 319 
      (三)其他投資 5,079 639 4,440 4,539 386 4,153 540 253 
三、其他初次所得 45 61 -16 29 64 -35 16 -3 
二次所得 1,644 2,679 -1,035 1,732 2,608 -876 -8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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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9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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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減少88百萬美元，主要係保險理賠

收入減少；支出計2,679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71百萬美元，主要係工作者匯出款

及贍家匯出款增加。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

加，二次所得逆差由上年同季的876百萬美

元增為1,035百萬美元。

表4　金 融 帳
單位：百萬美元

106年第2季 105年第2季 增減比較
(1)
資產

(2)
負債

(1)-(2)
淨資產

(3)
資產

(4)
負債

(3)-(4)
淨資產

(1)-(3)
資產

(2)-(4)
負債

　　

一、直接投資　　 4,013 693 3,320 3,337 500 2,837 676 193 
　　

二、證券投資　　 8,977 4,264 4,713 17,181 1,885 15,296 -8,204 2,379 
　(一)股權和投資基金　 -324 5,185 -5,509 -846 2,324 -3,170 522 2,861 
　(二)債權證券　 9,301 -921 10,222 18,027 -439 18,466 -8,726 -482 
　　 0 
三、衍生金融商品　　 -2,864 -2,753 -111 -2,364 -1,674 -690 -500 -1,079 
　　 0 
四、其他投資　　 -2,818 -9,475 6,657 696 5,379 -4,683 -3,514 -14,854 
　(一)其他股本　 0 0 0 0 0 0 0 0 
　(二)債務工具　 -2,818 -9,475 6,657 696 5,379 -4,683 -3,514 -14,854 
　　1.現金與存款 -4,939 -643 -4,296 3,669 2,232 1,437 -8,608 -2,875 
　　2.貸款/借款 998 -12,341 13,339 659 2,907 -2,248 339 -15,248 
　　3.貿易信用及預付/收款 -926 1,517 -2,443 -1,217 1,336 -2,553 291 181 
　　4.其他應收/付款 2,049 1,992 57 -2,415 -1,096 -1,319 4,464 3,088 
合                           計 7,308 -7,271 14,579 18,850 6,090 12,760 -11,542 -1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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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百萬美

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4,013百萬美

元，投資地區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行業

為金融及保險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以

及批發及零售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增加

693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不動產業，以及金融及保險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4,713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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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7百萬

美元。其中股權和投資基金淨減少324百萬美

元，主要係民間部門投資國外股權證券減少；

債務證券淨增加9,301百萬美元，主要係保險

公司投資國外債務證券增加。本季居民投資國

外債券淨增加金額係2015年第2季以來新低，

主要係保險局於本(2017)年1月預告修正「保險

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增列保險業投資

國際板可贖回債券訂有不可贖回期限者，自投

資該債券之日起至不可贖回期限期滿日止，需

至少滿5年之規定，部分國外發行人提早於法

規生效前(第1季)先發行所致。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4,264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及投資基金淨增加5,185百

萬美元，主要係外資增持國內股票；債務證

券投資淨減少921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減

持我國公債。

三、衍生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金融商品淨資產減少111百萬

美元。其中，資產淨減少2,864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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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3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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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其他投資淨資產增加6,657百萬美元。茲就

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一) 資產方面

其他投資資產淨減少2,818百萬美元，主

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

(二) 負債方面

其他投資負債淨減少9,475百萬美元，

主要係銀行外幣資金充裕，償還國外借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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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4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