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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1 0 8）年第1季我國經常帳順差

17,089百萬美元，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4,648

百萬美元，央行準備資產增加2,728百萬美元

(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108年第1季暨107年第1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108年 
第1季

(2) 
107年 
第1季

(1)-(2)

A.經常帳 17,089 22,183 -5,094
　商品貿易淨額 12,427 16,525 -4,098
　　商品：收入（出口） 76,217 83,113 -6,896
　　商品：支出（進口） 63,790 66,588 -2,798
　服務收支淨額 -760 -1,189 429
　　服務：收入（輸出） 12,774 12,399 375
　　服務：支出（輸入） 13,534 13,588 -54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6,220 7,764 -1,544
　　初次所得：收入 9,056 9,829 -773
　　初次所得：支出 2,836 2,065 771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798 -917 119
　　二次所得：收入 2,004 1,972 32
　　二次所得：支出 2,802 2,889 -87
B.資本帳 4 -1 5
C.金融帳 14,648 14,349 299
　直接投資：資產 2,316 3,796 -1,480
　　股權和投資基金 2,204 3,760 -1,556
　　債務工具 112 36 76
　直接投資：負債 843 1,962 -1,119
　　股權和投資基金 770 1,988 -1,218
　　債務工具 73 -26 99
　證券投資：資產 15,700 28,742 -13,042
　　股權和投資基金 1,823 6,131 -4,308
　　債務證券 13,877 22,611 -8,734
　證券投資：負債 2,931 -1,051 3,982
　　股權和投資基金 3,133 -608 3,741
　　債務證券 -202 -443 241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4,588 -4,439 -149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4,362 -4,436 74
　其他投資：資產 8,964 -1,872 10,836
　其他投資：負債 8,332 15,403 -7,071
 經常帳 + 資本帳 - 金融帳 2,445 7,833 -5,388
D.誤差與遺漏淨額 283 -3,073 3,356
E.準備與相關項目 2,728 4,760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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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際收支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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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出口76,217百

萬美元，較上（107）年同季減少8.3%；進

口63,79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4.2%。

由於出口減額大於進口減額，商品貿易順

差縮減為12,427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4,098百萬美元或24.8%。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貿易逆差760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429百萬美元或

36.1%，主要係專業與管理顧問服務收入

（其他事務服務項下）增加。

初次所得方面，本季初次所得順差6,220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544百萬美元

或19.9%，主要係國人對外直接投資所得減

少。

二次所得方面，本季淨支出798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19百萬美元或13.0%，

主要係贍家及工作者匯出款減少。

本季與上年同季比較，雖然服務貿易逆

差及二次所得淨支出縮減，惟因商品貿易

及初次所得順差減額更大，致經常帳順差減

為17,089百萬美元，計減少5,094百萬美元或

23.0% (圖2)。

1 國際收支統計根據所有權移轉記錄商品貿易，貨品雖經過台灣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者，須自商品出進口剔除；反之，
雖未經過台灣通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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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貨品未經台灣通關，惟貨款由居民收付，亦包含於商品貿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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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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資本帳順差4百萬美元。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資產增加14,648百萬美

元(圖3)。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1,473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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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6百萬美元及

843百萬美元。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12,769

百萬美元，其中，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

15,700百萬美元，主要係國內投信基金及保

險公司投資國外證券增加；非居民投資國內

證券淨增加2,931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增持

台股。衍生金融商品淨資產減少226百萬美

元。其他投資淨資產增加632百萬美元，主

要係銀行存放及拆放國外同業淨增加。



46 ∣中央銀行季刊　第41卷第2期　民國108年6月

圖3　金融帳

貳、經常帳

一、商品貿易

本季商品貿易，依國際收支基礎計算，

商品出口76,217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6,896百萬美元或8.3%，主要係美中貿易摩

擦、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及基期較高，通關商

品出口、委外加工貿易廠商之境外商品出口

及商仲貿易商品淨出口均減少。商品進口

63,79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2,798百萬

美元或4.2%，主要係出口衍生需求減少。由

於出口減額大於進口減額，商品貿易順差縮

減為17,08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5,094

百萬美元或23.0%。

以下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就貿易

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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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受全

球經濟趨緩及基期較高等影響，較上年同季

減少4.2%，其中，中間產品及消費品出口分

別減少6.5%及2.6%，資本財則較上年同季增

加9.0%。進口方面，受礦產品、化學品、基

本金屬及其製品價格下跌，進口亦較上年同

季減少0.8%，其中，農工原料及消費品進口

分別減少3.8%及5.8%，資本設備進口因廠商

大幅增購半導體設備及處理器等零組件之影

響，則較上年同季增加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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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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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季減少3,696百萬美元或11.2%，出口減

額最大；其次為東協，減少1,672百萬美元

或11.8%；對中東出口亦減少464百萬美元或

25.6%；對美國出口則增加1,174百萬美元或

19.3%。進口方面，自中東進口較上年同季減

少571百萬美元或8.6%，進口減額最大，其次

自南韓及日本分別減少476百萬美元及355百

萬美元；惟自美國進口則增加882百萬美元或

11.2%，自東協進口增加204百萬美元。就主

要出口市場比重而言，仍以中國大陸所占比

重38.2%為首，其次依序為東協、美國及歐

洲，比重分別為16.3%、13.9%及9.8%。主要

進口來源以中國大陸比重19.9%最高，其次依

序為日本、美國、歐洲及東協，比重分別為

15.8%、13.0%、12.6%及12.0%。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2,774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375百萬美元；服務支出13,534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54百萬美元。由於收

入增加，支出減少，服務貿易逆差由上年同

季之1,189百萬美元縮減為760百萬美元。茲

將服務貿易主要項目之內容及變動說明如下

(表2)：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8年第1季 107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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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4 13,534 -760 12,399 13,588 -1,189 375 -54
一、加工服務 649 515 134 663 680 -17 -14 -165
二、維修服務 534 202 332 495 237 258 39 -35
三、運輸 2,569 2,765 -196 2,556 2,881 -325 13 -116
      (一)客運 687 519 168 684 600 84 3 -81
      (二)貨運 1,782 1,144 638 1,775 1,235 540 7 -91
      (三)其他 100 1,102 -1,002 97 1,046 -949 3 56
四、旅行 3,559 4,923 -1,364 3,395 4,523 -1,128 164 400
五、其他服務 5,463 5,129 334 5,290 5,267 23 173 -138
      (一)營建 230 351 -121 235 239 -4 -5 112
      (二)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77 267 -190 93 271 -178 -16 -4
      (三)金融服務* 763 493 270 772 392 380 -9 101
      (四)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391 800 -409 493 939 -446 -102 -139
      (五)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 950 474 476 897 500 397 53 -26
      (六)其他事務服務 2,877 2,541 336 2,623 2,696 -73 254 -155
      (七)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85 54 31 77 78 -1 8 -24
      (八)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商品及服務 90 149 -59 100 152 -52 -10 -3
*金融服務包括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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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4

百萬美元，主要係接受非居民委託之境內加

工服務收入減少；加工支出515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減少165百萬美元，主要係委外

加工貿易廠商支付國外加工費減少。由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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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服務收入減額小於支出減額，加工服務貿

易轉呈順差134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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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9百萬美元；維修支

出20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5百萬美

元。維修服務收入及支出，主要均係航空器

維修收支變動較大。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

少，維修服務貿易順差增為332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74百萬美元。

(三) 運輸

運輸包括旅客運輸、貨物運輸及其他

（主要為國外港口、機場費用）。本季運輸收

入2,56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3百萬美

元，主要係國籍輪船之出口貨運收入增加。運

輸支出2,76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16百

萬美元，主要係支付外籍輪船進口貨運費用及

外籍航空客運支出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

減少，運輸服務貿易逆差較上年同季減少129

百萬美元，縮減至196百萬美元。

(四) 旅行

本季來台旅客人次及平均每人每日消

費金額均較上年同季增加，致旅行收入增為

3,55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64百萬美

元。旅行支出4,92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加400百萬美元，主要係國人出國人次及平均

每人停留夜數均較上年同季增加。由於收入

增額小於支出增額，旅行收支逆差較上年同

季增加236百萬美元，擴增為1,364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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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務服務及個人、文化

與休閒服務，以及政府服務等項目。本季其

他服務收入5,46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173百萬美元，主要係專業與管理顧問（其

他事務服務項下）服務收入增加；其他服務

支出5,12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38百

萬美元，主要係智慧財產權使用費支出減

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其他服務貿

易順差由上年同季之23百萬美元擴大至334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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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6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773百萬美元，主要係

國人直接投資所得減少；初次所得支出2,836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71百萬美元，

主要係銀行部門支付非居民利息支出增加。

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初次所得收支順

差縮減為6,22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1,544百萬美元(表3)。

四、二次所得

本季二次所得收入2,004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增加32百萬美元；支出2,802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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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初次所得及二次所得
單位：百萬美元

108年第1季 107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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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6 2,836 6,220 9,829 2,065 7,764 -773 771
一、薪資所得 337 178 159 314 197 117 23 -19
二、投資所得 8,677 2,562 6,115 9,473 1,786 7,687 -796 776
      (一)直接投資 1,697 732 965 3,191 867 2,324 -1,494 -135
      (二)證券投資 784 218 566 682 5 677 102 213
      (三)其他投資 6,196 1,612 4,584 5,600 914 4,686 596 698
三、其他初次所得 42 96 -54 42 82 -40 0 14
二次所得 2,004 2,802 -798 1,972 2,889 -917 3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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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8百萬美元。茲

將本季金融帳變動說明如下(表4)：

表4　金 融 帳
單位：百萬美元

108年第1季 107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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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843 1,473 3,796 1,962 1,834 -1,480 -1,119
　　

二、證券投資　　 15,700 2,931 12,769 28,742 -1,051 29,793 -13,042 3,982
　(一)股權和投資基金　 1,823 3,133 -1,310 6,131 -608 6,739 -4,308 3,741
　(二)債權證券　 13,877 -202 14,079 22,611 -443 23,054 -8,734 241
　　

三、衍生金融商品　　 -4,588 -4,362 -226 -4,439 -4,436 -3 -149 74
　　

四、其他投資　　 8,964 8,332 632 -1,872 15,403 -17,275 10,836 -7,071
　(一)其他股本　 0 0 0 0 0 0 0 0
　(二)債務工具　 8,964 8,332 632 -1,872 15,403 -17,275 10,836 -7,071
　　1.現金與存款 4,155 -7,081 11,236 145 2,575 -2,430 4,010 -9,656
　　2.貸款/借款 7,916 10,952 -3,036 702 4,740 -4,038 7,214 6,212
　　3.貿易信用及預付/收款 -1,987 1,196 -3,183 -3,475 3,764 -7,239 1,488 -2,568
　　4.其他應收/付款 -1,120 3,265 -4,385 756 4,324 -3,568 -1,876 -1,059
合                           計 22,392 7,744 14,648 26,227 11,878 14,349 -3,835 -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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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帳餘額，正號表示淨資產的增加；負號表示淨資

產的減少。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87百萬美元，主要均係

贍家及工作者匯入款及匯出款變動較大。由

於收入增加而支出減少，二次所得逆差由上

年同季的917百萬美元縮減為798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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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投資

本季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1,473百萬美

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淨增加2,316百萬美

元，投資行業則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融

及保險業為主；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增加

843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金融及保險

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受到美中貿易摩擦及

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及非

居民來台直接投資規模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

39.0%及57.0%。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12,769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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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0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和投資基金淨增加1,823百

萬美元，主要係退休基金投資國外股權證券

增加；債務證券淨增加13,877百萬美元，主

要係國內投信基金及保險公司投資國外債務

證券增加。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2,931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及投資基金淨增加3,133百

萬美元，主要係外資增持國內股票；債務證

券投資淨減少202百萬美元，主要係國外投

資人減持我國公債。

三、衍生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金融商品淨資產減少226百萬

美元。其中，資產淨減少4,588百萬美元，主

要係其他金融機構收取衍生金融商品處分利

得；負債淨減少4,362百萬美元，主要係其他

金融機構支付衍生金融商品處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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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百萬美元，主要

係銀行存放及拆放國外同業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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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