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年月 商品貿易 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

70年02月                   --                   --                   --                   --                   --

70年03月                   --                   --                   --                   --                   --

70年04月                   --                   --                   --                   --                   --

70年05月                   --                   --                   --                   --                   --

70年06月                   --                   --                   --                   --                   --

70年07月                   --                   --                   --                   --                   --

70年08月                   --                   --                   --                   --                   --

70年09月                   --                   --                   --                   --                   --

70年10月                   --                   --                   --                   --                   --

70年11月                   --                   --                   --                   --                   --

70年12月                   --                   --                   --                   --                   --

71年01月                   --                   --                   --                   --                   --

71年02月                   --                   --                   --                   --                   --

71年03月                   --                   --                   --                   --                   --

71年04月                   --                   --                   --                   --                   --

71年05月                   --                   --                   --                   --                   --

71年06月                   --                   --                   --                   --                   --

71年07月                   --                   --                   --                   --                   --

71年08月                   --                   --                   --                   --                   --

71年09月                   --                   --                   --                   --                   --

71年10月                   --                   --                   --                   --                   --

71年11月                   --                   --                   --                   --                   --

71年12月                   --                   --                   --                   --                   --

72年01月                   --                   --                   --                   --                   --

72年02月                   --                   --                   --                   --                   --

72年03月                   --                   --                   --                   --                   --

72年04月                   --                   --                   --                   --                   --

72年05月                   --                   --                   --                   --                   --

72年06月                   --                   --                   --                   --                   --

72年07月                   --                   --                   --                   --                   --

72年08月                   --                   --                   --                   --                   --

72年09月                   --                   --                   --                   --                   --

72年10月                   --                   --                   --                   --                   --

72年11月                   --                   --                   --                   --                   --

72年12月                   --                   --                   --                   --                   --

73年01月                   --                   --                   --                   --                   --

73年02月                   --                   --                   --                   --                   --

73年03月 1,713 2,028 539 -38 20

73年04月 -- -- -- -- --

73年05月 -- -- -- -- --

73年06月 1,928 2,643 765 -59 25

73年07月 -- -- -- -- --

73年08月 -- -- -- -- --

73年09月 1,766 2,400 866 -23 25

73年10月 -- -- -- -- --

73年11月 -- -- -- -- --

73年12月 1,573 2,181 435 -7 -20

74年01月 -- -- -- -- --

74年02月 -- -- -- -- --

74年03月 1,779 2,258 -103 -40 0

74年04月 -- -- -- -- --

74年05月 -- -- -- -- --

經常帳 金融帳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74年06月 2,280 2,949 1,424 -14 45

74年07月 -- -- -- -- --

74年08月 -- -- -- -- --

74年09月 2,705 3,185 1,528 -95 0

74年10月 -- -- -- -- --

74年11月 -- -- -- -- --

74年12月 2,442 2,747 322 -114 1

75年01月 -- -- -- -- --

75年02月 -- -- -- -- --

75年03月 3,211 3,303 -253 10 25

75年04月 -- -- -- -- --

75年05月 -- -- -- -- --

75年06月 3,643 3,961 -894 -95 5

75年07月 -- -- -- -- --

75年08月 -- -- -- -- --

75年09月 4,584 4,660 -2,635 -68 -69

75年10月 -- -- -- -- --

75年11月 -- -- -- -- --

75年12月 4,844 4,960 -3,160 -108 -32

76年01月 -- -- -- -- --

76年02月 -- -- -- -- --

76年03月 4,599 4,707 -3,575 -103 -2

76年04月 -- -- -- -- --

76年05月 -- -- -- -- --

76年06月 4,915 5,377 -1,123 -172 -1

76年07月 -- -- -- -- --

76年08月 -- -- -- -- --

76年09月 5,389 6,203 1,150 32 127

76年10月 -- -- -- -- --

76年11月 -- -- -- -- --

76年12月 3,142 3,896 -6,847 233 248

77年01月 -- -- -- -- --

77年02月 -- -- -- -- --

77年03月 1,281 1,556 3,352 632 353

77年04月 -- -- -- -- --

77年05月 -- -- -- -- --

77年06月 3,296 4,377 5,302 348 360

77年07月 -- -- -- -- --

77年08月 -- -- -- -- --

77年09月 2,354 3,773 3,280 1,008 583

77年10月 -- -- -- -- --

77年11月 -- -- -- -- --

77年12月 3,335 4,025 -561 1,172 416

78年01月 -- -- -- -- --

78年02月 -- -- -- -- --

78年03月 2,742 3,303 325 1,482 241

78年04月 -- -- -- -- --

78年05月 -- -- -- -- --

78年06月 2,356 3,995 2,059 1,659 73

78年07月 -- -- -- -- --

78年08月 -- -- -- -- --

78年09月 3,455 4,882 4,591 1,124 166

78年10月 -- -- -- -- --

78年11月 -- -- -- -- --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78年12月 2,950 3,992 5,156 1,082 422

79年01月 -- -- -- -- --

79年02月 -- -- -- -- --

79年03月 1,686 2,435 4,524 1,739 708

79年04月 -- -- -- -- --

79年05月 -- -- -- -- --

79年06月 2,274 3,401 9,468 1,965 324

79年07月 -- -- -- -- --

79年08月 -- -- -- -- --

79年09月 3,653 4,963 1,367 275 -76

79年10月 -- -- -- -- --

79年11月 -- -- -- -- --

79年12月 3,301 3,999 -209 -66 50

80年01月 -- -- -- -- --

80年02月 -- -- -- -- --

80年03月 2,340 2,600 -1,698 162 140

80年04月 -- -- -- -- --

80年05月 -- -- -- -- --

80年06月 3,109 4,358 3,263 211 -32

80年07月 -- -- -- -- --

80年08月 -- -- -- -- --

80年09月 2,727 4,103 477 146 -145

80年10月 -- -- -- -- --

80年11月 -- -- -- -- --

80年12月 4,292 4,794 186 265 -8

81年01月 -- -- -- -- --

81年02月 -- -- -- -- --

81年03月 2,479 3,246 50 168 -20

81年04月 -- -- -- -- --

81年05月 -- -- -- -- --

81年06月 1,860 3,397 6 271 -407

81年07月 -- -- -- -- --

81年08月 -- -- -- -- --

81年09月 1,531 3,113 1,126 3 -24

81年10月 -- -- -- -- --

81年11月 -- -- -- -- --

81年12月 2,680 3,467 5,728 646 39

82年01月 -- -- -- -- --

82年02月 -- -- -- -- --

82年03月 1,718 2,827 1,279 470 124

82年04月 -- -- -- -- --

82年05月 -- -- -- -- --

82年06月 1,721 3,357 555 882 17

82年07月 -- -- -- -- --

82年08月 -- -- -- -- --

82年09月 1,594 3,748 2,122 3 -101

82年10月 -- -- -- -- --

82年11月 -- -- -- -- --

82年12月 2,009 3,590 673 339 -1,117

83年01月 -- -- -- -- --

83年02月 -- -- -- -- --

83年03月 926 2,056 -808 339 -585

83年04月 -- -- -- -- --

83年05月 -- -- -- -- --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83年06月 1,780 3,806 311 458 -420

83年07月 -- -- -- -- --

83年08月 -- -- -- -- --

83年09月 1,573 3,837 125 339 -827

83年10月 -- -- -- -- --

83年11月 -- -- -- -- --

83年12月 2,219 4,236 1,769 129 888

84年01月 -- -- -- -- --

84年02月 -- -- -- -- --

84年03月 1,352 3,012 -482 289 1,254

84年04月 -- -- -- -- --

84年05月 -- -- -- -- --

84年06月 -313 2,235 -2,064 557 463

84年07月 -- -- -- -- --

84年08月 -- -- -- -- --

84年09月 820 4,343 7,966 685 -1,695

84年10月 -- -- -- -- --

84年11月 -- -- -- -- --

84年12月 3,615 6,122 2,770 -107 -574

85年01月 -- -- -- -- --

85年02月 -- -- -- -- --

85年03月 2,016 4,102 7,794 818 600

85年04月 -- -- -- -- --

85年05月 -- -- -- -- --

85年06月 1,974 4,750 -1,121 234 -907

85年07月 -- -- -- -- --

85年08月 -- -- -- -- --

85年09月 4,257 6,726 1,848 102 311

85年10月 -- -- -- -- --

85年11月 -- -- -- -- --

85年12月 2,676 4,896 112 825 955

86年01月 -- -- -- -- --

86年02月 -- -- -- -- --

86年03月 1,710 3,745 -1,528 679 336

86年04月 -- -- -- -- --

86年05月 -- -- -- -- --

86年06月 1,025 4,181 254 794 2,046

86年07月 -- -- -- -- --

86年08月 -- -- -- -- --

86年09月 1,895 5,029 4,772 683 4,587

86年10月 -- -- -- -- --

86年11月 -- -- -- -- --

86年12月 2,146 4,817 3,784 839 733

87年01月 -- -- -- -- --

87年02月 -- -- -- -- --

87年03月 -103 1,889 -1,317 858 177

87年04月 -- -- -- -- --

87年05月 -- -- -- -- --

87年06月 687 3,366 846 755 2,216

87年07月 -- -- -- -- --

87年08月 -- -- -- -- --

87年09月 1,866 5,315 3,536 262 932

87年10月 -- -- -- -- --

87年11月 -- -- -- -- --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87年12月 679 3,039 -5,577 1,739 -1,037

88年01月 -- -- -- -- --

88年02月 -- -- -- -- --

88年03月 2,332 4,645 -1,646 368 -902

88年04月 -- -- -- -- --

88年05月 -- -- -- -- --

88年06月 2,180 5,189 -2,185 392 -2,776

88年07月 -- -- -- -- --

88年08月 -- -- -- -- --

88年09月 1,403 5,135 -1,947 252 -2,982

88年10月 -- -- -- -- --

88年11月 -- -- -- -- --

88年12月 1,662 3,840 -3,467 482 -2,676

89年01月 -- -- -- -- --

89年02月 -- -- -- -- --

89年03月 1,299 3,705 -7,341 451 -2,555

89年04月 -- -- -- -- --

89年05月 -- -- -- -- --

89年06月 920 3,887 1,029 359 1,551

89年07月 -- -- -- -- --

89年08月 -- -- -- -- --

89年09月 2,247 5,197 3,984 229 1,975

89年10月 -- -- -- -- --

89年11月 -- -- -- -- --

89年12月 3,753 6,270 10,298 734 -747

90年01月 -- -- -- -- --

90年02月 -- -- -- -- --

90年03月 3,512 5,494 -690 430 -1,291

90年04月 -- -- -- -- --

90年05月 -- -- -- -- --

90年06月 2,953 5,246 3,936 499 -1,286

90年07月 -- -- -- -- --

90年08月 -- -- -- -- --

90年09月 4,033 6,378 1,498 -4 1,504

90年10月 -- -- -- -- --

90年11月 -- -- -- -- --

90年12月 6,586 8,445 -442 446 1,301

91年01月 -- -- -- -- --

91年02月 -- -- -- -- --

91年03月 6,740 7,808 2,467 658 966

91年04月 -- -- -- -- --

91年05月 -- -- -- -- --

91年06月 5,526 7,314 -9,722 1,286 -26

91年07月 -- -- -- -- --

91年08月 -- -- -- -- --

91年09月 4,440 6,489 -2,025 489 5,607

91年10月 -- -- -- -- --

91年11月 -- -- -- -- --

91年12月 7,640 9,393 5,736 1,008 2,279

92年01月 -- -- -- -- --

92年02月 -- -- -- -- --

92年03月 7,306 7,369 673 853 5,504

92年04月 -- -- -- -- --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92年05月 -- -- -- -- --

92年06月 6,503 7,896 2,678 760 6,711

92年07月 -- -- -- -- --

92年08月 -- -- -- -- --

92年09月 6,631 9,298 -4,949 1,577 -6,822

92年10月 -- -- -- -- --

92年11月 -- -- -- -- --

92年12月 7,821 9,535 -6,137 2,039 -196

93年01月 -- -- -- -- --

93年02月 -- -- -- -- --

93年03月 5,497 6,548 -15,588 1,686 -453

93年04月 -- -- -- -- --

93年05月 -- -- -- -- --

93年06月 5,308 7,559 776 1,112 7,300

93年07月 -- -- -- -- --

93年08月 -- -- -- -- --

93年09月 5,056 7,257 6,251 793 770

93年10月 -- -- -- -- --

93年11月 -- -- -- -- --

93年12月 1,402 3,506 2,873 1,656 -2,948

94年01月 -- -- -- -- --

94年02月 -- -- -- -- --

94年03月 4,039 5,084 -6,735 1,265 2,257

94年04月 -- -- -- -- --

94年05月 -- -- -- -- --

94年06月 1,379 4,063 -1,604 902 -1,698

94年07月 -- -- -- -- --

94年08月 -- -- -- -- --

94年09月 654 4,942 2,199 312 5,496

94年10月 -- -- -- -- --

94年11月 -- -- -- -- --

94年12月 8,876 10,421 6,789 1,924 -3,198

95年01月 -- -- -- -- --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95年02月 -- -- -- -- --

95年03月 4,927 5,808 3,532 305 7,025

95年04月 -- -- -- -- --

95年05月 -- -- -- -- --

95年06月 4,176 6,980 5,798 719 5,952

95年07月 -- -- -- -- --

95年08月 -- -- -- -- --

95年09月 5,899 8,897 4,093 129 7,285

95年10月 -- -- -- -- --

95年11月 -- -- -- -- --

95年12月 8,155 9,746 6,178 -1,178 -1,297

96年01月 -- -- -- -- --

96年02月 -- -- -- -- --

96年03月 8,940 8,692 11,006 57 11,727

96年04月 -- -- -- -- --

96年05月 -- -- -- -- --

96年06月 5,749 6,895 8,867 341 6,985

96年07月 -- -- -- -- --

96年08月 -- -- -- -- --

96年09月 6,169 9,849 13,305 1,480 14,403

96年10月 -- -- -- -- --

96年11月 -- -- -- -- --

96年12月 11,186 13,028 5,754 1,460 6,947

97年01月 -- -- -- -- --

97年02月 -- -- -- -- --

97年03月 8,081 6,979 -535 2,568 -2,990

97年04月 -- -- -- -- --

97年05月 -- -- -- -- --

97年06月 7,031 8,954 -1,033 1,516 10,813

97年07月 -- -- -- -- --

97年08月 -- -- -- -- --

97年09月 2,058 4,204 6,345 1,185 11,033

97年10月 -- -- -- -- --

97年11月 -- -- -- -- --

97年12月 7,624 8,989 -3,136 -414 -6,606

98年01月 -- -- -- -- --

98年02月 -- -- -- -- --

98年03月 12,584 11,212 613 712 1,835

98年04月 -- -- -- -- --

98年05月 -- -- -- -- --

98年06月 9,810 9,583 -3,006 810 428

98年07月 -- -- -- -- --

98年08月 -- -- -- -- --

98年09月 7,446 8,796 -6,456 646 3,905

98年10月 -- -- -- -- --

98年11月 -- -- -- -- --

98年12月 10,822 9,781 -4,639 904 4,159

99年01月 -- -- -- -- --

99年02月 -- -- -- -- --

99年03月 9,411 8,414 -2,394 1,127 2,344

99年04月 -- -- -- -- --

99年05月 -- -- -- -- --

99年06月 9,947 10,013 -5,859 2,085 7,663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民國 經常帳 金融帳

99年07月 -- -- -- -- --

99年08月 -- -- -- -- --

99年09月 8,430 9,762 2,806 2,771 10,225

99年10月 -- -- -- -- --

99年11月 -- -- -- -- --

99年12月 8,938 8,697 5,786 3,099 432

100年1月 -- -- -- -- --

100年2月 -- -- -- -- --

100年3月 9,272 7,932 3,881 4,834 12,920

100年4月 -- -- -- -- --

100年5月 -- -- -- -- --

100年6月 7,528 8,428 4,140 2,469 7,586

100年7月 -- -- -- -- --

100年8月 -- -- -- -- --

100年09月 9,571 10,730 11,692 3,911 14,623

100年10月 -- -- -- -- --

100年11月 -- -- -- -- --

100年12月 11,543 12,558 12,314 3,509 562

101年01月 -- -- -- -- --

101年02月 -- -- -- -- --

101年03月 8,644 9,759 3,166 1,978 1,047

101年04月 -- -- -- -- --

101年05月 -- -- -- -- --

101年06月 8,938 10,169 7,040 1,960 13,597

101年07月 -- -- -- -- --

101年08月 -- -- -- -- --

101年09月 10,627 13,346 8,331 2,832 17,337

101年10月 -- -- -- -- --

101年11月 -- -- -- -- --

101年12月 14,716 16,016 12,928 3,160 10,515

102年01月 -- -- -- -- --

102年02月 -- -- -- -- --

102年03月 8,895 9,037 8,280 3,216 11,891

102年04月 -- -- -- -- --

102年05月 -- -- -- -- --

102年06月 12,234 14,544 6,650 2,274 3,438

102年07月 -- -- -- -- --

102年08月 -- -- -- -- --

102年09月 13,105 14,987 9,988 2,425 8,212

102年10月 -- -- -- -- --

102年11月 -- -- -- -- --

102年12月 15,703 16,010 16,135 2,772 5,588

103年01月 -- -- -- -- --

103年02月 -- -- -- -- --

103年03月 12,594 10,463 10,850 2,183 6,784

103年04月 -- -- -- -- --

103年05月 -- -- -- -- --

103年06月 15,730 15,292 10,994 3,159 868

103年07月 -- -- -- -- --

103年08月 -- -- -- -- --

103年09月 13,951 15,088 11,240 2,120 22,339

103年10月 -- -- -- -- --

103年11月 -- -- -- -- --

103年12月 18,332 19,406 17,447 2,421 1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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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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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01月 -- -- -- -- --

104年02月 -- -- -- -- --

104年03月 21,831 18,944 20,735 1,838 10,213

104年04月 -- -- -- -- --

104年05月 -- -- -- -- --

104年06月 16,137 17,379 14,779 4,229 10,419

104年07月 -- -- -- -- --

104年08月 -- -- -- -- --

104年09月 15,552 18,456 8,401 3,344 19,732

104年10月 -- -- -- -- --

104年11月 -- -- -- -- --

104年12月 19,210 18,360 21,057 2,907 14,748

105年01月 -- -- -- -- --

105年02月 -- -- -- -- --

105年03月 20,307 17,177 14,040 2,086 17,812

105年04月 -- -- -- -- --

105年05月 -- -- -- -- --

105年06月 17,752 17,208 14,317 2,696 16,050

105年07月 -- -- -- -- --

105年08月 -- -- -- -- --

105年09月 13,565 17,296 11,824 3,985 18,609

105年10月 -- -- -- -- --

105年11月 -- -- -- -- --

105年12月 19,640 19,321 18,309 -513 24,649

106年01月 -- -- -- -- --

106年02月 -- -- -- -- --

106年03月 19,717 16,929 17,735 1,725 27,488

106年04月 -- -- -- -- --

106年05月 -- -- -- -- --

106年06月 17,549 17,515 16,673 2,954 5,293

106年07月 -- -- -- -- --

106年08月 -- -- -- -- --

106年09月 17,912 23,782 15,248 1,816 29,236

106年10月 -- -- -- -- --

106年11月 -- -- -- -- --

106年12月 27,910 23,066 25,336 1,641 15,822

107年01月 -- -- -- -- --

107年02月 -- -- -- -- --

107年03月 21,799 16,342 14,697 1,796 29,793

107年04月 -- -- -- -- --

107年05月 -- -- -- -- --

107年06月 17,510 17,912 14,882 -790 23,166

107年07月 -- -- -- -- --

107年08月 -- -- -- -- --

107年09月 10,856 15,670 8,401 4,106 12,473

107年10月 -- -- -- -- --

107年11月 -- -- -- -- --

107年12月 20,544 17,010 20,830 5,832 18,596

108年01月 -- -- -- -- --

108年02月 -- -- -- -- --

108年03月 17,427 12,546 18,581 1,168 12,763

108年04月 -- -- -- -- --

108年05月 -- -- -- -- --

108年06月 17,758 14,374 15,902 2,044 10,440



新台幣億元；％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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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7月 -- -- -- -- --

108年08月 -- -- -- -- --

108年09月 13,713 16,210 13,126 682 21,957

108年10月 -- -- -- -- --

108年11月 -- -- -- -- --

108年12月 17,531 14,361 11,530 -371 1,241

109年01月 -- -- -- -- --

109年02月 -- -- -- -- --

109年03月 17,196 12,258 12,356 1,374 22,053

109年04月 -- -- -- -- --

109年05月 -- -- -- -- --

109年06月 21,319 16,161 14,604 2,619 17,670

109年07月 -- -- -- -- --

109年08月 -- -- -- -- --

109年09月 29,842 23,459 18,958 1,492 17,309

109年10月 -- -- -- -- --

109年11月 -- -- -- -- --

109年12月 28,209 23,395 1,748 -38 2,002

110年01月 -- -- -- -- --

110年02月 -- -- -- -- --

110年03月 26,715 18,948 18,957 1,182 35,799

110年04月 -- -- -- -- --

110年05月 -- -- -- -- --

110年06月 30,199 23,827 25,970 1,683 22,546

110年07月 -- -- -- -- --

110年08月 -- -- -- -- --

110年09月 28,621 21,399 29,681 1,065 23,727

110年10月 -- -- -- -- --

110年11月 -- -- -- -- --

110年12月 32,435 23,789 31,864 1,995 20,586

111年01月 -- -- -- -- --

111年02月 -- -- -- -- --

111年03月 31,203 20,053 32,319 1,758 50,230

111年04月 -- -- -- -- --

111年05月 -- -- -- -- --

111年06月 24,132 15,065 20,576 -228 26,646

111年07月 -- -- -- -- --

111年08月 -- -- -- -- --

111年09月 22,124 17,926 28,821 1,154 27,771

111年10月 -- -- -- -- --

111年11月 -- -- -- -- --

111年12月 23,418 15,302 13,925 2,747 741

112年01月 -- -- -- -- --

112年02月 -- -- -- -- --

112年03月 19,004 12,027 12,191 3,354 17,948

112年04月 -- -- -- -- --

18.自105年第1季起，國際收支平衡表改按國際貨幣基金(IMF)「第六版國際收支及國際投資部位手冊(BPM6)」

   的規範編製，並追溯調整至73年第1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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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4  

--

--

788  

--

--

1,254  

--

--

1,953  

--

--

準備資產變動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906  

--

--

1,460  

--

--

2,206  

--

--

3,415  

--

--

4,611  

--

--

7,263  

--

--

8,033  

--

--

8,123  

--

--

6,062  

--

--

3,790  

--

--

10,118  

--

--

-2,001  

--

--

-2,290  

--

--

-951  

--

--

3,850  

--

--

2,530  

--

--

-32  

--

--

-1,462  

--

--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1,816  

--

--

-2,835  

--

--

-6,884  

--

--

2,521  

--

--

3,280  

--

--

3,903  

--

--

-181  

--

--

2,369  

--

--

3,568  

--

--

2,523  

--

--

1,677  

--

--

383  

--

--

-3,216  

--

--

245  

--

--

655  

--

--

-372  

--

--

1,013  

--

--

1,308  

--

--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1,490  

--

--

858  

--

--

966  

--

--

1,172  

--

--

1,035  

--

--

-6,486  

--

--

348  

--

--

-6,435  

--

--

3,656  

--

--

1,556  

--

--

2,325  

--

--

3,074  

--

--

1,106  

--

--

-3,385  

--

--

-1,523  

--

--

828  

--

--

-323  

--

--

-983  

--

--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5,305  

--

--

4,882  

--

--

5,465  

--

--

2,706  

--

--

5,540  

--

--

8,024  

--

--

1,011  

--

--

-437

--

--

-6,121

--

--

5,666

--

--

-601

--

--

4,150

--

--

8,138

--

--

6,221

--

--

16,192

--

--

8,982

--

--

2,269

--

--

5,901

--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

5,821

--

--

12,940

--

--

12,430

--

--

21,097

--

--

4,085

--

--

-1,489

--

--

2,903

--

--

12,481

--

--

6,450

--

--

495

--

--

630

--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

2,242

--

--

482

--

--

1,128

--

--

2,234

--

--

369

--

--

-1,893

--

--

-7,733

--

--

5,237

--

--

11,322

--

--

4,590

--

--

-2,598

--

--

12,960

--

--

12,889

--

--

11,821

--

--

11,761

--

--

17,655

--

--

13,401

--

--

15,377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

--

7,998

--

--

3,397

--

--

4,589

--

--

4,903

--

--

-3,464

--

--

211

--

--

5,094

--

--

3,111

--

--

3,696

--

--

3,583

--

--

2,151

--

--

3,880

--

--

2,612

--

--

2,675

--

--

2,622

--

--

4,393

--

--

4,181

--

--

1,819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

--

3,811

--

--

4,174

--

--

5,685

--

--

1,341

--

--

3,845

--

--

3,153

--

--

2,949

--

--

716

--

--

2,433

--

--

2,084

--

--

3,932

--

--

4,018

--

--

4,760

--

--

2,156

--

--

3,362

--

--

2,221

--

--

2,728

--

--

2,446



國際收支(百萬美元)18

準備資產變動
--

--

4,003

--

--

7,481

--

--

4,128

--

--

6,955

--

--

9,421

--

--

27,838

--

--

10,542

--

--

3,623

--

--

3,073

--

--

3,755

--

--

256

--

--

3,815

--

--

-4,119

--

--

10,931

--

--

4,716

--

18.自105年第1季起，國際收支平衡表改按國際貨幣基金(IMF)「第六版國際收支及國際投資部位手冊(BPM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