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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季我國經常帳順差9,929百萬美元，金

融帳淨流入2,402百萬美元，央行準備資產增

加13,401百萬美元(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民國99年第1季暨民國98年第1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99年
第1季

(2)
98年
第1季

(1)-(2)

A.  經常帳 9,929 12,824 -2,895 
    商品出口(f.o.b.) 61,792 40,444 21,348 
    商品進口(f.o.b.) -55,741 -31,280 -24,461 
        商品貿易淨額 6,051 9,164 -3,113 
    服務：收入 8,697 6,865 1,832 
    服務：支出 -8,964 -6,553 -2,411 
        服務淨額 -267 312 -579 
    所得：收入 5,931 5,106 825 
    所得：支出 -1,057 -1,206 149 
        所得淨額 4,874 3,900 974 
    經常移轉：收入 1,144 1,046 98 
    經常移轉：支出 -1,873 -1,598 -275 
        經常移轉淨額 -729 -552 -177 
B.  資本帳 -36 -24 -12 
    資本帳：收入 2 0 2 
    資本帳：支出 -38 -24 -14 
        合計，A加B 9,893 12,800 -2,907 
C.  金融帳 2,402 -621 3,023 
    對外直接投資 -2,196 -972 -1,224 
    來台直接投資 1,246 260 986 
    證券投資(資產) -5,252 -807 -4,445 
        股權證券 -2,959 -2,588 -371 
        債權證券 -2,293 1,781 -4,074 
    證券投資(負債) 2,618 -1,017 3,635 
        股權證券 1,691 -317 2,008 
        債權證券 927 -700 1,627 
    衍生性金融商品 29 108 -79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946 1,582 -636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917 -1,474 557 
    其他投資(資產) 2,105 5,483 -3,378 
        一般政府 0 1 -1 
        銀行 -936 -5,494 4,558 
        其他 3,041 10,976 -7,935 
    其他投資(負債) 3,852 -3,676 7,528 
        貨幣當局 0 0 0 
        一般政府 0 0 0 
        銀行 2,652 -5,882 8,534 
        其他 1,200 2,206 -1,006 
        合計，A至C 12,295 12,179 116 
D.  誤差與遺漏淨額 1,106 710 396 
        合計，A至D 13,401 12,889 512 
E.  準備資產 -13,401 -12,889 -512 
註：無符號在經常帳及資本帳表示收入，在金融帳表示資本流入或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在準備資產表示資產減少；負號

在經常帳及資本帳表示支出，在金融帳表示資本流出或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在準備資產表示資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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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國際收支比較

一、經常帳

商品方面，由於基期偏低與國際經濟復

甦，本季出口較上年同季增加52.8%；進口

則因出口引申需求使農工原料與資本設備進

口增加，亦較上年同季成長78.2%。由於進

口增額大於出口增額，本季商品貿易順差減

為6,05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113百

萬美元或34.0%。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收入8,697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832百萬美元，主要係

三角貿易淨收入及旅行收入增加；服務支出

8,96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411百萬

美元，主要係貿易佣金、旅行及無形資產使

用費支出增加。收支相抵，本季服務收支由

上年同季順差312百萬美元轉呈逆差267百萬

美元。

所得方面，本季所得收入計5,931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25百萬美元，主要係

居民直接投資所得增加；所得支出計1,057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149百萬美元，主

要係因銀行部門對非居民利息支出減少。由

於收入增加而支出減少，本季所得收支順差

增為4,87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974百

萬美元。

經常移轉方面，本季經常移轉淨支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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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季的552百萬美元增為729百萬美元，

主要係贍家匯出款增加所致。

本季雖所得順差增加，惟因商品貿易順

差減少，服務轉為逆差且經常移轉逆差增

加，經常帳順差減為9,929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減少2,895百萬美元或22.6%(圖2)。

圖2　經常帳

（季資料）

二、資本帳

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 (資本設備之贈

與、債務之免除及移民移轉)與非生產性、

非金融性資產交易(如專利權、商譽等無形

資產之買賣斷)。本季資本帳逆差36百萬美

元，主要係購買無形資產所有權支出增加。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流入2,402百萬美元。其中

直接投資呈淨流出950百萬美元，居民對外

直接投資及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額分別呈

淨流出2,196百萬美元及淨流入1,246百萬美

元。證券投資呈淨流出2,634百萬美元，其中

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呈淨流出5,252百萬美元，

主要係居民投資國外基金及保險公司投資國

外債權證券，非居民來台證券投資呈淨流入

2,618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匯入投資國內股

票及政府公債。衍生性金融商品呈淨流入29

百萬美元。其他投資呈淨流入5,957百萬美

元，主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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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金融帳

（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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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及範圍予以調整）計算，商品出口計

61,79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1,348

百萬美元或52.8%；商品進口計55,741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4,461百萬美元或

78.2%。由於進口增額大於出口增額，商品

貿易順差增為6,05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

少3,113百萬美元或34.0%（表2及圖4）。

若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本季出口

(按F.O.B.計價)計61,795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成長21,277百萬美元或52.5%；進口(按

C.I.F.計價)計56,91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增加25,017百萬美元或78.4%；商品貿易出

超由上年同季之8,620百萬美元增減為4,880

百萬美元，計減少3,740百萬美元或43.4% 

(表2)。

以下就貿易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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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工業產品大

幅成長53.1%，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較上年

同季成長35.6%及6.6%；工業產品中的重化

工業產品向為我國出口主力（出口比重達

83.9%），較上年同季大幅成長57.8%。進

口方面，資本設備、農工原料及消費品進口

均呈正成長，分別較上年同季增加73.8%、

86.9%及29.7%。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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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商 品 貿 易
單位：百萬美元

項          目
(1) 

99年 
第1季

(2) 
98年 
第1季

 增  減   比  較
 金  額
(1) - (2)

％

一、商品出口 (f.o.b.) 61,792 40,444 21,348 52.8
                出口毛值 (f.o.b.)* 61,795 40,518 21,277 52.5
                加或減：時差、類別及範圍
                                等調整數 -3 -74 71

二、商品進口 (f.o.b.) 55,741 31,280 24,461 78.2
                進口毛值 (c.i.f.)* 56,915 31,898 25,017 78.4
                加或減：時差、類別及範圍
                                等調整數 267 313 -46
                減：運 保 費 -1,441 -931 -510

三、商品貿易順差或逆差 6,051 9,164 -3,113 -34.0
                貿易出超或入超(-)* 4,880 8,620 -3,740 -43.4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編進出口貿易統計。

圖4　進出口貿易值及其差額

（國際收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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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相比，出口方面以「電子產品」、「精

密儀器」、「化學品」及「塑膠、橡膠及

其製品」增額較大，四者合計占出口總增額

的67.6%；進口貨品中，則以「礦產品」、

「電子產品」、「化學品」及「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增額較大，四者合計占進口總增

額的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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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6百萬美元或75.6%，

為出口增額最大的地區，其次為對東協六國

的出口，較上年同季增加3,542百萬美元或

64.4%。進口方面，相較上年同季，以自日

本進口增加5,095百萬美元或73.2%最大，自

中東進口增加4,432百萬美元或118.7%次之。

就主要出口市場比重來看，仍以中國大陸所

占比重最高，達42.8%，其次為東協六國，

比重14.6%，歐洲的11.0%及美國的10.6%

分居第三、四位。主要進口來源則以日本

所占比重最高，達21.2%，其次為中東國家

的14.3%，中國大陸的13.9%及東協六國的

11.4%分居第三、四位。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8,697百萬美元，較上年同

季增加1,832百萬美元；服務支出計8,964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411百萬美元。收

支相抵，服務收支由上年同季順差312百萬

美元轉呈逆差267百萬美元。茲將服務收支

主要項目之內容及其變動說明如下(表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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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增加553百萬美元，主要係國航國際

線貨運收入增加。運輸支出計2,224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555百萬美元，主要係

支付外輪進口運費增加。收支相抵，本季運

輸淨支出由上年同季之592百萬美元增為594

百萬美元。

(二) 旅行

旅行依目的可區分為商務旅行與個人旅

行。本季旅行收入計1,883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415百萬美元，主要係陸客來台觀

光人次成長。旅行支出計2,182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447百萬美元，主要係國人出

國人次增加。收支相抵，本季旅行收支呈淨

支出29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淨支出267百

萬美元，增加32百萬美元。

(三)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收支方面，包括通訊、營建、

保險、金融、電腦與資訊、專利權使用費、

三角貿易、營運租賃、專業技術與雜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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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4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864百萬美元，主要係三角貿易淨

收入增加。其他服務支出計4,558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409百萬美元，主要係貿易

佣金及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支出增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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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相抵，其他服務淨收入由上年同季之1,171

百萬美元減少為626百萬美元。

三、所得

所得包括薪資所得及投資所得。本季所

得收入5,931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825

百萬美元，主要係居民直接投資所得增加；

所得支出計1,057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149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對非居民利

息支出減少。收支相抵，本季所得淨收入由

上年同季之3,900百萬美元增加為4,874百萬

美元。

四、經常移轉

本季經常移轉收支方面，收入計1,144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98百萬美元，主要

表3　服務、所得及經常移轉
單位：百萬美元

99年第1季 98年第1季 增 減 比 較

(1) (2) (1)-(2) (3) (4) (3)-(4) (1)-(3) (2)-(4)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服務 8,697 8,964 -267 6,865 6,553 312 1,832 2,411 

一、運輸服務 1,630 2,224 -594 1,077 1,669 -592 553 555 

二、旅行 1,883 2,182 -299 1,468 1,735 -267 415 447 

三、其他服務 5,184 4,558 626 4,320 3,149 1,171 864 1,409 

      (一)通訊 91 107 -16 85 95 -10 6 12 

      (二)營建 106 92 14 48 16 32 58 76 

      (三)保險 103 193 -90 183 200 -17 -80 -7 

      (四)金融 201 51 150 139 104 35 62 -53 

      (五)電腦與資訊 50 99 -49 22 75 -53 28 24 

      (六)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 60 1,264 -1,204 75 831 -756 -15 433 

      (七)其他事務服務 4,505 2,507 1,998 3,692 1,604 2,088 813 903 

          1.三角貿易及與貿易有關服務 3,667 978 2,689 2,914 449 2,465 753 529 

          2.營運租賃 55 262 -207 100 240 -140 -45 22 

          3.專業技術與雜項 783 1,267 -484 678 915 -237 105 352 

      (八)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19 55 -36 19 48 -29 0 7 

      (九)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服務 49 190 -141 57 176 -119 -8 14 

所得 5,931 1,057 4,874 5,106 1,206 3,900 825 -149 

一、薪資所得 121 94 27 112 76 36 9 18 

二、投資所得 5,810 963 4,847 4,994 1,130 3,864 816 -167 

經常移轉 1,144 1,873 -729 1,046 1,598 -552 9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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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帳根據投資種類或功能分為直接投

資、證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投

資。本季金融帳淨流入2,402百萬美元。茲將

本季金融帳變動說明如下(表4)：

係禮品、樣品出口增加；支出計1,873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75百萬美元，主要係

贍家匯出款增加。本季經常移轉淨支出由上

年同季之552百萬美元增為729百萬美元。

參、金融帳

表4　金 融 帳
單位：百萬美元

99年第1季 98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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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 1,246 -950 -972 260 -712 -1,224 986 

(一)對外直接投資 -2,196 —  -2,196 -972 —  -972 -1,224 —  

(二)來台直接投資 —  1,246 1,246 —  260 260 —  986 

二、證券投資 -5,252 2,618 -2,634 -807 -1,017 -1,824 -4,445 3,635 

(一)股權證券 -2,959 1,691 -1,268 -2,588 -317 -2,905 -371 2,008 

(二)債權證券 -2,293 927 -1,366 1,781 -700 1,081 -4,074 1,627 

1.債券與票券 -2,432 935 -1,497 2,029 -692 1,337 -4,461 1,627 

2.貨幣市場工具 139 -8 131 -248 -8 -256 387 0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 946 -917 29 1,582 -1,474 108 -636 557 

四、其他投資 2,105 3,852 5,957 5,483 -3,676 1,807 -3,378 7,528 

(一)貿易信用 -73 55 -18 82 38 120 -155 17 

(二)借款 6,717 2,316 9,033 -4,132 2,377 -1,755 10,849 -61 

(三)現金與存款 -3,257 775 -2,482 10,160 -6,690 3,470 -13,417 7,465 

(四)其他 -1,282 706 -576 -627 599 -28 -655 107 

合              計 -4,397 6,799 2,402 5,286 -5,907 -621 -9,683 12,706 

註：無符號表示資本流入或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負號表示資本流出或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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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投資

本季直接投資淨流出950百萬美元。其

中，對外直接投資呈淨流出2,196百萬美元，

對外投資地區仍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

行業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與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流入1,246百萬美

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金融及保險業、金融控

股業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呈淨流出2,634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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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淨流出5,252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投資續呈淨流出2,959

百萬美元，主要係居民投資國外基金；債權

證券投資亦呈淨流出2,293百萬美元，主要

係保險公司匯出資金投資國外債券。債權證

券投資中，債券與票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分別

呈淨流出2,432百萬美元及淨流入139百萬美

元。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續呈淨流入

2,618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匯入投資國內股

票及政府公債。其中股權證券投資及債權證

券投資分別呈淨流入1,691百萬美元及927百

萬美元；債權證券投資中，債券與票券呈淨

流入935百萬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呈淨流出8

百萬美元。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性金融商品淨流入29百萬美

元，資產方面淨流入946百萬美元，主要是

銀行部門承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收益；負

債方面呈淨流出917百萬美元，主要亦為銀

行部門承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失。

四、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貿易信用、借款、現金與

存款及其他資產與負債。本季其他投資呈淨

流入5,957百萬美元，主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

外存款及銀行部門減少國外短期放款。茲就

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一) 資產方面

居民對外其他投資呈淨流入2,105百萬

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債權減少。

其中，貿易信用淨流出73百萬美元；貸款呈

淨流入6,717百萬美元，現金與存款呈淨流出

3,257百萬美元，兩項合計呈淨流入3,460百

萬美元，主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及國

際金融市場資金緊俏情況紓解，銀行減少國

外短期放款，此外，本季因某外商銀行對國

外聯行往來由子行業務改由分行承做，使得

貸款流出減少，存款流出增加註1；其他資產

呈淨流出1,282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其

他短期資產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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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債方面

非居民對本國其他投資呈淨流入3,852

百萬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負債增

加。其中，貿易信用呈淨流入55百萬美元；

借款呈淨流入2,316百萬美元，主要係民間部

門國外短期借款增加；現金與存款呈淨流入

775百萬美元；其他負債呈淨流入706百萬美

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增加其他短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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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百萬美元。

附註

(註1) 外商銀行在台分行與國外聯行資金往來帳列國外聯行往來，國際收支列「現金與存款」；外商子銀行與國外母行資

金往來帳列國外同業往來，按存放同業或拆放同業分別列於「現金與存款」及「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