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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季我國經常帳順差12,095百萬美元，

金融帳淨流出12,282百萬美元，央行準備資

產增加211百萬美元(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民國100年第4季暨民國99年第4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100年
第4季

(2)
99年
第4季

(1)-(2)

A.  經常帳 12,095 9,444 2,651 
    商品出口(f.o.b.) 75,292 72,157 3,135 
    商品進口(f.o.b.) -66,349 -66,500 151 
        商品貿易淨額 8,943 5,657 3,286 
    服務：收入 12,270 11,034 1,236 
    服務：支出 -10,964 -9,310 -1,654 
        服務淨額 1,306 1,724 -418 
    所得：收入 5,046 5,362 -316 
    所得：支出 -2,634 -2,713 79 
        所得淨額 2,412 2,649 -237 
    經常移轉：收入 1,354 1,569 -215 
    經常移轉：支出 -1,920 -2,155 235 
        經常移轉淨額 -566 -586 20 
B.  資本帳 -32 -23 -9 
    資本帳：收入 1 0 1 
    資本帳：支出 -33 -23 -10 
        合計，A加B 12,063 9,421 2,642 
C.  金融帳 -12,282 -5,897 -6,385 
    對外直接投資 -4,161 -3,758 -403 
    來台直接投資 627 659 -32 
    證券投資(資產) 1,228 -10,511 11,739 
        股權證券 2,032 -2,699 4,731 
        債權證券 -804 -7,812 7,008 
    證券投資(負債) -1,770 10,079 -11,849 
        股權證券 974 8,189 -7,215 
        債權證券 -2,744 1,890 -4,634 
    衍生性金融商品 334 113 221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1,605 1,375 230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1,271 -1,262 -9 
    其他投資(資產) -6,687 -624 -6,063 
        一般政府 6 6 0 
        銀行 -12,107 -6,009 -6,098 
        其他 5,414 5,379 35 
    其他投資(負債) -1,853 -1,855 2 
        貨幣當局 0 0 0 
        一般政府 0 0 0 
        銀行 -1,581 -1,611 30 
        其他 -272 -244 -28 
        合計，A至C -219 3,524 -3,743 
D.  誤差與遺漏淨額 430 -127 557 
        合計，A至D 211 3,397 -3,186 
E.  準備資產 -211 -3,397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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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常帳

商品方面，由於上年基期較高且受全球

景氣趨緩及歐債危機影響，本季出口年增率

僅4.3%；進口因廠商看淡未來景氣，資本設

備進口減少，而較上年同季略減0.2%。由於

出口增加、進口減少，本季商品貿易順差增

為8,94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286百

萬美元或58.1%。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收入12,270百萬美

元，創歷年單季最高，較上年同季增加1,236

百萬美元，主要係旅行收入及三角貿易淨收

入增加；服務支出10,964百萬美元，亦為歷

年單季最高，較上年同季增加1,654百萬美

元，主要係貿易佣金及專業技術與雜項服務

支出成長較大。由於支出增額大於收入增

額，本季服務收支順差由上年同季1,724百萬

美元減少為1,306百萬美元。

所得方面，本季所得收入5,046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16百萬美元，主要係

外匯資產投資所得減少；所得支出2,634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79百萬美元，主要係

非居民證券投資所得減少。本季所得收支順

差為2,41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237百

萬美元。

經常移轉方面，本季經常移轉淨支出由

上年同季的586百萬美元略減為566百萬美

元。

本季雖然服務與所得順差減少，惟商品

貿易順差增加，且經常移轉逆差減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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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經常帳

經常帳順差12,09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加2,651百萬美元或28.1%，為歷年單季次高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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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百萬美

元，主要係移民匯出款。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流出12,282百萬美元。其

中直接投資呈淨流出3,534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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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百萬美元及淨流入627百萬美

元。證券投資呈淨流出542百萬美元，其中

居民對外證券投資轉呈淨流入1,228百萬美

元，主要係歐債問題延燒，居民贖回投資國

外股權證券；非居民證券投資淨流出1,770百

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減持公債。衍生性金融

商品呈淨流入334百萬美元。其他投資呈淨

流出8,540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對國外聯行

及同業短期放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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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及範圍予以調整）計算，商品出口計

75,29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135百萬

美元或4.3%；商品進口計66,349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減少151百萬美元或0.2%。由於

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商品貿易順差增為

8,94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286百萬

美元或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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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工業

產品、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出口分別較上年

同季成長4.4%、3.1%及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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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較上年同季成長3.7%。進

口方面，資本設備較上年同季減少22.0%，

農工原料及消費品進口則分別增加2.1%及

15.6%。資本設備衰退係因廠商看淡未來景

氣，投資需求下降，致資本設備進口減少；

農工原料主要因原油價格上漲而成長；消費

品則以小客車與醫藥製劑之進口增額較大。

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同季相比，出

口方面以「礦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機械」、及「精密儀器、鐘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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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增額較大，四者合計占出口總增額的

79.3%；進口貨品中，則以「機械」、「電

子產品」、「化學品」及「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減額較大，四者合計達進口總減額的5

倍。

就主要貿易地區而言，出口方面，本季

對東協六國的出口，較上年同季增加2,490百

萬美元或23.1%，為出口增額最大的地區，

其次為對美國出口，較上年同季增加277百

萬美元或3.2%。進口方面，相較上年同季，

自日本進口減少1,190百萬美元或8.8%最

大，自美國進口減少1,036百萬美元或14.6%

次之。就主要出口市場比重來看，仍以中國

大陸（含香港，以下同）所占比重最高，

達39.2%，其次為東協六國的17.6%，美國

的11.7%及歐洲的10.0%分居第三、四位。

主要進口來源則以日本所占比重最高，達

18.4%，其次為中國大陸的15.6%，中東國

家的13.2%及東協六國的11.9%分居第三、四

位。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2,270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1,236百萬美元；服務支出計10,964

百萬美元，亦較上年同季增加1,654百萬美

元。由於服務支出增額大於服務收入增額，

服務收支順差由上年同季1,724百萬美元減為

1,306百萬美元。茲將服務收支主要項目之內

容及其變動說明如下(表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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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7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減少182百萬美元，主要係國輪國際

線貨運收入減少。運輸支出計2,494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23百萬美元，主要係

海運公司國外港埠費用支出增加。由於收入

減少、支出增加，本季運輸收支由上年同季

順差268百萬美元轉呈逆差37百萬美元。

(二) 旅行

本季旅行收入計3,171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651百萬美元，主要係因來台旅客

人次（以中國大陸來台旅客增加最多）及平

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均有成長。旅行支出計

2,30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97百萬美

元，主要係國人出國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

及平均停留夜數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

減少，本季旅行由上年同季順差118百萬美

元增為順差866百萬美元。

(三)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包括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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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增加767百萬美元，主要係三角貿易淨收入

增加。其他服務支出計6,165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增加1,628百萬美元，主要係貿易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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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專業技術與雜項服務支出增加。收支相

抵，本季其他服務淨收入為477百萬美元，

較去年同季減少861百萬美元。

三、所得

所得包括薪資所得及投資所得。本季所

得收入5,046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16

百萬美元，主要係外匯資產投資所得減少；

所得支出計2,63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

少79百萬美元，主要係非居民證券投資所得

減少。收支相抵，本季所得淨收入由上年同

季的2,649百萬美元減少為2,412百萬美元(表

3)。

四、經常移轉

本季經常移轉收入計1,354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減少215百萬美元，主要係贍家匯

款收入減少；支出計1,920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減少235百萬美元，主要係對外贍家匯

款支出減少。收支相抵，本季經常移轉淨支

出由上年同季的586百萬美元減為566百萬美

元。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0年第4季 99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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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0 10,964 1,306 11,034 9,310 1,724 1,236 1,654 

一、運輸服務 2,457 2,494 -37 2,639 2,371 268 -182 123 

      (一)客運 560 405 155 468 339 129 92 66 

      (二)貨運 1,796 1,108 688 2,063 1,183 880 -267 -75 

      (三)其他 101 981 -880 108 849 -741 -7 132 

二、旅行 3,171 2,305 866 2,520 2,402 118 651 -97 

三、其他服務 6,642 6,165 477 5,875 4,537 1,338 767 1,628 

      (一)通訊 121 158 -37 99 114 -15 22 44 

      (二)營建 107 101 6 91 95 -4 16 6 

      (三)保險 158 299 -141 91 235 -144 67 64 

      (四)金融 241 84 157 265 66 199 -24 18 

      (五)電腦與資訊 128 194 -66 71 144 -73 57 50 

      (六)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 192 1,503 -1,311 130 1,317 -1,187 62 186 

      (七)其他事務服務 5,591 3,593 1,998 5,003 2,317 2,686 588 1,276 

          1. 三角貿易及與貿易有關服務 4,502 1,224 3,278 4,062 493 3,569 440 731 

          2. 營運租賃 95 437 -342 74 328 -254 21 109 

          3. 專業技術與雜項 994 1,932 -938 867 1,496 -629 127 436 

      (八)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39 58 -19 27 55 -28 12 3 

      (九)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服務 65 175 -110 98 194 -96 -33 -19 



 國際收支∣ 77

表3　所得及經常移轉
單位：百萬美元

100年第4季 99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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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 5,046 2,634 2,412 5,362 2,713 2,649 -316 -79 

一、薪資所得 128 97 31 105 96 9 23 1 

二、投資所得 4,918 2,537 2,381 5,257 2,617 2,640 -339 -80 

      (一)直接投資 957 1,136 -179 1,034 1,112 -78 -77 24 

      (二)證券投資 301 1,134 -833 405 1,348 -943 -104 -214 

      (三)其他投資 3,660 267 3,393 3,818 157 3,661 -158 110 

經常移轉 1,354 1,920 -566 1,569 2,155 -586 -215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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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投

資。本季金融帳淨流出12,282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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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第4季 99年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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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 627 -3,534 -3,758 659 -3,099 -403 -32 
(一)對外直接投資 -4,161 —  -4,161 -3,758 —  -3,758 -403 —  
(二)來台直接投資 —  627 627 —  659 659 —  -32 

二、證券投資 1,228 -1,770 -542 -10,511 10,079 -432 11,739 -11,849 
(一)股權證券 2,032 974 3,006 -2,699 8,189 5,490 4,731 -7,215 
(二)債權證券 -804 -2,744 -3,548 -7,812 1,890 -5,922 7,008 -4,634 

1.債券與票券 -338 -2,597 -2,935 -7,662 1,890 -5,772 7,324 -4,487 
2.貨幣市場工具 -466 -147 -613 -150 0 -150 -316 -147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 1,605 -1,271 334 1,375 -1,262 113 230 -9 

四、其他投資 -6,687 -1,853 -8,540 -624 -1,855 -2,479 -6,063 2 
(一)貿易信用 529 166 695 -79 -230 -309 608 396 
(二)借款 -7,282 -1,443 -8,725 -8,504 -2,249 -10,753 1,222 806 
(三)現金與存款 -232 762 530 6,374 2,105 8,479 -6,606 -1,343 
(四)其他 298 -1,338 -1,040 1,585 -1,481 104 -1,287 143 

合                           計 -8,015 -4,267 -12,282 -13,518 7,621 -5,897 5,503 -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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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百萬美元。

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呈淨流出4,161百萬美

元，投資地區仍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

行業為金融控股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資

訊及通訊傳播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流

入627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金融保險

業、批發及零售業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呈淨流出542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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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228百

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淨流入2,032百萬美

元，主要係歐債問題延燒，居民贖回投資國

外股權證券；債權證券投資呈淨流出804百

萬美元，主要係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投資國外短期債權證券及保險公司投資國外

長期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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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百萬美元及

466百萬美元。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呈淨流出1,770

百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投資呈淨流入974

百萬美元，而債權證券投資呈淨流出2,744百

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投資國內公債到期後，

新投資必須恢復併入不得超過其淨匯入資金

30%限額內，致外資減持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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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7百萬美元及147百萬美元。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性金融商品淨流入334百萬美

元，資產方面淨流入1,605百萬美元，主要是

銀行部門承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利得；負

債方面呈淨流出1,271百萬美元，主要為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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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8,540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對國外

聯行及同業短期放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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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6,687百萬美

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債權增加。其

中，貿易信用呈淨流入529百萬美元；借款

呈淨流出7,282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對

國外放款增加；現金與存款呈淨流出232百

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提供國外聯行資金

及民間部門國外存款增加；其他資產呈淨流

入298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其他短期

資金流入。

(二) 負債方面

非居民對本國其他投資呈淨流出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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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負債

減少。其中，貿易信用呈淨流入166百萬美

元；借款呈淨流出1,443百萬美元，主要係銀

行OBU與民間部門償還國外借款；現金與存

款呈淨流入762百萬美元，主要係國外非金

融機構在OBU存款增加及OBU引進國外聯行

資金；其他負債呈淨流出1,338百萬美元，主

要係銀行部門償還其他短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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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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