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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季我國經常帳順差15,960百萬美元，

金融帳淨流出11,609百萬美元，央行準備資

產增加3,583百萬美元(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民國101年第4季暨民國100年第4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101年
第4季

(2)
100年
第4季

(1)-(2)

A.  經常帳 15,960 11,927 4,033 
    商品出口(f.o.b.) 77,185 75,285 1,900 
    商品進口(f.o.b.) -66,440 -66,301 -139 
        商品貿易淨額 10,745 8,984 1,761 
    服務：收入 12,737 12,227 510 
    服務：支出 -10,473 -10,990 517 
        服務淨額 2,264 1,237 1,027 
    所得：收入 6,025 4,913 1,112 
    所得：支出 -2,272 -2,640 368 
        所得淨額 3,753 2,273 1,480 
    經常移轉：收入 1,422 1,353 69 
    經常移轉：支出 -2,224 -1,920 -304 
        經常移轉淨額 -802 -567 -235 
B.  資本帳 -18 -32 14 
    資本帳：收入 4 1 3 
    資本帳：支出 -22 -33 11 
        合計，A加B 15,942 11,895 4,047 
C.  金融帳 -11,609 -12,314 705 
    對外直接投資 -3,401 -4,164 763 
    來台直接投資 270 655 -385 
    證券投資(資產) -13,577 1,208 -14,785 
        股權證券 -5,519 2,017 -7,536 
        債權證券 -8,058 -809 -7,249 
    證券投資(負債) 3,045 -1,770 4,815 
        股權證券 2,563 974 1,589 
        債權證券 482 -2,744 3,226 
    衍生金融商品 95 230 -135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1,066 1,506 -440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971 -1,276 305 
    其他投資(資產) -5,607 -6,621 1,014 
        一般政府 1 6 -5 
        銀行 -6,737 -12,110 5,373 
        其他 1,129 5,483 -4,354 
    其他投資(負債) 7,566 -1,852 9,418 
        貨幣當局 0 0 0 
        一般政府 0 0 0 
        銀行 7,421 -1,581 9,002 
        其他 145 -271 416 
        合計，A至C 4,333 -419 4,752 
D.  誤差與遺漏淨額 -750 630 -1,380 
        合計，A至D 3,583 211 3,372 
E.  準備資產 -3,583 -211 -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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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景氣漸趨回穩，本

季與上年同季比較，出進口分別增加2.5%與

0.2%。由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本季商

品貿易順差增為10,74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

季增加1,761百萬美元或19.6%。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收入12,737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510百萬美元，主要係

專業技術與雜項收入及三角貿易淨收入增

加；服務支出10,47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減少517百萬美元，主要係無形資產使用費

支出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本季

服務收支順差由上年同季1,237百萬美元增為

2,264百萬美元。

所得方面，本季所得收入6,025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12百萬美元，主要係

外匯資產投資所得增加；所得支出2,272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68百萬美元，主要

係支付外資股利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

減少，本季所得收支順差增為3,753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480百萬美元。

經常移轉方面，本季經常移轉淨支出由

上年同季的567百萬美元增為802百萬美元，

主要係贍家匯出款增加。

本季因商品、服務與所得順差皆增加，

致經常帳順差創歷年單季新高，達15,960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4,033百萬美元或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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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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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百萬美

元。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流出11,609百萬美元。其

中直接投資呈淨流出3,131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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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百萬美元及淨流入270百萬

美元。證券投資呈淨流出10,532百萬美元，

其中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淨流出13,577百萬美

元，主要係保險公司國外投資增加；非居民

證券投資則呈淨流入3,045百萬美元，主要係

外資投資國內股市增加。衍生金融商品呈淨

流入95百萬美元。其他投資呈淨流入1,959

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自國外引進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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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900百萬

美元或2.5%；商品進口計66,440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39百萬美元或0.2%。由於

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商品貿易順差增為

10,74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761百萬

美元或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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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農產

加工品較上年同季成長9.4%，農產品及工業

產品增幅較小，分別為3.3%及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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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受全球景氣緩步回穩影

響，較上年同季轉呈增加2.6%。進口方面，

資本設備較上年同季增加1.4%，主要係因半

導體設備及飛機進口增加，惟農工原料減少

0.3%，主要係電子產品（零組件）、基本金

屬及其製品與化學品進口減少，消費品因小

客車減少，亦衰退0.4%。

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同季相比，出



 國際收支∣ 103

口方面以「礦產品」、「電子產品」、「精

密儀器」及「電機產品」增額較大，四者合

計占出口總增額的1.68倍；進口方面則較上

年同季略減，主因「礦產品」增額抵銷「電

子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與「化學

品」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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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百萬美元或4.5%，為出口增

額最大的地區；其次為對東協出口，較上年

同季增加1,182百萬美元或8.9%。進口方面，

相較上年同季，自中東進口大幅增加2,664百

萬美元，惟自日本及東協進口分別減少681

百萬美元及664百萬美元。就主要出口市場

比重來看，仍以中國大陸所占比重最高，達

39.9%，其次為東協六國的18.7%，美國的

10.7%及歐洲的9.5%分居第三、四位。主要進

口來源仍以日本所占比重最高，達17.4%，其

次為中東國家的17.2%，中國大陸的16.7%及

東協六國的10.9%分居第三、四位。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2,737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510百萬美元；服務支出計10,473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517百萬美元。由

於服務收入增加、支出減少，服務收支順差

由上年同季1,237百萬美元增為2,264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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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1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增加105百萬美元，主要係國輪國際

線貨運收入增加。運輸支出計2,635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5百萬美元，主要係

支付外輪進口運費及國外倉儲與裝卸費用增

加。收支相抵，本季運輸淨支出由上年同季

54百萬美元增為64百萬美元。

(二) 旅行

本季旅行收入計3,186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9百萬美元。旅行支出計2,668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63百萬美元，主要

係國人出國人次及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增

加。收支相抵，本季旅行淨收入由上年同季

872百萬美元減為518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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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增加396百萬美元，主要係專業技術與雜項

服務收入及三角貿易淨收入增加。其他服務

支出計5,170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995

百萬美元，主要無形資產使用費支出減少。

收支相抵，本季其他服務淨收入為1,810百萬

美元，較去年同季增加1,391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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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得

所得包括薪資所得及投資所得。本季

所得收入6,02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1,112百萬美元，主要係外匯資產投資所得增

加所致；所得支出2,272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減少368百萬美元，主要係支付外資股

利減少。收支相抵，本季所得淨收入由上年

同季的2,273百萬美元增為3,753百萬美元(表

3)。

四、經常移轉

本季經常移轉收入計1,422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69百萬美元；支出計2,224百萬

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04百萬美元，主要

因贍家匯出款增加。收支相抵，本季經常移

轉淨支出由上年同季的567百萬美元增為802

百萬美元。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1年第4季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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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7 10,473 2,264 12,227 10,990 1,237 510 -517 

一、運輸服務 2,571 2,635 -64 2,466 2,520 -54 105 115 

      (一)客運 616 450 166 560 405 155 56 45 

      (二)貨運 1,863 1,198 665 1,805 1,134 671 58 64 

      (三)其他 92 987 -895 101 981 -880 -9 6 

二、旅行 3,186 2,668 518 3,177 2,305 872 9 363 

三、其他服務 6,980 5,170 1,810 6,584 6,165 419 396 -995 

      (一)通訊 123 157 -34 121 158 -37 2 -1 

      (二)營建 123 110 13 107 101 6 16 9 

      (三)保險 117 303 -186 158 299 -141 -41 4 

      (四)金融 232 67 165 240 84 156 -8 -17 

      (五)電腦與資訊 147 125 22 128 194 -66 19 -69 

      (六)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 219 944 -725 192 1,503 -1,311 27 -559 

      (七)其他事務服務 5,860 3,204 2,656 5,534 3,593 1,941 326 -389 

          1. 三角貿易及與貿易有關服務 4,578 996 3,582 4,467 1,224 3,243 111 -228 

          2. 營運租賃 52 341 -289 72 437 -365 -20 -96 

          3. 專業技術與雜項 1,230 1,867 -637 995 1,932 -937 235 -65 

      (八)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43 66 -23 39 58 -19 4 8 

      (九)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服務 116 194 -78 65 175 -110 5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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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所得及經常移轉
單位：百萬美元

101年第4季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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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5 2,272 3,753 4,913 2,640 2,273 1,112 -368 
一、薪資所得 134 110 24 128 97 31 6 13 
二、投資所得 5,891 2,162 3,729 4,785 2,543 2,242 1,106 -381 
      (一)直接投資 1,261 1,304 -43 874 1,142 -268 387 162 
      (二)證券投資 404 627 -223 264 1,134 -870 140 -507 
      (三)其他投資 4,226 231 3,995 3,647 267 3,380 579 -36 
經常移轉 1,422 2,224 -802 1,353 1,920 -567 6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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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金融帳淨流出11,609百萬美元。茲將本

季金融帳變動說明如下(表4)：

一、直接投資

本季直接投資淨流出3,131百萬美元。其

中，對外直接投資呈淨流出3,401百萬美元，

投資地區仍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行業

為金融保險業、不動產業及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淨流入270百萬美

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金融保險業、批發零售

表4　金 融 帳
單位：百萬美元

101年第4季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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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 270 -3,131 -4,164 655 -3,509 763 -385 
(一)對外直接投資 -3,401 —  -3,401 -4,164 —  -4,164 763 —  
(二)來台直接投資 —  270 270 —  655 655 —  -385 

二、證券投資 -13,577 3,045 -10,532 1,208 -1,770 -562 -14,785 4,815 
(一)股權證券 -5,519 2,563 -2,956 2,017 974 2,991 -7,536 1,589 
(二)債權證券 -8,058 482 -7,576 -809 -2,744 -3,553 -7,249 3,226 

1.債券與票券 -5,956 482 -5,474 -341 -2,597 -2,938 -5,615 3,079 
2.貨幣市場工具 -2,102 0 -2,102 -468 -147 -615 -1,634 147 

三、衍生金融商品 1,066 -971 95 1,506 -1,276 230 -440 305 

四、其他投資 -5,607 7,566 1,959 -6,621 -1,852 -8,473 1,014 9,418 
(一)貿易信用 477 -442 35 529 166 695 -52 -608 
(二)借款 -634 1,093 459 -7,284 -1,442 -8,726 6,650 2,535 
(三)現金與存款 -2,160 6,329 4,169 -154 762 608 -2,006 5,567 
(四)其他 -3,290 586 -2,704 288 -1,338 -1,050 -3,578 1,924 

合                           計 -21,519 9,910 -11,609 -8,071 -4,243 -12,314 -13,448 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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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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呈淨流出10,532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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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7

百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淨流出5,519百萬美

元，債權證券投資呈淨流出8,058百萬美元，

主要係保險公司國外投資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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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6百萬美元及2,102百萬美元。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呈淨流入3,045

百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投資呈淨流入2,563

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投資國內股市增加。

債權證券投資亦淨流入482百萬美元，主要

係外資投資公債。

三、衍生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金融商品淨流入95百萬美元，

資產方面淨流入1,066百萬美元，主要是銀行

部門承做衍生金融商品交易利得；負債方面

呈淨流出971百萬美元，主要為民間部門承

做衍生金融商品交易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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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自國外

引進資金及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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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7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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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百萬美元；借款

呈淨流出634百萬美元，主要係OBU長期期

放款增加；現金與存款呈淨流出2,160百萬美

元，主要係銀行部門提供國外聯行資金；其

他資產呈淨流出3,290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

部門其他短期資產增加。

(二) 負債方面

非居民對本國其他投資呈淨流入7,566

百萬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負債

增加。其中，貿易信用呈淨流出442百萬美

元；借款呈淨流入1,093百萬美元，主要係民

間部門自國外借款增加；現金與存款呈淨流

入6,329百萬美元，主要係外商銀行自國外聯

行引進資金及外人在OBU的存款增加；其他

負債呈淨流入586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

門其他短期負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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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3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