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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

壹、概況

本季我國經常帳順差16,469百萬美元，

金融帳淨流出14,370百萬美元，央行準備資

產增加4,393百萬美元(表1及圖1)。

表1　國際收支
 民國103年第2季暨民國102年第2季 單位：百萬美元

(1) 
103年 
第2季

(2) 
102年 
第2季

(1)-(2)

A.經常帳 16,469 14,029 2,440 
　商品貿易淨額 10,783 10,448 335 
　　商品出口(f.o.b.) 79,859 77,643 2,216 
　　商品進口(f.o.b.) -69,076 -67,195 -1,881 
　服務淨額 2,528 1,831 697 
　　服務：收入 14,023 12,571 1,452 
　　服務：支出 -11,495 -10,740 -755 
　所得淨額 3,993 2,410 1,583 
　　所得：收入 6,795 5,599 1,196 
　　所得：支出 -2,802 -3,189 387 
　經常移轉淨額 -835 -660 -175 
　　經常移轉：收入 1,564 1,496 68 
　　經常移轉：支出 -2,399 -2,156 -243 
B.資本帳 -10 29 -39 
C.金融帳 -14,370 -7,416 -6,954 
　直接投資淨額 -3,187 -2,274 -913 
　　對外直接投資 -3,762 -3,184 -578 
　　來台直接投資 575 910 -335 
　證券投資淨額 -895 -3,162 2,267 
　　證券投資(資產) -10,348 -3,035 -7,313 
　　　股權證券 -6,520 1,468 -7,988 
　　　債權證券 -3,828 -4,503 675 
　　證券投資(負債) 9,453 -127 9,580 
　　　股權證券 9,111 609 8,502 
　　　債權證券 342 -736 1,078 
　衍生金融商品淨額 174 245 -71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1,165 1,759 -594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991 -1,514 523 
　其他投資淨額 -10,462 -2,225 -8,237 
　　其他投資(資產) -17,243 -5,389 -11,854 
　　　銀行 -14,961 -7,020 -7,941 
　　　非銀行民間部門 -2,286 1,631 -3,917 
　　其他投資(負債) 6,781 3,164 3,617 
　　　銀行 5,132 2,482 2,650 
　　　非銀行民間部門 1,649 682 967 
　合計，A至C 2,089 6,642 -4,553 
D.誤差與遺漏淨額 2,304 -2,762 5,066 
　合計，A至D 4,393 3,880 513 
E.準備資產 -4,393 -3,880 -513 
註：無符號在經常帳及資本帳表示收入，在金融帳表示資本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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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帳表示資本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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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電子產品出口增加，整體

出口較上年同季增加2.9%；在消費品及農工

原料進口增加下，整體進口亦較上年同季成

長2.8%。由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本季

商品貿易順差增為10,783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335百萬美元或3.2%。

服務方面，本季服務收入及支出均為歷

年單季最高。服務收入14,023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1,452百萬美元，主要係旅行收

入及三角貿易淨收入增加；服務支出11,495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55百萬美元，

主要為旅行支出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

出增額，本季服務收支順差較上年同季增加

697百萬美元或38.1%。

所得方面，本季所得收入6,795百萬美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196百萬美元，主要係

銀行國外利息收入大幅增加；所得支出2,802

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減少387百萬美元，

主要係支付外資直接投資所得減少。由於收

入增加、支出減少，本季所得收支順差增為

3,99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1,583百萬

美元。

經常移轉方面，本季經常移轉收入1,564

百萬美元，經常移轉支出2,399百萬美元，淨

支出由上年同季的660百萬美元增為835百萬

美元。

本季雖然經常移轉逆差略增，惟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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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經常帳

服務及所得順差均增加，使得經常帳順差增

為16,46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440百

萬美元或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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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百萬美

元。

三、金融帳

本季金融帳淨流出14,370百萬美元。其

中直接投資呈淨流出3,187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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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2百萬美元及淨流入575百萬美

元。證券投資呈淨流出895百萬美元，其中

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淨流出10,348百萬美元，

主要係保險公司國外投資增加；非居民證券

投資淨流入9,453百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投資

國內股市增加。衍生金融商品呈淨流入174

百萬美元。其他投資呈淨流出10,462百萬美

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國外存款及放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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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5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2,216百萬

美元或2.9%；商品進口計69,076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1,881百萬美元或2.8%。由

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商品貿易順差增

為10,783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35百萬

美元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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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出口增加2.8%，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出

口亦分別增加9.5%及4.6%。工業產品中的

重化工業產品向為我國出口主力(占出口比

重高達81.3%)，較上年同季增加2.5%。進口

方面，資本設備較上年同季增加4.1%，主要

係因精密儀器與飛機進口增加；消費品增加

14.4%，主要係食品及小客車進口增加；農

工原料則因電子零組件進口增加，本季亦增

加1.7%。

就主要貨品而言，與上年同季比較，出

口以「電子產品」增額最大，達出口總增

額的1.3倍，主要係因台積電代工蘋果新機

(iPhone 6)與Apple Watch微處理器，帶動電

子產品與相關零組件出口大幅增加；進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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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以「電子產品」與「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增額較大，合計占進口增額的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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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百萬美元或4.9%，為出口增

額最大的地區；其次為美國，較上年同季增

加545百萬美元或6.4%。進口方面，自中國

大陸進口增額1,971百萬美元或18.0%最大；

其次為美國，較上年同季增加896百萬美元

或13.9%，惟自中東進口較上年同季減少

1,464百萬美元最大，係因礦產品進口數量減

少。就主要出口市場比重而言，仍以中國大

陸所占比重最高，達40.1%，其次為東協六

國的18.4%；美國及歐洲則占11.4%及9.1%分

居第三、四位。主要進口來源以中國大陸比

重18.4%最高，日本則以15.3%次之。

二、服務

本季服務收入14,023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增加1,452百萬美元；服務支出11,495百

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755百萬美元。由

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服務收支順差

由上年同季1,831百萬美元增為2,528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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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9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259百萬美元，主要係國輪國

際線貨運及國航國際線客運收入增加。運輸

支出計2,92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316

百萬美元，主要係支付外輪進口貨運費用增

加。在支出增額大於收入增額下，本季運輸

淨支出由上年同季之218百萬美元增為275百

萬美元。

(二) 旅行

本季旅行收入及支出金額均為歷年單季

最高，雖來台旅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金額減

少，惟因來台人次持續成長，旅行收入仍較

上年同季增加590百萬美元，為3,720百萬美

元。旅行支出計3,60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

增加534百萬美元，主要係國人出國人次增

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旅行淨收

入由上年同季的55百萬美元，增加至111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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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事務服務及個人、

文化與休閒以及政府服務等項目。本季其他

服務收入計7,654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

加603百萬美元，主要係三角貿易淨收入增

加。其他服務支出計4,962百萬美元，較上年

同季減少95百萬美元，主要係專利權、商標

等使用費支出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

少，本季其他服務淨收入為2,692百萬美元，

較上年同季增加698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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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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5百萬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1,196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國外利息收入大

幅增加；所得支出2,802百萬美元，較上年同

季減少387百萬美元，主要係支付外資直接

投資所得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

本季所得收支順差增為3,993百萬美元，較上

年同季增加1,583百萬美元(表3)。

四、經常移轉

本季經常移轉收入計1,564百萬美元，較

上年同季增加68百萬美元，主要係貨物理賠

收入增加；支出計2,399百萬美元，較上年同

季增加243百萬美元，主要係工作者匯款支

出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小於支出增額，本季

經常移轉淨支出由上年同季的660百萬美元

增為835百萬美元。 

表3　所得及經常移轉
單位：百萬美元

103年第2季 102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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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 2,802 3,993 5,599 3,189 2,410 1,196 -387 
一、薪資所得 149 82 67 144 84 60 5 -2 
二、投資所得 6,646 2,720 3,926 5,455 3,105 2,350 1,191 -385 
      (一)直接投資 1,695 1,272 423 1,432 1,673 -241 263 -401 
      (二)證券投資 464 984 -520 449 1,110 -661 15 -126 
      (三)其他投資 4,487 464 4,023 3,574 322 3,252 913 142 
經常移轉 1,564 2,399 -835 1,496 2,156 -660 68 243 

表2　服務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103年第2季 102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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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3 11,495 2,528 12,571 10,740 1,831 1,452 755 
一、運輸服務 2,649 2,924 -275 2,390 2,608 -218 259 316 
      (一)客運 680 531 149 590 482 108 90 49 
      (二)貨運 1,852 1,337 515 1,699 1,202 497 153 135 
      (三)其他 117 1,056 -939 101 924 -823 16 132 
二、旅行 3,720 3,609 111 3,130 3,075 55 590 534 
三、其他服務 7,654 4,962 2,692 7,051 5,057 1,994 603 -95 
      (一)通訊 120 135 -15 121 152 -31 -1 -17 
      (二)營建 121 159 -38 98 147 -49 23 12 
      (三)保險 163 296 -133 149 316 -167 14 -20 
      (四)金融 329 119 210 323 91 232 6 28 
      (五)電腦與資訊 271 152 119 194 150 44 77 2 
      (六)專利權、商標等使用費 243 858 -615 272 1,120 -848 -29 -262 
      (七)其他事務服務 6,277 3,018 3,259 5,791 2,841 2,950 486 177 
          1. 三角貿易及與貿易有關服務 4,981 1,045 3,936 4,600 812 3,788 381 233 
          2. 營運租賃 62 379 -317 50 342 -292 12 37 
          3. 專業技術與雜項 1,234 1,594 -360 1,141 1,687 -546 93 -93 
      (八)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60 60 0 46 70 -24 14 -10 
      (九)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服務 70 165 -95 57 170 -113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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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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0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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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第2季 102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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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2 575 -3,187 -3,184 910 -2,274 -578 -335 
(一)對外直接投資 -3,762 —  -3,762 -3,184 —  -3,184 -578 —  
(二)來台直接投資 —  575 575 —  910 910 —  -335 

二、證券投資 -10,348 9,453 -895 -3,035 -127 -3,162 -7,313 9,580 
(一)股權證券 -6,520 9,111 2,591 1,468 609 2,077 -7,988 8,502 
(二)債權證券 -3,828 342 -3,486 -4,503 -736 -5,239 675 1,078 

1.債券與票券 -3,826 325 -3,501 -2,663 -736 -3,399 -1,163 1,061 
2.貨幣市場工具 -2 17 15 -1,840 0 -1,840 1,838 0 

三、衍生金融商品 1,165 -991 174 1,759 -1,514 245 -594 523 

四、其他投資 -17,243 6,781 -10,462 -5,389 3,164 -2,225 -11,854 3,617 
(一)貿易信用 156 -126 30 -269 339 70 425 -465 
(二)借款 -6,589 4,350 -2,239 -4,585 3,803 -782 -2,004 547 
(三)現金與存款 -9,689 2,706 -6,983 1,845 222 2,067 -11,534 2,484 
(四)其他 -1,121 -149 -1,270 -2,380 -1,200 -3,580 1,259 1,051 

合                           計 -30,188 15,818 -14,370 -9,849 2,433 -7,416 -20,339 13,385 
註：無符號表示資本淨流入或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負號表示資本淨流出或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

一、直接投資

本季直接投資淨流出3,187百萬美元。其

中，對外直接投資呈淨流出3,762百萬美元，

投資地區仍以中國大陸居首，主要投資行業

為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批發及零售

業、與化學材料製造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

資淨流入575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為金

融及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及不動產業。

二、證券投資

本季證券投資呈淨流出89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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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8

百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與債權證券分別

呈淨流出6,520百萬美元與3,828百萬美元，

主要均係保險公司國外投資增加。債權證券

投資中，債票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分別淨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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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6百萬美元與2百萬美元。

(二) 負債方面

本季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呈淨流入9,453

百萬美元，其中股權證券投資淨流入9,111百

萬美元，主要係外資投資國內股票增加。債

權證券投資淨流入342百萬美元，主要係外

資投資我國公債增加。

三、衍生金融商品

本季衍生金融商品淨流入174百萬美

元，資產方面淨流入1,165百萬美元，主要

係銀行及其他部門承做衍生金融商品交易利

得；負債方面呈淨流出991百萬美元，主要

係銀行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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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10,462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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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3百萬

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債權增加。

其中，貿易信用淨流入156百萬美元；借款

淨流出6,589百萬美元，主要係OBU國外放

款增加；現金與存款淨流出9,689百萬美元，

主要係銀行部門收受人民幣存款，轉存國外

聯行增加；其他資產呈淨流出1,121百萬美

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國外應收款增加。

(二) 負債方面

非居民對本國其他投資呈淨流入6,781

百萬美元，表示居民對非居民之其他負債增

加。其中，貿易信用淨流出126百萬美元；

借款淨流入4,350百萬美元，主要係OBU從

事附買回交易及向國外同業透支增加；現金

與存款淨流入2,706百萬美元，主要係銀行部

門自國外聯行引進資金；其他負債呈淨流出

149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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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3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