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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商品流通推算方法及步驟 

 
商品流通之計算為產業關聯表重要編製過程之一，

從事商品流通運算主要在追蹤商品於流通過程中各階段

增加之價值，精確推算商業活動創造之價值，從而獲致

各細部門商品之商業差距。此外，在計算過程中，尚可

同時產生存貨變動資料。該兩項資料均係編製產業關聯

表之重要數據。 

商品流通法之利用，若個別商品資料充分，可按個

別商品流通計算其商業差距，加價率之判斷較易精確，

推算結果自然更為可靠。惟常限於資料，以及為節省運

算時間，多捨個別商品流通而採商品群流通法。商品群

之大小，依資料而定，資料分類較細，可採較小商品群

流通法；反之，資料分類較粗時，則須採用較大商品群

流通法。本次編表，係採五位碼部門編號(細部門)商品群

為計算基礎。資料來源，主要依據臺灣地區農漁產品運

銷實況調查報告與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及抽樣調查資料，

採其中之加價率(銷貨毛率)、銷貨率、進貨來源、銷售去

路等項，以推算商品流通過程中各類商業之產值。商品

流通之一般流程詳如下圖： 

由於資料係採抽樣方式獲得，流通過程易發生前後

不一致的情況，故在處理過程中，可信度較高的資料先

予確定，而流通下游相同資料項目，則由上游資料直接

代入。因此在實際資料處理中，首先確定商品之供給來

源──生產者產銷價值表(表一)、進口分配表(表三)、及

以海關出口統計為控制總數的出口分配表(表四)，然後再

就商品流通過程，依生產者、貿易商、批發商、零售商

之次序，完成各分配表。 

 

一、生產者  

 

有形、可移動之商品，方可能透過商業轉手買賣，

而無形之勞務及不可移動之營建工程，均不納入商品流

通範圍。另外，以管、線輸送之水、電乃是由生產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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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供應予消費者，亦無需透過商業；至於燃氣部分，亦

僅筒裝液化石油氣可能透過商業買賣。因此，商品流通

僅涵蓋農業、礦業、製造業及燃氣業之產品，而將服務

業、營造業及水、電供應業等排除於外。 

國內商品之供給主要源自於生產者，因此生產者產

銷表之決定，為從事商品流通計算的第一個步驟。 

表一、生產者產銷價值表 

(1.1) 生產者產值：即產業關聯表所決定各細部門的

產值。然而有些部門須加以調整，如「其他園

藝作物」中的成園費及報紙、雜誌中的廣告收

入部分，因不屬於有形、可移動商品，故應予

扣除。 

(1.2) 製成品存貨變動：以製造業抽樣調查結果表之

「製成品存貨變動率」乘(1.1)而得。 

(1.3) 自用及耗損：以製造業抽樣調查結果表之「自

用及耗損率」乘(1.1)而得。 

(1.4) 銷售價值：(1.1)減(1.2)減(1.3)。 

(1.5) 銷售率：(1.4)除以(1.1)。 

表二、生產者銷售去路表 

(2.1) 直接出口：由表(4.11)而來。 

(2.2) 售與貿易商：由銷售價值(1.4)扣除直接出口

(2.1)後，依製造業抽樣調查結果表中生產者售

予其餘各項之百分比，比例分攤而得。 

(2.3) 售與生產者：同(2.2)處理方法。 

(2.4) 售與批發者：同(2.2)處理方法。 

(2.5) 售與零售者：同(2.2)處理方法。 

(2.6) 售與消費者及政府：同(2.2)處理方法。 

 

二、進口分配表與出口分配表  

 

進、出口分配表，皆以海關進出口資料為控制總數，

並按五位碼細部門歸類、整理。因海關資料正確性高，

故先將此兩表確定，以利商品流通之推估。 

表三、進口分配表 

此表係以進口商品之到岸價格(C.I.F.價格)為計價基

礎。 

(3.1) 進口總額：以海關進口 C.I.F.價值按五位碼細

部門歸類而得。 

(3.11) 政府進口：由中信局提供政府機構委託

進口價值。 

(3.12) 生產者直接進口：由製造業、礦業、營

造業、交通運輸、服務業抽樣調查表整

理而來。 

(3.13) 貿易商直接進口：由商業抽樣調查表整

理而來。 

(3.14) 批發商直接進口：同(3.13)。 

(3.15) 零售商直接進口：同(3.13)。 

上述(3.1)應為(3.11)〜(3.15)之合計，但由於資料來

源不同，故其不等者，應以(3.1)為控制總數加以調整，使

其一致。 

表四、出口分配表 

本表係按離岸價格(F.O.B.價格)計算出口商品之價

值，即由商業抽樣調查表整理而得之各類商品直接出口

之資料，扣除其國際運費後，才得列入此表。 

(4.1) 出口總額：由海關出口統計(F.O.B.)價值按五

位碼細部門歸類整理而來，以之作為出口控制

總數。 

(4.11) 生產者直接出口：由工礦業抽樣調查表

和農漁產銷實況調查之各商品之銷售

價值乘其直接出口百分比而得。 

(4.12) 貿易商直接出口：由商業抽樣調查表計

算而得。 

(4.13) 批發商直接出口：同(4.12)。 

(4.14) 零售商直接出口：同(4.12)。 

(4.11)〜(4.14)之合計與(4.1)間若有差額，應調

整使其與(4.1)一致。 

 

三、貿易商  

 

貿易商主要業務為進、出口商品買賣，然此兩種業

務，其進貨來源及銷貨去路，皆有截然的不同，因此在

處理貿易商的資料，應就其直接進口商品與國內購入商

品予以分別處理，然後再合併，以計算貿易商之運銷差

距。 



八十五年產業關聯表編製報告   196 

表五、貿易商進貨來源表 

(5.1) 貿易商進貨總值：等於(5.11)至(5.16)之和。 

(5.11) 直接進口：由(3.13)再加上進口稅與國

內進貨運費而得，即以其進貨成本計

入。 

(5.12) 購自國內生產者：由(2.2)而來。 

(5.13) 購自國內貿易商：由商業抽樣調查表中

貿易商進貨價值乘進貨來源百分比而

來。 

(5.14) 購自批發商：同(5.13)。 

(5.15) 購自零售商：同(5.13)。 

(5.16) 購自其他：同(5.13)。 

(5.2) 銷貨率：由商業抽樣調查表貿易商之銷貨成本

除以進貨價值計算得之。 

(5.3) 銷貨成本：由(5.1)乘(5.2)而來。 

(5.4) 存貨變動：由(5.1)減(5.3)而來。 

表六、貿易商銷貨去路表 

(6.1) 加價率：由商業抽樣調查表貿易商之銷貨價值

除以銷貨成本而得。 

(6.2) 銷貨價值：銷貨成本(5.3)乘加價率(6.1)。 

(6.21) 直接出口：由(4.12)而來。 

(6.22) 售與貿易商：由(5.13)而來。 

(6.23) 售與國內生產者：由銷貨價值(6.2)扣除

直接出口(6.21)及售與貿易商(6.22)後，

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貿易商其他各

對應項銷售百分比，比例分攤而來。 

(6.24) 售與批發商：同(6.23)。 

(6.25) 售與零售商：同(6.23)。 

(6.26) 售與政府：同(6.23)。 

(6.27) 售與消費者：同(6.23)。 

 

四、批發商  

 

商品流通至批發商，進貨來源有部分可由以前各表

計算獲得者有購自生產者、購自貿易商、直接進口等，

其餘各項進貨則按商業抽樣調查表批發商進貨來源百分

比乘進貨價值計算求得。 

表七、批發商進貨來源表 

(7.1) 批發商進貨總值：等於(7.11)至(7.16)之和。 

(7.11) 購自生產者：由(2.4)而來。 

(7.12) 購自貿易商：由(6.24)而來。 

(7.13) 直接進口：由(3.14)再加上進口稅和國

內進貨運費，即其進貨成本計入。 

(7.14) 購自批發商：由商業抽樣調查表中批發

商進貨價值乘進貨來源百分比而來。 

(7.15) 購自零售商：同(7.14)。 

(7.16) 購自其他：同(7.14)。 

(7.2) 銷貨率：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批發商之銷貨

成本除以進貨價值計算得之。 

(7.3) 銷貨成本：由(7.1)乘(7.2)而來。 

(7.4) 存貨變動：由(7.1)減(7.3)而來。 

表八、批發商銷貨去路表 

(8.1) 加價率：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批發商之銷貨

價值除以銷貨成本計算之。 

(8.2) 銷貨價值：由銷貨成本(7.3)乘加價率(8.1)而

得。 

(8.21) 直接出口：由(4.13)而得。 

(8.22) 售與貿易商：由(5.14)而得。 

(8.23) 售與批發商：由(7.14)而得。 

(8.24) 售與生產者：由銷售價值(8.2)扣除直接

出口(8.21)、售與貿易商(8.22)、售與批

發商 (8.23)後，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

表，批發商其他之銷售對象百分比，比

例分攤而得。 

(8.25) 售與零售商：同(8.24)。 

(8.26) 售與政府：同(8.24)。 

(8.27) 售與消費者：同 (8 .24)。  

 

五、零售商  

 

零售商進貨來源除了購自其他零售商及購自其他

(含政府及消費者)外，其餘各項均可由前述各表之銷售對

象價值獲得。 

表九、零售商進貨來源表 

(9.1) 零售商進貨總值：等於(9.11)至(9.16)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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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購自生產者：由(2.5)而來。 

(9.12) 直接進口：由(3.15)再加上進口稅和國

內進貨運費，即其進貨成本。 

(9.13) 購自貿易商：由(6.25)而來。 

(9.14) 購自批發商：由(8.25)而來。 

(9.15) 購自零售商：由商業抽樣調查表中零售

商進貨價值乘進貨來源百分比而來。 

(9.16) 購自其他(含政府及消費者)：同(9.15)。 

(9.2) 銷貨率：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零售商之銷貨

成本除以進貨價值計算得之。 

(9.3) 銷貨成本：由 (9.1)乘 (9.2)而來。 

(9.4) 存貨變動：由(9.1)減(9.3)而來。 

表十、零售商銷貨去路表 

(10.1) 加價率：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零售商之銷

貨價值除以銷貨成本計算得之。 

(10.2) 銷貨價值：由(9.3)乘(10.1)而得。 

(10.21) 直接出口：由(4.14)而得。 

(10.22) 售與貿易商：由(5.15)而得。 

(10.23) 售與批發商：由(7.15)而得。 

(10.24) 售與零售商：由(9.15)而得。 

(10.25) 售與生產者：由銷售價值(10.2)扣除直

接出口(10.21)、售與貿易商(10.22)、售

與批發商(10.23)、售與零售商(10.24)

後，依商業抽樣調查結果表零售商其

他之銷售對象百分比，比例分攤而得。 

(10.26) 售與政府：同(10.25)。 

(10.27) 售與消費者：同(10.25)。 

 

六、最後結果表  

 

採用商品流通方法，計算前述各表之目的，在提供

編製產業關聯表所需之商業差距與存貨變動資料，商業

差距係由貿易商、批發商及零售商三部分之加價額(即運

銷差距)扣除運費而得。彙總流通結果可得下列兩個結果

表。

 

表十一、運 銷 差 距 表  

 

運銷商 

商品別 

貿易商(11.1) 

＝(6.2)－(5.3) 

批發商(11.2) 

＝(8.2)－(7.3) 

零售商(11.3) 

＝(10.2)－(9.3) 

合  計 

(11.4) 

  

  

  

    

合  計     

 

表十二、存 貨 變 動 表  

 

運銷商 

商品別 

貿易商(12.1) 

＝(5.1)－(5.3) 

批發商(12.2) 

＝(7.1)－(7.3) 

零售商(12.3) 

＝(9.1)－(9.3) 

合 計 

(12.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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