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江明政

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與產業展望
改變營運思維並分散風險，以順應多變的未來

COVID-19疫 情 延 燒 至 今 已2年， 雖 已

有減緩的趨勢，但仍未平息。今年確診及

死亡人數達到三波高峰，第一波落於2月

至3月，當時全球確診人數達738,686人，

死亡人數達14,378人，以歐美人數最多；

第二波出現於5月至6月，全球確診人數達

825,721人，死亡人數達13,302人，印度即

占一半；第三波則發生於8月至9月，全球

確診人數較前兩波少，達658,693人，死亡

人數達10,110人，以亞洲國家占大宗。由

以上數據可發現，今年疫情大多發生在身為

2022

2019年底爆發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持續蔓延全球，全球經濟受

到嚴重衝擊。去（2020）年各國為避免疫情擴散，紛紛採取封鎖政策，導致全球供

需失衡；今（2021）年疫苗已開始施打，多國選擇「與病毒共存」，但年初貨運缺

櫃的問題，以及東南亞國家深受變種毒病的影響，造成供應鏈脆弱問題浮現。經歷

過去2年紛擾下，究竟未來發展如何，備受各界關注。為此，紡拓會於2021年11

月11日舉辦「2022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研討會，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簡稱台

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就當前全球趨勢發展及未來一年的經貿展望進行

分享，本刊特整理研討會精華內容，供讀者參考與掌握時勢。

全球製造工廠的亞洲地區，因此為全球供應

產生不少問題；而面對寒冬將至，是否會帶

來新一波的疫情，仍有待觀察。

本次疫情究竟帶給全球多大的影響？若

與本世紀另一個較大的經濟危機—2009

年金融海嘯相較，全球GDP成長率於疫情

期間衰退3.5%，較金融海嘯時嚴重（衰退

1.7%），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歐元區、日

本，以及東南亞國家，皆有同樣的情況；而

中國大陸於疫情期間經濟成長2.3%，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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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時成長小（9.3%）。臺灣情形則有不同，

由於我國GDP大多由製造業貢獻，且防疫有

成，較不影響國內人流及產業運作，故疫情

期間的GDP成長3.1%，較金融海嘯時期（衰

退1.6%）表現更好。以產業來看，為達防疫

目的，許多國家採取封鎖政策，嚴格限制人

員流動及採購，造成需求大量減少，尤其是

汽車及商品出口較為明顯，分別衰退13.5%

及7.5%。（請參考圖1）

全球及主要經濟體概況

美國

受到美中貿易戰及疫情影響，美國2020

年的GDP成長率為-3.4%，直至2021年，因

疫苗施打普及，人流回穩使得國內消費復

甦，才得以讓美國經濟恢復穩定。物價指

數（CPI）的部份，由於2020年需求緊縮，

造成CPI僅1.2%；2021年，受先前美中貿

易戰關稅的影響，以及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

出現問題，導致原物料及貨運價格上漲，預

估CPI將推升至4.3%。至於明年，依今年10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預測，美國GDP成長率將達

5.2%，CPI為3.5%，但是否還有變化，則須

視拜登政府的新政，以及美國聯準會（Fed）

的政策而定。

2021年就任美國第46屆總統的拜登，

主要政策有以下五項。首先，面對COVID-19

的死亡人數有可能名列美國重大死亡史中的

第一名，拜登政府採取優先檢查及制定防

疫機制的政策，並在考量疫情的同時，慎

重重啟經濟；同時將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

織（WHO），與聯合國及主要國家合作抗疫。

其次，在對中國大陸的策略上，計劃與同盟

國共同反對制裁關稅，並譴責中國大陸政府

的補助、智慧財產權，以及人權問題。第

三，在稅制貿易方面，規劃推動最大規模的

聯邦增稅政策，包括：將公司稅（又稱企業

稅）稅率自21%調高至28%；此外，將審慎

看待新的貿易協定，包含：RCEP及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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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四，在環境能源方面，於各國皆已提

出綠色目標下，美國亦提出4年2兆美元的

綠能革命計畫，並於拜登上任當天即發布重

返《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及簽署因

應氣候變遷的相關行政命令，重申期許美

國成為領導全球乾淨能源產業的國家，於

2050年前達成100%乾淨能源經濟及淨零排

放（Net Zero Emissions）的目標不變。最後，

針對科技業，為避免大型企業逃漏稅，將實

施今年二十國集團（G20）領袖高峰會議核

定的全球企業稅最低15%的政策；另，為防

止大型企業持續壟斷，考慮將大型科技公司

進行拆分。（請參考圖2）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政策方面，2018年，

美國總統川普為達全球供應鏈轉移、迫使

中國大陸放棄產業補助，以及減少美國貿

易逆差等目的，開啟美中貿易戰，直至今

日，美國經濟仍不斷受其影響。根據財政部

長葉倫、國際信評機構，以及美國經濟研

究所分析，2021年初，美國對中國大陸的

平均關稅稅率為19.3%，中國大陸對美國為

20.7%；貿易戰前中國大陸銷往美國的商品

稅率為3.1%，美國銷往中國大陸為8.0%，

使得關稅累積多徵收970億美元，增加消

費者負擔也提高通膨壓力。而美國對中國

大陸課徵的近20%關稅中，美國進口商負

擔90%（即18.5%），中國大陸出口商只分攤

10%（即1.5%），這看似對中國大陸進口造

成衝擊的關稅，最後皆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此外，依Fed紐約分行及哥倫比亞大學針對

美國2,859家跨國上市公司進行的調查，其

中半數業務與中國大陸相關，上市公司中

有29%與中國大陸有貿易關係。如此的連

結，讓企業價值（股價）因貿易戰損失3.3

兆美元（占美國GDP16%），比原估計7千億

美元多了4倍。因此，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

示，美中貿易應採「再掛鉤」（re-coupling）

和「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政策，

但中國大陸是否會配合，須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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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英國在脫歐後，終於在2021年1月與

歐盟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針對商品貿易的

部份不課徵關稅且不設定配額，但在服務貿

易上未有進展；另一方面，COVID-19疫情

仍持續延燒，影響其經濟活動。由於以上因

素，IMF 預估英國GDP成長率於2020年嚴

重衰退後（-9.8%），至2021年反彈幅度不

大（6.8%）；展望2022年，英國GDP成長率

依舊無法大幅提升，僅為5%，但可留意下

一階段與歐盟在服務貿易上的決議。

歐盟的部份，去年GDP成長率因疫情下

滑至-5.9%；今年在疫苗普及及解封情形下，

各國的零售及休閒業於今年第三季大幅回

升，使得GDP成長率回升至5.1%。歐盟在德

國總理梅克爾在職的16年期間，經歷2010

年歐債危機、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以

及2016年英國脫歐，其具特色的執政風格，

幫助歐盟渡過一次次的關鍵時刻，深受大多

數歐盟國家人民的認同（請參考圖3）。今年

底，梅克爾即將卸任，「後」梅克爾時代的

歐洲會如何？根據IMF估計，明年GDP成長

率將達4.4%，不過還要視接下來的情勢變化

而定。

面對兩大世界強權—美國及中國大陸，

歐盟一直以來皆是維持「與兩國取得平衡」

的關係，主要的原因是，歐盟在商品貿易

上，對中國大陸的比重超越美國，如：今年

對中國大陸的進出口即成長7至10倍，但

在服務貿易及投資方面，卻又與美國合作密

切；而在產業連結上，歐盟與美國以數位科

技為主，與中國大陸則以傳統產業為主，性

質不同，因此兩國對歐盟來說同樣重要。不

過歐盟對此兩大強權並非沒有擔憂，例如：

歐盟僅只是美國的二級盟友，有許多政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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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有分歧；對中國大陸方面，其產業的崛

起（尤其是製造業）亦帶給歐盟不少挑戰，

例如：華為5G產業的發展。

日本

日 本 今、 明 兩 年 經 濟 的 關 鍵 為「 奧

運」、「大選」，受到疫情影響，日本的GDP

成長率於2020年時，衰退4.6%，原本希望

藉由今年奧運刺激經濟，結果反而造成疫情

升溫，成長動能再次受阻，使得2021年的

GDP成長率預估僅為2.4%，進而造成日本首

相的改選，由岸田文雄接任首相。2022年，

在疫情逐漸控制下，預期新首相的政策可能

推動日本經濟，因此IMF預估明年GDP成長

率將較今年佳，達3.2%；是繼東南亞地區，

另一個明年經濟表現較今年好的經濟體。

不過，根據分析，新首相將會延續安倍

經濟學的核心理念，採取大規模貨幣及財政

政策刺激景氣。然而，在前首相安倍晉三

任期的8年內，日本經濟並未如預期好轉；

日本在寬鬆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下，大量舉

債，結果使得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達到

256.9%， 但 反 觀2000年 至2020年 的 人 均 

GDP，僅自36,318美元微幅成長至40,146

美元，代表安倍政府的政策並未替日本經濟

帶來明顯效果。其可能的原因，是以往推動

日本經濟奇蹟的投資、核心技術、人力等利

多不在，因此要以一貫的經濟政策，去刺激

景氣的力道有限，恐不足以讓日本脫離長年

的經濟困境。（請參考圖4）

亞洲新興市場概況

中國大陸

去年因為疫情，中國大陸實施嚴格的封

鎖政策，導致消費及生產深受打擊，GDP成

長率僅剩2.3%。今年中國大陸受到限電、打

房政策、地區疫情不斷（如：南京、福建、

東北地區）等影響，無法刺激投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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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消費。該國限電的原因如下：2019年

及2020年，石油、天然氣、煤炭的價格下

跌，導致全球產量減少，進而引起三項能源

的價格於2021年大幅上漲，第二季的漲幅

甚至超過100%。而由於天燃氣的價格相對

較高，全球能源的需求轉向煤炭，致使煤炭

價格成長240%，造成中國大陸電力供應企

業，在無法負荷嚴重虧損下減產；此外，近

期的貿易問題及天災影響，使得國際產煤

國，如：澳洲、印尼、蒙古出口至中國大陸

的數量減少，亦是為該國電力供應銳減的原

因。（請參考圖5）

打房政策方面，自2013年中國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房地產即為其主要

關心的議題。近期該國中央政府一改以往策

略，直接與地方政府對話，以改善房地產價

格過高的問題；不僅如此，另設置「三紅

線」，要求房地產企業積極達到「扣除預收

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70%、淨負債率超過

100%、或現金短債比小於1倍」的目標，依

此指標，監管層對房地產企業分成4類，不

同企業獲得的融資待遇亦不相同。此規定執

行後，中國大陸70個大城市，於2021年第

二季的房價大多已有明顯下降，但也因此，

使得建築及房地產業呈現負成長，進而影響

到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產業，以及鋼鐵、水

泥及住宅設備銷售等。根據穆迪及高盛分

析，房地產業及其相關建設和服務對中國大

陸GDP的貢獻為25％至30%，因此若持續打

房，未來房地產問題仍將影響其經濟。

不過，自今年第二季開始，因印度及越

南等東南亞國家再度爆發疫情，造成供應不

順，客戶紛紛轉單至中國大陸，使中國大陸

進出口受惠，有助經濟成長。綜上所述，

IMF預估其今年的GDP成長率將達8%。

展望未來，預期全球疫情將逐漸平緩，

各國經濟活動回復正常，中國大陸的GDP成

長率將回歸高度成長後的水準，預估明年成

長率為5.6%。接下來中國大陸將面臨2030

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2060年前實

現碳中和等挑戰，以其目前仍以高排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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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結構來看，勢必要有大幅度的改革，

如：電價調漲及改變產業結構等，才能達到

排碳目標（請參考圖6）。此外，習近平政

府的「發展平衡、協調、包容」、「加強高收

入規範和調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等

共同富裕政策，將會影響未來中國大陸的產

業結構及發展。為此，目前各國企業已紛紛

展開新布局，計劃將紡織及手機等外銷為主

的產業，自中國大陸移往柬埔寨、孟加拉，

以及越南等國，以避免受中國大陸轉型之影

響。

東南亞國家

去年受到全球及國內需求與供應面衝

擊的影響，東南亞地區的GDP成長率下滑

至-3.3%。今年全球疫情雖因防疫有成及疫

苗大規模施打而趨緩，但東南亞國家的疫情

卻輪流爆發，造成供應鏈中斷；另外，馬來

西亞與印尼總理的更換，以及泰國和緬甸的

政局不穩，也使該區經濟發展受阻。所幸第

三季後，東南亞疫情受到控制，封鎖政策解

除，人流逐步回穩，有助當地需求及供給的

提升，預估今年該區經濟將成長2.6%，明年

將大幅成長至5.5%。

東南亞國家是目前全球重要的供應來

源，一旦其供應鏈中斷，全球供給與銷售

即會出現嚴重問題。以越南為例，adidas表

示，其有28%的產品於越南製造，疫情使產

品生產趕不上返校開學學生需求，下半年銷

售損失預估達6億美元；類似問題同樣出現

在其他品牌商，因此，超過80家品牌商於

今年中旬時，致函美國拜登總統，為越南請

求疫苗。此外，由於越南供應斷鏈，許多企

業將產能移往中國大陸，以分散風險。

自去年開始，COVID-19疫情為製造業、

批發貿易、零售、金融與服務等產業帶來商

業衝擊，全球各大企業供應鏈也因此產生斷

鏈風險，凸顯出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脆弱；因

此，企業未來應將採購來源多元化，尤其是

高價產品，因較易吸納轉換地點而增加的採

購成本，可以有多方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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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去年印度經濟同樣受到疫情影響，衰退

7.9%；今年第二季雖爆發嚴重的疫情，但很

快即被控制，人流逐步回復，今年的GDP成

長率預估將達9.5%。

一直以來，由於人口眾多，印度常被與

中國大陸比較，但事實上，除了人口數較為

相近外，印度的GDP、工業產值、出口貿易

等，皆與中國大陸相差甚遠，且政治及文化

上亦有很大的差異。印度不同之處在於：第

一，雖擁有人口紅利，勞工薪水低且年輕，

但嚴格的種姓制度使印度勞工的工作投入程

度低，導致產能有限且企業管理不易。第

二，印度的基礎建設欠缺，企業要取得土

地、水、電力非常不易，環境衛生更是有待

加強，且相較於其他積極打造製造重鎮的發

展中國家，其基礎建設還過於落後。第三，

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及愛國文化，使其要進

出口產品困難，大多以內需為導向。第四，

印度內部各邦為政，中央難以做到政策統

一，加上各邦不一定以英文為主要語言，故

對外溝通不易。綜上所述，企業若要到印度

投資設廠，須謹慎評估。（請參考圖7）

金融情勢

以今年9月主要經濟體的物價指數來

看，美國相較其他國家高，達5.4%，其次為

歐盟4.1%，再來是中國大陸0.7%，以及日

本的0.2%；由此可看出，美國經濟已逐漸復

甦，但這是否表示美國聯準會即將升息？

綜觀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大陸等四

大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QE），自2020年到

今年，四大央行所流通的貨幣達11兆美元，

目前除了日本已停止QE外，其他三大央行

仍持續印鈔。但就美國而言，事實上中央及

地方對於升息問題一直有不同想法，地方認

為應盡快結束購債計畫，以抑制通貨膨漲；

但中央卻認為，物價高漲是因為供給不順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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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待供給恢復正常後，通膨將會平息。在

地方不斷呼籲下，今年11月，Fed主席鮑爾

終於表示，是時候縮減購債，然升息還為時

尚早。目前升息的國家多為新興市場國家，

如：巴西、俄羅斯、墨西哥等國，依Fed政

策循環的脈絡來看，預計明年下半年才會回

到正常的貨幣政策，逐步升息；預估要到

後（2023）年才會進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減

少資產規模，升息明顯）。

匯率方面，今年因美國經濟好轉，使得

美元強勢，僅少數經濟較佳的國家，如：臺

灣、加拿大、中國大陸、越南等國的貨幣兌

美元升值，依11月的數據來看，分別升值

2.2%、2.3%、2.2%、1.8%。

臺灣經濟及產業展望

去年在全球深受疫情打擊時，臺灣因防

疫有成，經濟表現相較其他國家佳，成長

率達3.1%。今年，雖然5月中旬進入三級警

戒，人流受到影響，但在政府及人民的努力

防疫下，８月初即回到二級警戒，加上疫苗

施打率逐漸提升，經濟活動已回到正常水

準；此外，外銷及投資亦表現亮眼，推動

GDP成長率至5.9%。

2021年對全球製造業來說是非常好的

一年，尤其是臺灣晶片產業。由於疫情的原

故，使全球大多人民僅能居家辦公，推升對

3C產品的需求；而數位轉型的趨勢，亦使

得全球對晶片的需求增加。然而，南韓、中

國大陸等製造晶片的國家，因疫情造成供應

不穩定，讓臺灣成為全球晶片供應的主要國

家，進而使得今年臺灣資通訊及電子出口額

成長26%以上，占總出口比重52.2%。

雖然出口表現良好，但若進一步分析臺

灣出口量及出口值，將會發現隱憂。自圖8

可知，無論是資通訊及電子產品、原物料、

設備，出口值的成長比例皆大於出口量，尤

其是原物料，其出口值及出口量的成長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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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明顯，最少7%，最高達43%，顯示其他產

品的出口值漲幅，有部份源自於原物料價格

的上漲。但由於其他產品的漲幅未完全反應

原物料價格，加上今年訂單較多，表示企業

自行吸收了大多成本；但到明年，企業是否

能再吸收如此大額的成本，或是能轉嫁到下

游甚至消費者，仍須留意。

展望2022年，在疫苗普及且疫情受到

控制下，全球經濟活動將恢復正常，各國也

將開放國門讓人員自由進出；預期明年臺灣

製造業將較今年佳，尤其是對網通設備業、

半導體業、機械設備業來說，會是利多的情

況。對紡織業等傳統產業而言，明年的表現

可能不比今年好，主要原因是疫情仍未完全

平息，以及原物料成本與運費上漲的問題。

另一方面，耗能高且排碳多的石化及鋼鐵

業，因碳中和及碳關稅議題，明年將會成為

全球焦點，必須做好減碳的規劃。

此外，近期受到高度關注的CPTPP，臺

灣終於在9月22日申請加入，中國大陸亦於

9月16日提出申請；然而，各界皆認為，中

國大陸要成功加入CPTPP的機率不高，主要

是因為其有許多本質問題難以符合CPTPP的

規範，如：國有企業常有政策補貼情形、要

求外商公開資訊、限制外商運作，以及強迫

勞動等。再加上，大多CPTPP的會員國與中

國大陸的貿易往來頻繁，且部份國家與其還

有政經方面的爭議，故支持其加入的國家有

限，大多成員國反而希望美國重返CPTPP，

因此未來發展會如何，仍待觀察。（請參考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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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經濟變數

大致來看，2022年全球經濟將逐漸好

轉，但仍不可忽略以下三個可能的風險。首

先是Delta變種病毒的產生，使得原本疫苗

覆蓋率60% ～ 70%的群體免疫目標要向上

提升至80%，且不保證不會染病。面對變種

病毒，全球防疫難度升高，須要預擬對策，

以避免疫情再度爆發，若各國再進入封鎖狀

況，勢必會影響需求及供應鏈運作。

其次，未來各國將呈現不均衡的復甦形

態及步調，且會受疫情影響改變復甦腳步；

如此，消費需求可能無法預期，匯率亦會

因此變動頻繁且難以掌控，必須做好風險

分散。第三個不確定因素為不穩定的全球供

應，以按摩浴缸為例，其零件共6萬多種，

分別來自7個國家和美國14個州，疫情前只

需數周即可完成交貨，但在疫情後卻須要6

個月才能完成；加上天災，以及基礎建設不

足造成的塞港問題，皆是使得該產品供應不

穩定的原因。

因此，除了須注意疫情走向外，未來企

業須做到風險分散，以及多元化布局，才能

避免因不確定性因素而使供應鏈中斷。

總結

綜上所述，全球多數國家因疫情衝擊，

使得過去2年的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不

過，縱觀人類疫情歷史，大多疫情自出現至

停息期間約3年，或許表示COVID-19的影響

力，將於明年告一段落。展望未來，過去2

年的經歷告訴我們，企業必須改變過去「Just 

in Time」的模式，多增加存貨，分散生產，

並提前備貨，才能避免因天災人禍所帶來的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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