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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院係遵照 70 年 2 月 2 日令公布之「中華經濟研究院設置條例」設立。依據

同條例規定，召開捐助人會議，訂立捐助章程，組織董事會，並經報奉經濟部核

准〝設立許可〞，及台北地方法院核准〝設立登記〞，於 70 年 7 月 1 日成立。 

二、設立目的 

依據立法宗旨及本院捐助章程所訂設立目的如下︰ 

1.從事國內、國際及特定地區經濟之研究，並以其研究成果提供政府作決策上

之參考。 

2.舉辦有關學術活動，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 

3.接受各界之研究委託，並提供經濟資訊等有關服務。 

三、組織概況 

1.內部組織及業務︰本院設三所、十一中心、一處、二室、一社，職掌如下︰ 

第一研究所︰辦理大陸地區經濟之研究。 

第二研究所︰辦理國際地區經濟之研究。 

第三研究所︰辦理國內地區經濟之研究。 

經濟展望中心︰辦理經濟模型、經濟預測之研究。 

台灣 WTO 及 RTA 中心：辦理 WTO 及區域經濟整合(RTA)事務及議題之研究、

宣傳、人才培訓及資料庫建置。 

財經策略中心：因應知識經濟時代之需要，舉辦一系列終身學習課程與學術

研討會。 



 

2 

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進行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及 FTA 相關議題之研究。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進行綠色貿易與綠色經濟、能源、環保相關議題之研究。 

南部院區：進行城市經濟與相關議題之研究。 

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研究能源與環境之經濟議題。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辦理東協事務之研究、廣宣、

研討會及智庫交流等活動。 

科技政策評估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進行科技發展與科技政策評估研究。 

中小企業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進行中小企業相關經濟與法規調適議題之

研析。 

日本中心：採任務編組，推動台日政經、科技、學術、產業交流與合作促進

業務，並進行相關議題研究。 

經濟法制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辦理與經濟、國際貿易法制及經貿自由化

相關法制革新之研究。 

新南向政策研究中心：採任務編組，整合本院各所中心研究能量，進行新南

向政策及相關議題研究及相關業務。 

秘 書 處︰辦理秘書、議事、會計、人事、文書、事務、資產、營繕、及

出納等有關行政管理事宜。 

圖 書 室︰辦理圖書期刊、資料庫之採編管理及公共服務等有關事宜。 

資料處理室︰辦理資訊規劃管理、網路設施維護管理、應用系統維護開發、

研究資料統計分析等有關事宜。  

出 版 社︰辦理出版品之編印、保管、發售、交換、及贈與等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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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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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當前國內外重要經濟問題之研究 

本院自成立以來，皆以當前國內、國際及特定地區經濟問題為研究重點。

研究方式包括：(1)針對中長期重要經濟議題，主動進行專題研究。(2)配合政

府及公民營事業機構需要，以受託研究方式，進行專題研究。(3)按研究領域，

自選專題研究。 

 （一）計畫重點：本院同仁在上述前提方式下，分別進行以下範圍之研究： 

1.大陸經濟研究 

十九大時期可視為中國大陸經貿結構改革的重要里程碑。2018 年為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許多經貿政策作為均逐步推展，幾個較顯著的特徵包

括：中國大陸正企圖轉變經濟成長模式，從投資出口導向朝向內需消費轉型，

致力從「中國製造」邁向「中國創造」。近年更積極推展新型全球化，強調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些作為都將影響到其對外貿易板塊以及全球產業供應鏈

體系。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近年來的施政作為不僅為其內部經濟帶來

轉變，國際地位也逐漸竄起，主導亞太地區發展的領頭地位明顯成形，成為

與美國在政治與經貿面互相競爭的大國。其「一帶一路」為主力的新型全球

化策略，及中美經貿關係在十九大後的明顯變化，可能進一步牽動兩岸關係

發展以及我國南向政策等對外政策。 

綜上，中國大陸內外經貿結構的變化，將影響臺商布局。預期中國大陸

主要維持以國家力量扶植本土供應鏈，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與「風險可控」的

能量，近年隨著東南亞國家發展條件轉好與成本條件逐漸超越中國大陸，許

多臺商紛紛轉戰東南亞市場或考慮回流臺灣。 

基於前述國際與兩岸情勢發展，本院擁有多位研究人員分就中國大陸各

經濟相關面向的現況與改革進程長期追蹤研究，掌握中國經濟與社會未來的

政策發展方向及其對全球與兩岸的影響。108 年度的營運重點說明如下： 

(1)延續執行工業局委託之「亞太地區產業合作策略研究及智庫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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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主要配合兩岸經貿新局勢與兩岸產業競合政策研擬策略，在既有的

研究能量基礎下，持續強化中國大陸總體產經發展與兩岸產業競合前瞻之政

策研究幕僚團隊，針對中國大陸產業總體發展趨勢、兩岸展開國際合作、第

三地市場開拓，乃至於區域內產業競合與可能商機等，研提關鍵性議題進行

深入研究。 

研究內涵包括：中國大陸總體產業與經貿戰略之觀察研析，每月提供兩

岸重要觀測與分析，針對兩岸政經情勢及產業競合之政策、經營、產業、社

會等各個面向，定期系統性監測中國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國臺辦、發改委、

工信部等各部會的政策方向及影響要素。並配合當年度重要議題，舉辦數場

中國大陸總體情勢及產業政策分析座談會，藉以廣泛納入多元的專家意見，

提升研究與政策建言之內涵。 

(2)延續執行貿易局委託之「兩岸經貿情勢專案研究」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就經貿層面探討兩岸情勢發展與可能變化進行研

析。具體工作項目包括：即時動態性觀測中國大陸經貿政策動向並提供重要

情勢分析，以掌握中國經貿情勢變化與最新政策發展對我國之影響與提供即

時的因應建議。本計畫亦搭配時勢性專題性的研究專案，視當年度國際情勢

發展動態規劃研究內容。此外，本研究亦針對我國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依賴與

供應鏈整合進行研究，觀察我國產業在兩岸分工的關鍵位置變化趨勢，藉以

掌握我國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情形，研究發展可能的警示機制。並分析及研

判倘中方對我國採取不友善措施時，對我國貿易秩序之可能衝擊與因應策略。 

(3)延續執行經濟部研發會委託之「國內外與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發展與我經貿

策略規劃」計畫 

本計畫為輔助強化政府單位的功能，透過專題研究、情勢月報、經濟情

勢專論與即時研究議題等方式，對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進行完整、系統且

持續性的掌握及分析，提供即時的諮詢及建議。目的在於協助因應國內外及

大陸經貿情勢的波動提出短中期因應對策，並在中長期上，協助新興產業的

推動、加速產業的升級轉型與結構調整，再造臺灣產業及經濟競爭優勢。 

(4)延續執行經濟部研發會委託之「國際經濟整合趨勢下，南部產業的衝擊、

商機及升級轉型研究」計畫 

面對國際經濟整合趨勢、國內與兩岸發展衝擊、南臺灣城市區域先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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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為主的區域體質條件下，凸顯當地區域競爭力下滑之困境。為加強推動

南部產業發展，並提升南部地區之智庫能量，故本計畫主要係以在地思維，

瞭解南部的區域創新系統、產業特色及廠商需求，彙整重要國際資訊與南部

重要產業密切溝通交流，促進南北區域均衡發展。中長期而言，協助南部地

區新興產業的推動、加速產業的升級轉型與結構調整，再造南臺灣產業及經

濟競爭優勢。 

(5)延續執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託之「僑外投資事業、大陸投資事業、

海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計畫與投資業務處「促進臺商回臺投資

專案計畫」 

(6)其他政府與民間專案爭取：與多方民間業者合作，執行兩岸金融與政策資

料庫之建置，持續開發相關的金融產業研究。 

108 年將持續加強國內與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等相關研究機構的交流

合作，邀請海內外學者來台駐點研究，或由我方研究人員赴中國大陸進行交

流。關於大型會議舉辦方面，108 年度將舉辦和中國大陸經濟議題相關的學術

研討會，並針對相關研究領域邀請國內專家交流與分享研究成果。 

2.國際經濟研究 

國際經濟研究領域，大致可分成三大主軸：國際與區域經濟研究、科技

與產業創新議題、領域別專題研究。108 年度營運重點分別提出說明： 

(1)國際與區域經濟研究 

以國際經濟與區域經濟相關資料庫建置與議題分析為核心，主要涵蓋：

OECD 為主之先進國家與重要鄰近國家，尤其是東南亞，並由國際貿易、投

資和經貿協議為研究基礎，進而擴大至經貿協議之效益評估、雙邊國際合作、

全球化產業競合等。部分研究也牽涉到兩岸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影響；雙邊國

際合作則以台日、台東協（新南向）、台歐盟等為計畫重點。也涉及重要國際

組織相關研究，如 OECD、APEC、ASEAN、APO、歐盟，及國際智庫，如德

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 GES 合作等。 

(2)科技與產業創新議題 

科技與產業創新研究重點，主要涵蓋：科技政策與策略、科技計畫效益

評估、科技前瞻、新興科技產業化、研發創新國際化、人才延攬與國際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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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產業領域承攬計畫包含：數位經濟、資通訊產業、數位內容、生技、

電動車、金融業，乃至於電子商務、服務業科技化和國際化、及企業營運模

式分析等。 

(3)領域別專題研究 

領域別專題研究主要包括：能源政策與能源選項相關議題、能源相關計

畫效益評估、車輛生命週期評估相關研究、因應氣候變遷風險與不確定性下

之調適決策與風險管理等。未來仍將持續擴大領域別，如數位經濟與人才議

題、科技養殖產業等範疇。108 年延續專案與研究議題如下： 

a. 產業科技國際競合與創新治理計畫 

b. 智慧內容產業發展計畫－補助案執行成效調查研究 

c. 臺灣數位經濟發展推動策略規劃 

d.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分包計畫-跨域數位人才實務專題研習 

e. 智慧電動車產業輔導推廣計畫 

f. 小貨車動態能源消耗與排放特性之研究測試 

g. 產業資訊調查與發展藍圖規劃 

h. 「加強國際連結─深化與智庫合作」委託辦理計畫案 

i. 國際財經及產業發展重要資訊特約譯述及研析 

3.臺灣經濟研究 

研究臺灣經濟係多元的針對各領域及類別議題研究，例如：創新科技產

業的跨域整合發展、財政租稅金融的制度改革規劃、智慧生活經濟的跨業應

用培力、綠能科技經濟的循環友善利用、產業創新發展相關修法等重大議題，

進行臺灣經濟趨勢與問題盤點之自主性及委託計畫研究，深入分析探討未來

有益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政策建議與策略規劃，以供相關單位決策之參

考。有關 108 年重要議題敘述如下： 

(1)產業創新及企業發展之相關研究 

針對政府大型計畫，例如：「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及產業發展法規調整

之相關議題進行研析；另一方面，如何兼顧創新成長、公平正義、永續發展

等整體目標，加速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亦是研究重點之一。以「產業創新

條例」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之實施成效及調整規劃為例，將架構朝向知

識創新體系平台與優質創新研發環境，以多元化政策工具促請政府提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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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使產業界充分運用政府各項獎勵措施，加速產業創新、品牌發展及

產業結構調整等，以提升國家不同規模產業的創新發展競爭力。 

(2)創新科技及中小企業之相關研究 

針對攸關臺灣未來經濟發展至鉅的策略性高科技及智慧生活產業，例

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巨量資料及物聯網等議題，剖析相關產業鏈的創

新科技發展策略、科技資源效益評估、如何突破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困境之

相關議題，做為未來提供政策建議提升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的參考。另

一方面，本所長期累積的中小企業白皮書規劃執行經驗，不僅扮演中小企業

主管機關重要的幕僚與即時諮詢對象，也針對新崛起的新興中小企業深入分

析研究，例如：性別、青年、城鄉等，為中小及微型企業發展的智庫角色。 

(3)國際化市場創新與醫療健康服務之相關研究 

政府近年已積極發展服務業，將智慧生活的科技能量導入，未來如何透

過創新科技及感知服務，搭配智慧能量及東協特殊文化，提升我國服務業進

軍國際的競爭優勢、降低產業發展面臨困境，是新南向相關議題深入研究的

重要課題。另一方面，臺灣具有豐沛的健保經驗與醫療技術，故如何透過可

靠資料的掌握，分析健康醫療服務的國際化推動目標市場及可能行銷策略，

亦然成為臺灣進軍國際市場的重要利基。 

(4)財政租稅與高齡社會之相關議題研究 

健全財政是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針對租稅制度及金融創新科

技議題，在合理租稅制度、創新財務策略及提升人民有感的前提下，進行財

政健全、產業發展、經濟效率、賦稅公平、稅政簡化等目標相關議題研究；

另一方面，受到人口老化及城鄉區域特色產業發展的影響，退休金議題及政

策工具相關研究也受到各界矚目，以作為未來政府及民間單位進行老齡社會

福利規劃的重要參考。 

(5)勞動經濟及人才發展之相關議題研究 

近幾年，臺灣薪資長期停滯，如何突圍以及「五加二」產業創新的人力

需求，亟需培訓的人才、職能設計，均為本項研究的關鍵議題。因此，本所

透過國內外重大產業政策或國際事件議題，進行就業市場影響評估分析及政

策建議；同時，針對智慧應用衍生人力培育、職業訓練環境工具等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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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深入探討，以期能作為政府相關單位在政策研擬的重要參考。 

(6)綠能循環與國土規劃之相關議題研究 

氣候變遷造成對全球環境嚴重衝擊，科學家相信將全球暖化的幅度，控

制在工業化前全球平均水準的攝氏兩度之內是相當重要的目標，故如何建構

低碳社會之環境、經濟、社會，樹立我國在各時間點的減碳目標，將對能源

與產業面臨的氣候變遷衝擊規劃因應策略；另一方面，如何運用妥善的氣象

資訊提供農林漁牧的使用價值與經濟效益，透過資訊平台來促進產業經濟發

展、維護國土保安保育、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增進韌性城鄉生活便捷與資源

使用效率，將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國土規劃與永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4.經濟展望 

主要工作係發展與運用各種統計調查方法、經濟計量量化模型與統計指

標等，用於前瞻臺灣經濟景氣走向，經濟預測與分析國內外政經情勢變動，

並配合政策需求作為經濟現況與前瞻監測，及政策事後的績效評估。108 年主

要研究如下： 

(1)經濟景氣之前瞻與觀察 

每月正式發布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自104年 1月起除了PMI

外，每月正式發布臺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參照 ISM 美國供應管理協

會的做法，每半年舉行一次『半年報座談會暨 PMI 廠商營運展望調查』，104

年下半年起納入非製造業營運展望調查範圍，並於 107 年 5 月起針對相對穩

定季節性之 PMI 總指標、新增訂單及生產與人力僱用三指標分別季節調整。

憑藉每月或每半年發布的前瞻指數，供國內產、官、學界觀察國內短中期經

濟景氣動向。 

 (2)經濟預測方面 

依據主計總處最新發布之 NIA 原則配合連鎖法的基期調整，修訂總體經

濟預測模型，並掌握國內經濟與區域經濟動向，前瞻國內外經濟短、中、長

期變動趨勢，按季與年度主動發佈經濟預測。秉持獨立、超然、客觀的研究

態度，經由總體經濟計量模型與其他量化模型模擬，提出短期或中長期臺灣

經濟預測相關數值與趨勢變化，對台灣經濟之影響進行模擬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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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託研究方面 

運用量化評估之優勢，針對經濟、產業、貿易、勞動等政策之效益進行

量化評估，具體而言，客製化設定國內外經濟動向與量化模型，承接政府機

關或民間之委託研究，並與國外學術與政策研究合作，例如 IMD、WEF、IFO、

Foreign Exchange Survey、Consensus Forecast、Focus Economics 使用量化與統

計搭配問卷調查，填報我國國家競爭力的變化趨勢提供相關諮詢建議。此外，

持續監測國外大宗物資及國內民生物資重要商品價格變化，俾利政府掌控即

時價格諮詢。 

本院按季按月分別舉辦臺灣經濟預測座談會與採購經理人指數發布記者

會，以及每年底主辦之重要會議－「臺灣經濟預測及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研

討會」，為政府相關政策規劃、產業界及大眾提供重要決策參考，向為各界關

注與推崇。 

5.WTO 及 RTA 中心 

我國除積極參與 WTO 運作外，近年因美國等主要國家經貿政策改變，對

於 WTO 已造成衝擊，前景變數增多。與此同時，美國川普政府強調「公平貿

易」政策，並於 2018 年起陸續針對太陽能模組及電池課徵防衛關稅（201 條

款案）、鋼鋁製品課徵國安關稅（232 條款），並預計對中國之不公平貿易行為，

課徵涵蓋 500 億美元之制裁關稅。中國大陸議亦提出反制措施，一時之間美

中貿易戰有爆發的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在日本等國積極

努力下，於 2017 年 11 月由日本與越南共同宣布將 TPP 更名為「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並於 2018 年 3 月正式簽署，待其中 6 國完成批

准後便將生效。我國為爭取加入 CPTPP 第二輪談判，亦已積極展開準備評估

工作。 

本院作為政府重要之經貿政策智庫，工作項目主要包含研析美中貿易

戰、CPTPP 談判發展趨勢，以及新南向政策中之經貿議題進行專題研究，提

供政府參與談判之參考。此外，藉由研擬我國立場、急迫性議題之即時研究、

提供諮詢服務以及配合出席國際會議等，有效支援相關政府部門積極掌握美

國貿易政策方向、推動雙邊經貿關係以及如 APEC 等國際經濟組織之參與。

另亦透過經貿資料庫及電子週報，使社會各界迅速取得最新 WTO、川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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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APEC 及其他經濟整合與經貿政策等資訊以及專業評論分析。同時辦

理各項相關培訓活動，透過課程、青年營隊、國際研討會、促進與國際經貿

組織或智庫之交流等，增進與國際智庫間之合作及提升我國研究國際經貿議

題之聲譽。108 年之工作重點如下。 

(1)專題研究：108 年度將執行與 WTO、美國經貿政策、區域整合及新南向政

策相關之專題研究共計 6 項 

(2)短期性研究及諮詢服務：工作期程以 1 至 6 個月為原則。為因應瞬息萬變

的國際經貿事務，協助政府部門於短期內作出政策決定，針對區域貿易協

定（RTA，含 ECA、FTA）、WTO 或 APEC 等經貿組織發生之特定國際經

貿議題進行研究，並配合出席工作會議及國際經貿組織會議，提供諮詢。 

(3)經貿資訊庫及圖書館：持續建立、維護與更新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非關

稅障礙（NTB）國家別等資料庫，作為支援談判之用。維護更新 WTO 及

RTA 專屬網站、經貿文件/爭端案件及影響我國之貿易障礙資訊資料庫等。

同時並持續維護擴大 WTO 及 RTA 實體與虛擬圖書館。 

(4)出版電子週報及國際經貿情勢分析：每週發行電子報，同時每月針對重要

經貿發展提供評論分析月報。 

(5)學術研討與培訓：邀請外國專家學者或公協會代表辦理座談會，同時辦理

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又針對公務部門辦理與區域經濟整合相關議題

之訓練課程 

(6)國際交流：舉辦 WTO 及區域整合議題之國際研討會，並持續與國際經貿組

織或智庫交流合作 

6.區域發展研究 

臺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經濟發展受全球政經情勢影響至鉅。尤其全球

政經情勢發展日益錯綜複雜且瞬息萬變，未來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可能對

臺灣產生新的機會與挑戰。因此，政府需掌握情勢脈動外，更應有前瞻未來

趨勢之能力，才能對於相關決策與政策做出正確判斷。 

基於外貿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臺灣應積極擴展國際經貿空間，除

了參與 WTO 等國際經貿事務及與其他國家洽簽雙邊 FTA 外，也應強化與重

要貿易夥伴之雙向連結，因此，深入研究重要市場及貿易夥伴、落實政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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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並強化談判能量實刻不容緩。本院之研究領域涵蓋(1)區域整合及產業合作

研究；(2)主要區域及重點國家研究；(3)國際貿易與投資議題研究。108 年度

將著重在以下幾個面向： 

(1)多邊及雙邊經貿談判研究：包含對 WTO、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之趨勢及議題

的關注及研析； 

(2)重點區域及國家研究：包含針對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新南向國家、

中國大陸等重點國家進行政策追踨與影響分析，同時研提產業合作構想； 

(3)貿易及投資議題研究：包含分析新經濟及新情勢對臺灣投資及貿易之影

響，並研提擴大吸引外人來臺投資及擴大臺灣對外出口之政策建議。 

7.綠色經濟研究 

在全球氣候協議下，各國政府紛紛轉向綠色經濟，希望藉由環境科技的

擴散，創造環境和經濟的雙重紅利效果。這些綠色經濟整合政策，或稱為「綠

色新政」的趨勢對台灣影響甚大。由於全球市場貿易對「綠色」、「環保」的

要求條件日趨嚴格，國際大廠亦訂定高於國際規範之綠色採購標準，逐漸對

我國出口造成衝擊，因此宜及早建構國內企業的綠色能量，並協助業者掌握

各國「綠色新政」帶來的綠色商機。  

綠色經濟下，另一波重要趨勢以「循環經濟」最為各界關注。值此全球

經濟重要轉型的時刻，本院秉持獨立客觀研究的精神，主要關注低碳經濟和

循環經濟領域，進行相關政策、產業、各國市場調查研究，並積極辦理包括

專業課程、綠色企業輔導、綠色產品服務行銷等活動。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針對綠色貿易與綠色經濟、綠色金融、永續發展等議

題，積極拓展資源及網絡，其中尤以綠色金融為 2018 年之重點研究工作。另

外亦致力產業界業務之擴展，協助業界綠色經濟問題。2019 年整體重要專案

研究議題如下： 

a.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 

b. 廢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回收流布調查暨回收處理技術提升 

c. 生質能廢棄物及綠色產品市場推廣 

d. 我國綠色能源科技之產業化應用及法制調和計畫（綠色金融） 

e.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審議與產業碳管理制度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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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環境外部成本評估分析 

g. 空污費收費制度環境健康效益評估 

h. 全國循環專區試點示範推動 

i. 智慧電網及綠色電價制度研究 

j. 綠色貿易推動 

k. 全球綠能市場實際交易大數據分析台灣綠能産業之市場定位 

l. 廢棄能資源生命週期減碳評估及能資源整合宣傳 

m. 台灣綠能企業附加價值定位與被投資性之相關分析 

n. 化學物質管理綠色財務工具研析 

o. 研擬化學物質基金、法規、政策 

p. 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補助推動 

8.能源與環境研究 

研究方向及目標：隨著全球氣候異常變化，導致農業作物與各項能源資

源市場受到影響，也造成經濟相關損失，因而促使世界各國致力於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和能源轉型，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會議

持續落實巴黎協定決議，加強氣候行動以及去碳化進程。其次，全球再生能

源投資金額及設置量均持續提升，特別在東亞地區的成長速度高於世界各個

地區，同時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各國推動多項措施以獎勵私部門投入相關

領域，所施行的政策包含金融或租稅獎勵、補貼、研發獎勵、拍賣、再生能

源交易憑證等，展現多樣化的政策工具。此外，就國內能源經濟及環境發展

趨勢而言，2017 年通過之《電業法》，明確揭示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同時

將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比率於 2025 年提高至 20%；環保署則於「第一期溫室

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中設定我國於 2020 年、2025 年及 2030 年之減量目標，

依序較基準年 2005 年減量 2%、10%及 20%，顯示國內亦逐步邁向溫室氣體

減量及能源轉型進程。是故，本院針對環境、能源等範疇與社會經濟發展之

各項重要國內外公共政策，研擬具前瞻性、符合現階段與未來情勢與可行性

的能源、環境及經濟政策策略規劃，以供產官學界與民間參考。 

108 年度將研究主軸定調於：綠色金融、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下對我國燃煤

發電之影響、提高低碳及低污染能源使用、能源價格之內部與外部成本、提

升工業和住商部門之能源效率、推動節能政策及節能產業發展、打造綠能低

碳環境、抑低尖峰用電機制研析、節能措施之反彈效果策略研擬、推動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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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之金融策略、商業模式與法制調和機制之研究等。目前為任務編組，

研究人員分屬於二所、三所、WTO 及 RTA 中心與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推動研

究計畫方向包含「我國推動綠能產業發展之金融策略、商業模式與法制調和

機制之研究」、「能源轉型下之煤電角色與碳排放影響」、「我國住商部門節能

措施之反彈效果估計與因應策略」、「研析電價調整與尖離峰電價情境對我國

工業節能與抑低尖峰用電之影響」、「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國際資訊研析」等。 

9.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 

東南亞國家協會（以下簡稱東協）會員國向來為我國對外貿易與投資之

重點區域。隨著東亞區域內經濟整合腳步加快，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已

於 2015 年底成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也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步協定」（CPTPP）之名重新展開談判，同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也預計於 2018 年完成談判，此三個重要區域合作預計將對我國在區域之角色

帶來重大影響。 

此外，新南向政策為我國長期重要經濟戰略目標，自 105 年推動以來，

在經貿交流及人才培育等項目皆有顯著成長，本院在維持以往對東協國家政

經動態高度關注外，也將觸角延伸至南亞及紐澳國家，擴大研究範圍，期能

協助相關單位擬訂策略，參與經貿整合，持續發揮影響力。 

預計 108 年度以「智庫交流」、「辦理會議」、「研究與政策諮詢」和「文

宣與出版」等為主要工作項目，並和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

等機構簽署研究合作備忘錄。於此基礎上進一步透過共同研究，深化與東協、

東亞重要智庫、民間企業、台商和各機構之交流合作，對東協整合事務提出

具體可行的台灣立場與建議。 

「文宣與出版」方面，截至 106 年底已建置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中英文官

方網站、出版《東協憲章中英對照本》、《2009～2015 年東協共同體路徑圖中

譯本》、《東南亞區域整合觀點－台灣觀點》、《東協共同體與台灣─回顧與展

望》、《東協 2025 年願景：攜手前行》；與遠流出版社合作出版《解讀東協》

專書，以及共計 16 期之電子刊物《東協瞭望》，廣為國内大眾傳播東協相關

議題的資訊與知識。108 年度預計持續出版《東協瞭望》、東協重要文件之中

譯本，以及其他相關出版品，以促進各界人士了解東協當前的運作概況及未

來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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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科技政策評估研究 

在知識與網路經濟發達的 21 世紀，科技本身除了提升在各自專業領域內

的研究外，跨領域應用科技服務的開發、合作、與發展將是未來主要的趨勢。

本院團隊主要針對政府科技政策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評估研究，同時也協助

政府部門研擬科技政策的推動方案。 

108 年度研究範圍包括：建立農漁業氣象創新服務之社會經濟效益評估系

統、建構國家層級農漁業跨域合作架構與氣象創新服務推廣機制、氣象資訊

應用服務經濟價值分析等相關議題，透過經濟影響分析與社會成本效益來評

估公部門屬性的服務活動所使用的決策，相關的經濟影響與社會效益之評估

可成為支援政府做決策或投資之重要參考。 

    11.中小企業研究 

中小企業研究領域涵蓋相關產業、技術創新、貿易投資、經濟發展、人

力資源、統計分析等，積極扮演中小企業政策研究的智庫功能。並自 86 年起

每年編撰《中小企業白皮書》，提供相關資訊供中小企業參考。也自 87 年起

逐年編製英文版《中小企業白皮書》，使國際人士瞭解臺灣中小企業發展現

況、經營動向及政府輔導政策與措施，充分發揮國際宣揚的功能。 

108 年的研究主軸包括：進行中小企業相關統計指標分析，觀察最新年度

臺灣中小企業現況及經營動向。議題例如：中小企業新創事業之發展與策略、

中小女性企業觀察、中小企業城鄉發展等進行深入探討。介紹與宣導政府相

關單位的中小企業輔導政策、具體措施及輔導成果，協助提供電子化之相關

資訊；提供即時諮詢及研議因應措施，以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 

12.日本研究 

日本是亞洲國家中的技術領先者，在東亞的經濟分工裡，日本與台灣更

是密切的合作夥伴。有鑑於近年來全球各國的產業都面臨了市場快速變化、

勞動人力不足、人均產值成長趨緩及製造版圖位移等挑戰，製造強國如德國、

美國、日本與中國等，紛紛提出強化製造技術的相關政策，例如德國制定「工

業 4.0 計畫」、美國提出「先進製造合作夥伴計畫」、日本創設「機器人革命實

現會議」，以及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等。政府於 105 年也提出包括「智

慧機械」在內的 5+2 創新產業計畫，同時希望在「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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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在地」的基礎上，激發台灣產業創新風潮和能量，進而帶動整體產業的全

面轉型升級。 

為呼應上述產業創新政策的推展，本院 108 年度將著重探討及運用台日

合作協助我國產業創新研發。尤其將以我國五大創新產業既有之日本合作現

況為基礎，著重運用開放創新和引導創業的思維，藉由我國在此方面的優勢，

探索台日合作契機與新興合作模式，以期促進台日之間在技術、人才、資金，

以及市場上，啟動更積極常設性的交流機制，並建構全面性的合作網絡關係。

此外也將配合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會業務運作，全方位建構台日

科技交流與合作平臺，提升台日政經、科技交流層級與合作成果。 

13.經濟法制研究 

經濟自由化及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涉及大量之經濟法制改革及接軌調整之

需求。不但包含因應我國經濟發展法規革新需求，亦有調整接軌國際規範之

需要。此一趨勢突顯了配合經濟發展及國際接軌二者之法規革新需求，對我

國建構國際競爭力及吸引投資之經濟法制環境至關重要。  

本院研究團隊長期參與各部會經濟法制興革及政策研析工作，累積豐富

經驗，未來將持續發揮研究人員專長，加強經濟法制專業，協助相關單位經

濟發展政策。108 年研究方向如下： 

(1)針對美國經貿政策、CPTPP、投資協定（BIA）等發展進行追蹤評估，並探

討各類經貿協定之影響及推動策略。 

(2)探討我國醫衛領域涉及之國際經貿議題。 

    14.新南向政策研究 

整合本院各所中心研究資源，積極配合政府進行新南向政策的研究分

析，以落實政策目標。其次，為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以及擴大服務業出

口能量，本院積極透過創新科技及感知服務，搭配智慧能量及東協特殊文化，

提升我國服務業進軍國際的競爭優勢。 

研究範疇包含新南向國家（包括東協、印度、中南亞國家等）之經貿、

投資、產業及相關政策研究、分析，扮演政府智庫，以及企業、民間的諮詢

平台之角色，以厚植有關新南向國家之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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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108 年度研究計畫經費為 486,310 千元。 

其中延續型計畫： 

1. 工業局：金額約 61,600 千元。 

(1) 因應新國際局勢下產業競合佈局暨策略精進研究計畫 

(2) 產業投資及相關政策研究計畫 

(3) 因應貿易自由化之策略規劃與協調計畫 

2. 經濟部科專（技術處）：金額約 34,900 千元。 

(1) 產業科技國際競合與創新治理計畫 

(2) 創新科技之經濟效益衡量與策略規劃計畫 

3. 經濟部國貿局：金額約 52,000 千元。 

(1) 108 年度兩岸經貿情勢專案研究 

(2) 108 年度國際經貿政策研究中心計畫 

4. 經濟部：金額約 16,100 千元。 

(1) 108 年度國內外與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發展與我經貿策略規劃 

(2) 108 年度「國際經濟整合趨勢下，南部產業的衝擊、商機及升級轉型

研究」 

(3) 重要原物料國內外市場情勢分析及研究 

        5.國家發展委員會 : 金額約 8,700 千元。 

(1) 加強國際連結─深化與智庫合作 

(2) 國際財經及產業發展重要資訊特約譯述及研析 

(3)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編製 

6.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金額約 20,000 千元。 

          (1)建立農漁業氣象創新服務的社會經濟效益評估與決策系統發展案 

          (2)氣象資訊應用服務經濟價值分析系統 

7.行政院環保署：金額約 17,000 千元。 

          (1) 廢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回收計畫 

          (2)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8.其他：金額約 60,53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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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投審會：108 年度「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對海外投資事業營

運狀況調查分析」、跨國產業鏈布局研究計畫 

(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8 年度促進臺商回臺投資專案計畫、國際招商

推動計畫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建構新興中小企業創新輔導機制與資源服務計畫。 

(4) 外交部：東協研究中心計畫。 

(5) 衛生福利部：國際經貿之衛生福利相關研究及法律諮詢計畫」。 

(6)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智慧電動車產業輔導推廣計畫。 

(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資訊調查與發展藍圖規劃、 

(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內容產業發展計畫－補助案執行調查

研究、臺灣數位經濟發展推動策略規劃、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 

(9)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小貨車動態能源消耗與排放特性之

研究測試。 

(10)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108 年度能源技術服務產業國際資

訊研析研究計畫。 

另外，本院研究人員競標政府部門及民間單位計畫經費預估為215,480千元 

 （三）預期效益： 

研究人員對於國內外當前與中長期重要經濟問題之研究成果，撰寫學術

性和政策性研究報告，針對台灣經濟發展問題，研提具體的政策建議，並提

供最新財經資訊。 

1.當前國內外重要經濟議題研究 

印製專案計畫報告或製作光碟，預估 120 種。 

2.發揮國家經濟政策智庫功能，提供政策建議 

(1)舉辦經濟政策會議及論壇預估 262 場 

(2)參與政策討論諮詢、專題演講預估 310 場。 

(3)接受媒體訪問預估 125 場 

3.強化產官學互動平台，提升服務社會效益 

發表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預估 95 篇;時論、社會即時資訊預估 19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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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與國際智庫網絡，進行國際交流。 

(1)邀請國際重量級學者來訪 5 人次 

(2)與國際學術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 8 案。 

二、財經策略中心推廣教育活動 

（一）計畫重點： 

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知識不斷更新，本院設立財經策略中心，以長期累

積之研究為基礎，舉辦過金融、經濟、知識管理等重要議題的研討會、論壇、

座談會、訪問團及教育訓練課程，提供政府各單位、企業與社會大眾參與活

動與研討，作為產官學各界的知識交流平台。 

近年來，更著重於總體經貿情勢及政策、兩岸經貿領域、金融發展之議

題，規劃『中華財經高峰論壇』，此論壇係包括「中華財經政策高峰會」、「中

華財經趨勢研討會」、「中華財經專題報告」、「中華菁英領袖班」、「邀

請大陸財經名人來訪」等五大系列活動，即藉由課程、專題報告、座談會及

研討會等各種類型的活動，提供了更創新及多樣化的元素，準確地掌握時勢

脈動且融入議題，推出後一直廣受各界好評。此外，亦承接政府委託計畫，

辦理各項重大財經議題研討會與培訓課程，以及能源、核廢料處理之相關議

題活動。 

（二）經費需求：108 度經費為 6,100 千元。 

（三）預期效益： 

1.持續規劃辦理『中華財經高峰論壇』第 11 屆，五大系列活動如下： 

 (1)《中華財經政策高峰會》活動預計至少 2 場次。 

 (2)《中華財經趨勢研討會》活動預計至少 2 場次。 

 (3)《中華財經專題報告》活動預計至少 5 場次。 

 (4)《中華菁英領袖班》活動預計至少 18 場次。 

 (5)《邀請大陸財經名人來訪座談會》活動預計至少 2 場次。 

2.舉辦「兩岸經貿合作研討會」1 場次，邀請中國大陸學者來台，進行合 

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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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辦本院其他所中心計畫研討會、專題演講、座談會等，預計 20 場次。  

三、出版各種研究成果、資料庫檢索 

（一）計畫重點： 

根據前述計畫產出國內外重要經濟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學術性和政策性

研究報告、最新財經資訊及相關資料庫等出版品銷售。 

（二）經費需求：108 年度經費為 7,050 千元。 

（三）預期效益： 

1.專案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08 年度承接政府及民間專案計畫，預估 120 個，計畫結案印製專案計畫

成果報告，或製成光碟保存，提供委辦單位或政府參考。 

2.出版研究成果 

彙集本院研究成果編輯成專書或系列，出版銷售供社會大眾參考。預估： 

(1)經濟專論 3 種 

(2)經濟叢書 1 種 

(3)當前經濟問題分析系列 1 種 

(4)中文研討論文 3 種 

(5)英文研討論文系列（Working Paper Series）2 種 

(6)中文專書（含全球經濟展望）2 種 

3.發行定期刊物《經濟前瞻》雙月刊 6 期 

4.發行電子圖書及電子期刊 

委託華藝數位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本院出版品電子化及推

廣行銷，將研究成果推廣至各界。本院 108 年度發行的《經濟前瞻》電子期

刊計有 6 期，約 126 篇文章；電子書約有 12 本。 

 



 

21 

5.建構資料庫提供服務 

為研究需要購買線上資料庫，另彙集本院研究成果，系統地整理並電子

化，自行建構資料庫，目前資料共分七個資料庫，分別是「貿易暨政策資料

庫」、「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庫」、「中經院出版品資料庫」、「中經院時論資料庫」、

「能源資料庫」、「國際指標資料庫」、「PMI資料庫」等經由行銷創造附加價值，

提供院內及外界使用檢索，酌收檢索費用。 

為求資料更有價值與利用性，採專人定時更新，使內容更具可讀性，提

升計畫檢索資料庫之資料內容、加值與資料持續維護之可用性。持續維護資

料平台吸引有意願提供新資料庫之使用者加入。最終提供有效資料庫之研究

成果給予內、外部人士得以有效運用。 

参、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收入預算概況 

1.本年度勞務收入 4 億 8,631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4 億 8,235 萬元，增加

396 萬元，約 0.82%，主要係加強專案計畫收入所致。 

2.本年度其他業務收入 1,315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1,312 萬 6 千元，增加

2 萬 4 千元，約 0.18%，主要係加強資料庫檢索收入所致。 

3.本年度財務收入 1,484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 1,571 萬 7 千元，減少

87 萬 3 千元，約-5.55%，主要係預估金融資產處分利得減少，及利息

收入依情況酌減所致。 

4.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 699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698 萬元，增加 10 萬

元，約 0.14%，主要係會議廳使用收入增加所致。 

(二) 支出預算概況 

1.本年度勞務成本 4 億 4,64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4 億 4,495 萬元，增加

145 萬元，約 0.33%，主要係加強承接專案計畫相對支出增加，致勞務

成本增加。 

2.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6,644 萬 8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 6,582 萬 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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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62 萬元，約 0.94%，主要係用人費用較前一年度增加，致其他業

務支出增加。 

3.本年度財務費用 3 萬元，與上年度預算 3 萬元相同。 

(三)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841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賸餘 736 萬 5

千元，增加 105 萬 1 千元，約 14.27%，主要係加強業務收入及撙節支出

所致。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預計 172 萬 9 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預計 4,116 萬 6 千元，包括增加短期投資 3,053 萬

2 千元，增加固定資產 409 萬元，增加存出保證金 654 萬 4 千元。 

(三)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943 萬 7 千元，係期末現金 2 億 3,158 萬 6 千元，

較期初現金 2 億 7,102 萬 3 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5 億 9,047 萬 5 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 841 萬 6 千元，

期末淨值為 15 億 9,889 萬 1 千元。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106）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決算結果： 

1.收入決算結果： 

(1)勞務收入決算數4億7,452萬4千元，較預算數4億8,200萬元，減少747萬6

千元，約-1.55%，主要係因政府委辦專案計畫收入減少所致。 

(2)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1,283萬1千元，較預算數1,234萬元，增加49萬1千

元，約3.98%，主要係他項研究收入增加所致。 

(3)財務收入決算數1,421萬1千元，較預算數1,691萬5千元，減少270萬4千

元，約-15.99%，主要係定存利率下降致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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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647 萬 8 千元，較預算數 678 萬元，減少 30 萬 2

千元，約-4.45%，主要係會議廳使用費收入減少所致。 

2.支出決算結果： 

(1)勞務成本決算數4億3,468萬3千元，較預算數4億4,388萬8千元，減少920

萬5千元，約-2.07%，主要係承接專案計畫減少相對支出減少，致勞務成

本減少。 

(2)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4,649萬5千元，較預算數6,426萬3千元，減少1,776

萬8千元，約-27.65%，主要係撙節支出，致其他業務支出減少。 

(3)業務外支出決算數17萬3千元，較預算數3萬元，增加14萬3千元，約

476.67%，主要係外幣定存產生兌換損失所致。 

(4)所得稅費用決算數233萬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233萬元，主要係依照實

際賸餘計算所得稅所致。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2,436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985 萬 4 千元，增加

1,450 萬 9 千元，約 147.24%，主要係加強成本管控，撙節支出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06 年度的工作項目均已達成本院設立目的，並符合捐助章程內容。主要

工作為：積極進行對當前國內外重要經濟問題之研究，透過專案計畫及政策

研究，提供政府決策上之參考；出版研究成果，提供社會各界當前經濟問題

的說明及最新經濟知識；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加強國際智庫網絡，協助政府

推動國際經濟合作，擴大我國經濟外交空間；參與政府部門諮詢工作，為經

濟措施提供建言；為工商界及學術界提供資訊服務；茲將實施情況與成果，

簡陳如下： 

1.當前國內外重要經濟問題研究 

106 年度完成專案計畫 119 個，其中印製報告 74 種。 

2.發揮國家經濟政策智庫功能，提供政策建議 

(1)舉辦經濟政策會議 263 場 

(2)參與政策討論、諮詢 21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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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表政策專論、專題演講 285 場。 

3.強化產官學互動平台，提升服務社會效益 

發表研討會論文 132 篇、時論 233 篇，提供社會即時資訊。 

4.參與國際智庫網絡，進行國際交流。 

(1)邀請國際重量級學者來訪 5 人次 

(2)與國際學術機構簽訂合作備忘錄持續 11 案。 

5.財經策略中心推廣教育已辦理活動如下： 

(1)《中華財經政策高峰會》活動 1 場-立法院蘇嘉全院長蒞臨。 

(2)《中華財經趨勢研討會》3 場。 

(3)《中華財經專題報告》6 場。 

(4)《中華菁英領袖班》活動 10 場。 

(5)《邀請大陸財經名人來訪座談會》3 場。 

6.出版研究成果 

(1)經濟專論系列 2 種 - 第 229、230 號 

(2)英文研討論文系列（Working Paper Series）1 種 

(3)中文專書 1 種 - 全球經濟展望 

7.發行定期刊物《經濟前瞻》雙月刊，169 期至 174 期，共 6 期 

8.發行電子圖書及電子期刊 

委託華藝數位公司、凌網數位科技公司進行本院出版品電子化及推廣行

銷，將研究成果推廣至各界。本院發行的電子期刊有《經濟前瞻》電子版。 

9.建構資料庫提供服務 

為研究需要購買線上資料庫，另彙集本院研究成果，系統地整理並

電子化，自行建構資料庫，提供各界使用檢索，酌收檢索費用。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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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執行情形： 

1.勞務收入執行數 1 億 7,082 萬 3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4 億 8,235 萬元，

達成率 35.41%。 

2.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 732 萬 4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1,312 萬 6 千元，達

成率 55.80%。  

3.財務收入執行數 295 萬 5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1,571 萬 7 千元，達成率

18.80%。 

4.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 238 萬 8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698 萬元，達成

率 34.21%。 

(二)支出執行情形： 

1.勞務成本執行數 1 億 3,093 萬 8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4 億 4,495 萬元，

達成率 29.43%。 

2.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4,189 萬 3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6,582 萬 8 千元，

達成率 63.64%。 

3.財務費用執行數 1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3 萬元，達成率 3.33%，主要

係年度中投資陸續進行，手續費用陸續產生所致。 

(三)以上總收支相抵後，執行數計賸餘 1,065 萬 8 千元，占全年預算數 736 萬

5 千元，達成率 1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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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508,044 100.00 收入 521,294 100.00 518,173 100.00 3,121 0.60

487,355 95.93 業務收入 499,460 95.81 495,476 95.62 3,984 0.80

474,524 93.40     勞務收入 486,310 93.29 482,350 93.09 3,960 0.82

474,524 93.40         專案計畫收入 486,310 93.29 482,350 93.09 3,960 0.82

12,831 2.53     其他業務收入 13,150 2.52 13,126 2.53 24 0.18

20,689 4.07 業務外收入 21,834 4.19 22,697 4.38 (863) (3.80)

14,211 2.80     財務收入 14,844 2.85 15,717 3.03 (873) (5.55)

6,478 1.28     其他業務外收入 6,990 1.34 6,980 1.35 10 0.14

483,681 95.20 支出 512,878 98.39 510,808 98.58 2,070 0.41

481,178 94.71 業務支出 512,848 98.38 510,778 98.57 2,070 0.41

434,683 85.56     勞務成本 446,400 85.63 444,950 85.87 1,450 0.33

434,683 85.56         專案計畫支出 446,400 85.63 444,950 85.87 1,450 0.33

46,495 9.15     其他業務支出 66,448 12.75 65,828 12.70 620 0.94

173 0.03 業務外支出 30 0.01 30 0.01 0 0.00

173 0.03      財務費用 30 0.01 30 0.01 0 0.00

2,330 0.46 所得稅費用(利益) 0 0.00 0 0.00 0 0.00

24,363 4.80 本期賸餘(短絀) 8,416 1.61 7,365 1.42 1,051 14.27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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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8,416

  利息之調整 (13,344)

  未計利息之稅前賸餘(短絀) (4,928)

    調整非現金項目

          增加折舊費用及攤提 4,400

          處分投資利益 (1,500)

          增加應收帳款 (4,936)

          減少其他流動資產 292

          減少應付費用 (2,783)

          減少其他流動負債 (2,160)

  未計利息之現金流入(流出) (11,615)

  收取利息 13,344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72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44,58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14,048

         增加圖書資產及什項設備 (4,090)

         增加存出保證金 (6,54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1,166)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9,43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71,02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31,586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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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上年度餘額
本年度

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餘

額
說　明

基金 1,042,114 1,042,114

    創立基金 990,114 990,114

  捐贈基金 2,000 2,000

    其他基金 50,000 50,000

累積餘絀 548,361 8,416 556,777

     累積賸餘 548,361 8,416 556,777

合      計 1,590,475 8,416 1,598,891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增加數係本年

度賸餘轉入數

捐助章程第20條明訂

創立基金為10億元，

實際收到990,113,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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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487,355 業務收入 499,460 495,476

474,524   勞務收入 486,310 482,350
依據各委託單位歷

年申請數估算

474,524     專案計畫收入 486,310 482,350

374,631 　     研究服務收入－政府 395,020 393,300

預計政府委辦計畫

收入343,770千元，

政府補助計畫收入

51,250千元

99,893 　     研究服務收入－民間 91,290 89,050

12,831   其他業務收入 13,150 13,126
資料檢索收入依歷

年狀況估算

20,689 業務外收入 21,834 22,697

14,211   財務收入 14,844 15,717

13,459 　　存款利息收入 13,344 13,717
參酌市場利率水準

定期存款，以年息

1.025%估算

752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利得 1,500 2,000
參酌歷年收益情況，

股票及受益憑證以報

酬率1.5%估算

6,478   其他業務外收入 6,990 6,980 依歷年狀況估算

508,044 合　　　計 521,294 518,173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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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481,178 業務支出 512,848 510,778
依照歷年執行及營運目標

估算

434,683 勞務成本 446,400 444,950

434,683     專案計畫支出 446,400 444,950

231,629         人事費 238,280 229,055

149,118         業務費 157,200 169,345

20,782         旅運費 18,920 17,900

33,154         管理費 32,000 28,650

46,495 其他業務支出 66,448 65,828

2,584   行政管理支出 2,870 2,860

2,164         人事費 2,411 2,339

420         業務費 430 461

0         旅運費 9 10

0         維護費 11 40

0         補助及獎勵費 9 10

43,911   研究業務支出 63,578 62,968

32,592         人事費 45,658 42,818

7,610         業務費 14,110 15,015

1,671         旅運費 1,240 2,500

521         維護費 780 805

1,517         補助及獎勵費 1,790 1,830

173 業務外支出 30 30 依照上年度數估算

173     財務費用 30 30

1         手續費用 30 30

172         兌換損失 0 0

2,330 所得稅費用 0 0

483,681 合　　　計 512,878 510,808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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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圖書資產 1,600

      國內外圖書資料 1,600
為研究需要充實圖書館藏，購買國

內外圖書資料

   什項設備 2,490

     1.研究設備 2,090

    網路路由交換器 800 擴充設備

    儲存設備控管模組 400 擴充設備

    虛擬化主機記憶體及作業系統 470 擴充設備

        不斷電系統UPS 420 電腦機房添購

     2.器具及其他設備 400

        冷氣機 400 汰換舊機

合　　　計 4,090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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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前年）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08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07年(上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589,893 流動資產 590,796 593,557 (2,761)

245,668     現金 231,586 271,023 (39,437)

227,58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44,580 212,548 32,032

103,038     應收款項 100,420 95,484 4,936

13,605     其他流動資產 14,210 14,502 (292)

1,042,114 基金 1,042,114 1,042,114 0

13,49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258 13,934 324

6,381     圖書資產 6,410 6,331 79

7,112     什項設備 7,848 7,603 245

191,106 其他資產 191,500 185,920 5,580

170,294     退撫基金 174,810 175,140 (330)

2,525     遞延資產 1,144 1,778 (634)

18,287     存出保證金 15,546 9,002 6,544

1,836,606 資　產　合　計 1,838,668 1,835,525 3,143

負　　債

82,890 流動負債 64,967 69,910 (4,943)

62,840     應付費用 47,837 50,620 (2,783)

2,328     應付所得稅 0 0 0

17,722     其他流動負債 17,130 19,290 (2,160)

170,294 其他負債 174,810 175,140 (330)

170,294     退撫金準備 174,810 175,140 (330)

253,184 負　債　合　計 239,777 245,050 (5,273)

淨　　值

1,042,114 基金 1,042,114 1,042,114 0

990,114     創立基金 990,114 990,114 0

2,000     捐贈基金 2,000 2,000 0

50,000     其他基金 50,000 50,000 0

540,996 累積餘絀 556,777 548,361 8,416

312 淨值其他項目 0 0 0

312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0 0 0

1,583,422 淨　值　合　計 1,598,891 1,590,475 8,416

1,836,606 負債及淨值合計 1,838,668 1,835,525 3,143

註：將106年度決算數及107年度預算數之現金1,042,114千元，重分類至基金項下。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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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類（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董事長 1

研究員/副研究員 34

特約研究員/顧問 85

助研究員/分析師 53

輔佐研究員 95

助　　理 13

約用助理 105

專員/高級管理師 3

管理師/管理員 22

約用管理員 4

總　計 415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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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及、

卹償金及

分攤保險

費
福利費 其他 總計

職 員 226,705 0 0 27,000 14,891 17,753 0 0 286,349

 

總  計 226,705 0 0 27,000 14,891 17,753 0 0 286,349

註:董監事皆未支領酬勞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 華 民 國108 年 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

職類(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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