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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7至9月受英國脫歐及全球經濟成長走

緩等因素影響，大致在41美元至50美元間波

動；10月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可望減產消息刺激下，漲至每桶53.14美元，

之後因美元上漲等因素，11月中旬跌至每桶

44.43美元，隨著OPEC於11月底達成8年來的

首次減產協定，再度帶動油價上漲至51美元

上下；美國能源資訊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預估2017年每桶均價為

50.91美元，較2016年均價（43.3美元）上揚。

2016-2017年全球經濟情勢
回顧與展望

陳佳珍／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分析師

吳柏寬／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分析師
呂慧敏／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高級分析師

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陷入「低成長陷阱」，全球經濟成長率為2.4%，創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新低點。展望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的政策走向，將成為影響

全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若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確實履行擴大財政政策的政見，

將帶動美國內需市場活絡，其他國家也將隨之受惠，全球經濟表現可望轉佳，2017年全球

經濟成長率預測為2.8%。但是，全球經濟仍面臨多項潛在風險，例如：美國升息效應、

新興市場債務風險、美國新政府經貿政策走向、英國脫歐對歐盟政經發展影響、貿易保

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等。

2016年全球經濟回顧

2016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乏力，

主要原因在於美日歐等先進國

家表現未如預期、新興巿場成長動能放緩等

影響，加上6月英國脫歐帶來的不確定性，衝

擊金融市場及全球貿易，影響消費者與投資

人信心，全球經濟正陷入「低成長陷阱」。

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跌至2.4%，為近7年來最

低點（見表1）。

在國際原油價格方面，2016年由1月每

桶27.88美元一路走升，6月達到52.5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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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成長回穩

按區域來看，2016年美國工業生產指

數年增數持續下滑，主因是公共事業生產衰

減；經濟領先指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人綜合

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於8月轉呈緊縮（49.4），而9月、10月PMI

2016年12月14日，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宣布升息1碼，是近

十年來第二度升息，消息一出，美股指數飆

升，創2003年1月以來新高，美元大漲，亞

洲貨幣重挫，歐元也創2015年3月以來新低，

為51.5、51.9，顯示製造業穩定擴張（見表

2）。另外，美國第3季經濟成長率為3.2%，

優於初估值2.9%，主要原因在於個人消費支

出大幅增加所致。不過，由於存貨和能源部

門資本支出減少，及美元走強和全球經濟成

長放緩導致出口衰退，故2016年美國經濟成

長率預測為1.5%。

全球主要股匯市及石油、黃金價格回落。美

元強勢，讓人民幣、日圓、新臺幣等貨幣轉

弱，雖然不利於亞洲國家進口，但卻有利出

口。不過，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其「美國

優先」、「美國第一」的政策主張，已吸引

表1　全球及主要國家實質經濟成長率
單位：%

地區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全球 2.7 2.7 2.4 2.8

美國 2.4 2.6 1.5* 2.2

歐盟（不含英國） 1.4 2.1 1.7 1.5

日本 -0.1 0.6 0.7* 0.8

中國大陸 7.3 6.9 6.7* 6.4

東協十國 4.5 4.5 4.6 4.8

註：*代表預測值。

資料來源：HIS Global Insight Inc.

表2　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與製造業PMI
單位：%

時間

項目
2015年

2016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工業生產年增率 0.3 -1.3 -0.4 -0.8 -1.0 -0.6 -0.8

製造業PMI － 51.3 53.2 52.6 49.4 51.5 51.9

資料來源：Fed、美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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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IBM、軟銀等跨國企業宣布要增加在美國

的投資，Fed升息後，更增加資金回流美國的

力道。

歐盟經濟成長放緩

2016年6月間，英國公投脫歐造成全球

金融的短期動盪；12月初，義大利舉行修憲

公投，結果親歐盟立場的總理倫齊（Matteo 

Renzi）在憲改公投落敗，彰顯民粹主義的興

起，將加劇歐元區政治風險與金融的不穩定

性。10月歐元區製造業PMI由9月的52.6升至

53.5，創33個月以來新高，主要受歐元區內外

的需求增加帶動（見表3）。2016年歐盟經濟

成長率為1.7%。

表3　歐元區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與製造業PMI
單位：%

時間

項目
2015年

2016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工業生產年增率 2.0 0.4 0.8 -0.5 2.2 1.2 －

製造業PMI － 51.5 52.8 52.0 51.7 52.6 53.5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2 01 6年歐盟仍然陷入通貨緊縮的陰

霾，因此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持續擴大貨幣寬鬆政策，ECB自2015年

1月起擴大實施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每月規劃自公開市場收購600億歐元

規模資產。但面對歐元區在2016年2月再度陷

入負通膨的情況，歐洲央行在2016年3月再次

宣布貨幣寬鬆政策，調降三大利率，包括主

要再融資利率由0.05%降至0、存款利率由負

0.3%降至負0.4%、邊際放款利率由0.3%降至

0.25%，自3月16日起生效，同時將每月購債

額度提高200億歐元至800億歐元，以提振歐

洲疲弱的通膨和經濟前景。

ECB實施多項貨幣政策措施，包括負利

率、加速債券收購速度以及對銀行推出多次

的4年低利貸款計畫，以提高歐元區物價水

準。但到目前為止，歐元區目前通膨情況仍

然遠低於ECB設定的2%目標。歐元區的經濟

復甦緩慢，通膨情況不見好轉。不過，歐元

區的PMI持續擴張，顯示未來一年的經濟前景

轉好，失業率也逐漸降低。但是，近東地區

大量移入的難民潮，及在比利時、法國、德

國等地發生的恐怖攻擊，加上英國公投脫歐

帶來的長期不確定性，都可能對歐盟未來經

濟成長造成壓力。

日本經濟持續低水準和穩定成長

2016年第3季，日本由於民間住宅投資

表現亮眼及輸出改善，GDP成長率由第2季的

0.7%升至2.2%，但是民間消費支出及企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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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投資成長仍舊低迷；不過，受惠於海外需

求的復甦，10月製造業PMI已連續第3個月擴

張（見表4）。另外，受到美國總統大選後美

元持續走升影響，日圓貶值，若貶值走勢持

續，將推升日本國內物價及刺激出口。2016

年日本經濟成長預測為0.8%。

表4　日本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與製造業PMI
單位：%

時間

項目
2015年

2016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工業生產年增率 -0.9 -0.4 -1.5 -4.2 4.5 1.5 -1.3

製造業PMI － 47.7 48.1 49.3 49.5 50.4 51.4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

為連結民間主導的成長，儘早實現物價

上漲率達2%的「物價穩定目標」，日本安倍

政府於2016年推動以負利率為主的新金融政

策，以及包括延後消費稅率調高時程在內的

財政政策。另外，為儘速擺脫通貨緊縮、確

實開創成長的道路，日本內閣會議也於2016

年8月2日通過規模達28.1兆日圓的「實現對

未來投資的經濟對策」，以推動「工作方

式」與「產業結構」等一體改革，具體內容

包括：與「工作方式」有關的育兒休假、加

班時間上限、年輕人培育、年金受領資格的

改革等；及與「產業結構」有關的第四次產

業革命、農業強化等；以及與「基礎建設整

備」有關的Linear中央新幹線的提早開通，外

國觀光客訪日港灣、機場的強化，以及對企

業海外拓展支援強化等。

東協經濟持續穩健成長

2 01 5年 1 2月 31日，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正

式成立，名義上東協十國成為單一市場。目

前，東協區域內貿易之關稅減讓比例已有

96%，通關程序與技術規範有所簡化，投資

限制也逐步開放。例如在服務業方面，除金

融業、電信等部份特許行業外，航空運輸、

餐飲旅遊等服務業，東協十國也全面相互開

放。東協擁有6.3億人口，為僅次於中國大陸

與印度人口的第三大單一市場。2016年東協

經濟成長率為4.6%，而以出口導向為主的馬

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率，比以

內需導向為主的印尼和菲律賓要稍弱。

根據「東協連結性總體計畫」及「東

協連結性2025計畫」等計畫，AEC將加強

運輸、電信、能源等領域的合作。在運輸方

面，著重海陸空運輸、運輸便捷化及永續發

展。如在陸上運輸方面，整合與協調「東協

陸上貿易走廊」的相關政策，達成陸上交通

基礎設施整合，與主要機場、港口或內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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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連結。在海上運輸方面，建立「東協單一

船運市場」，確保航運的安全與保障，並發

展「戰略海運通道」。在能源合作方面，將

執行「東協能源合作綱領2016-2025」，主要

合作包括：（1）推動東協電網計畫，2018年

前至少在一個次區域內建立互聯電網；（2）

東協跨區域輸氣管線；（3）提高再生能源比

例；（4）發展核能，建立東協國家運用核能

的能力。未來若能順利推動，對於東協區域

的經貿活動產生深遠的影響。

2017年全球經濟展望

展望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的政

策走向，將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

素。若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確實履行擴大財

政政策的政見，將帶動美國內需市場活絡，其

他國家也將隨之受惠，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值可

望上揚。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為2.8%。

川普的「美國優先」、「美國第一」政

策主張，已吸引包括IBM、軟銀等跨國企業宣

布要增加在美國的投資，Fed升息後，更將增

加資金回流美國的力道。川普政見擬擴大基

礎建設支出、放寬金融監管以及減稅等，可

望帶動企業投資，但是也將推升財政赤字、

利率及美元升值，恐不利於美國的長期經濟

發展。2017年預測存貨和能源部門資本支出

的增加，將促進經濟成長；而減稅和基礎建

設支出對2017年美國經濟影響不大，但是可

能促進2018年的經濟成長。2017年美國經濟成

長預測為2.8%。

2017年歐盟的經濟成長放緩，主要受到

英國脫歐和政治不確定性影響，但是歐元貶

值將有助於出口增加，2017年歐盟經濟成長

預測為1.5%。2017年日本經濟依然呈現低水

準和穩定成長，日圓大幅貶值，將有助於出

口和旅遊業的成長，提升企業利潤和資本支

出，並促進股價上漲；但是，較高的進口價

格將削弱日本消費者的購買力，壓制消費支

出；而美國退出TPP也將影響日本對外貿易。

2017年日本經濟成長預測為0.8%。2017年中

國大陸經濟將持續下滑，原因在於固定資本

支出減少（如房地產建設），並面臨資本外

流的壓力；面對人民幣貶值，政府實施資本

管制，將貶值幅度控制在6%以內。2017年中

國大陸經濟成長預測為6.4%。

東協龐大的人口紅利與內需市場，成為

近年來外商投資的熱門地區。展望未來，穩

健的外資直接投資、東協區域整合、和基礎

建設支出是東協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影響

東協經濟發展的潛在風險為：全球經濟成長

放緩、能源及大宗商品價格、基礎建設支出

及執行效率、東協內部政策不一致、第四次

工業革命帶來全新的生產與消費思維，機器

人及人工智慧對產業鏈的衝擊等。預計2017

年東協經濟成長率將達到4.8%。

另外，全球經濟仍面臨多項潛在風險，

例如：美國升息效應、亞洲新興市場債務風

險、美國新政府經貿政策走向、英國脫歐對

歐盟政經發展影響、及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

主義的興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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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升息後續效應

美國聯準會官員暗示2017年可能再升息

三次，市場預期美元還將持續走揚。市場擔

心若美元持續走強，亞洲資金將回流美國，

加上川普未來將擴大基礎建設支出與減稅的

影響，帶動美股大漲、美元升值與美國公債

殖利率走揚，造成亞洲貨幣全面重貶。而亞

洲各國央行將因為擔心貨幣貶值導致資金外

流，加重外債壓力與進口價格上漲，被迫出

售美元干預匯市，採取緊縮政策，進而影響

經濟復甦腳步。

二、美國新政府經貿政策走向

川普提出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更新洽簽或退

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停止「不公平

進口」、「不公平貿易」等政策主張，將重

新定位美國在全球貿易與產業分工鏈中的角

色。另外，中國大陸等亞洲國家若因貨幣貶

值增加出口美國的競爭力，未來川普極可能

因此使用懲罰性關稅，這將成為2017年全球

貿易市場的一大變數。

三、英國脫歐對歐盟政經發展影響

英國預定於2017年初啟動脫歐談判，可

能無法保留未來進入歐盟單一市場，將影響

雙邊經貿發展。另外，歐洲各國自歐債危機

以來實施樽節措施，力行改革，執政黨自然

未得選民好感。面對恐怖攻擊威脅、難民如

潮水般湧入，更加深民眾對執政黨的惡感。

以民族主義或反體制的民粹政黨受到選民的

歡迎，英國的獨立黨、義大利五星運動、法

國國家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等在近來選舉中均大

有斬獲。英國經驗更成為歐盟周邊國家反歐

勢力效法標竿，各國湧現削減歐盟權力的政

治聲浪，以及保護本國企業優先的反自由貿

易訴求。2017年荷蘭、法國與德國將陸續舉

辦全國性大選，若政治風險增高，勢必引發

全球金融震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