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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投資意願低迷等三項主要因素。

（一） 全球景氣復甦緩慢且充滿不確

定性

2009年金融風暴造成全球主要經濟體普

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各國經濟成長大幅

衰退，使得全球貿易大幅縮減，外貿依賴程

度高的臺灣亦受到相當的衝擊。根據主計總

處資料（見圖1），2010年之前臺灣實質出

口成長率是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準，1982～

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分別

高出6.5個百分點、2.4個百分點及2.7個百分

點；2011年後的全球貿易因金融風暴影響僅成

長3.9%，但臺灣實質出口成長率僅有2.4%的

水準，不僅為歷年各時期最低成長水準，更

低於全球貿易成長率。

重振企業信心突圍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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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臺灣處於2%以下的低經濟成長率、薪資水準停滯的悶經濟，各界都在檢討為

何充滿活力的臺灣經濟變成悶經濟的局面，也都為解決臺灣悶經濟開出藥方，政府提出

5+2產業創新、基礎前瞻計畫等方案要帶領臺灣走出悶經濟。對此，本文將從臺灣悶經濟

成因進行探討，據此提出突圍悶經濟之可行方向，供政府擬定政策之參考。

臺灣悶經濟現況與成因

悶
經濟為前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針對臺灣經

濟局勢所提出的見解，受到2009年全球

金融風暴對全球經濟造成大小不一的衝擊，

臺灣自不能免於事外；儘管之後全球需求逐

漸回溫，加上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工具，

臺灣看似已走出金融風暴陰霾，卻陷入另一

場平庸式的經濟成長模式。例如：3%以上經

濟成長率已不復見，22K成為新鮮人初進職場

可能面對的薪資水準，多數受薪階級的實質

薪資也幾乎呈現停滯情況。

造成臺灣悶經濟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

歸納為全球景氣復甦緩慢且充滿不確定；民

眾消費意願薄弱、內需市場疲弱；企業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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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我國實質出口與世界貿易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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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臺灣經濟成長重要動力的出口，在

實質表現低於全球貿易成長水準的情況下，

臺灣經濟怎能不悶？

其次，則是保護主義的興起。過去數十

年的全球化，伴隨著自動化、網路化，加上區

域經濟整合消除關稅障礙，讓全球產品流通更

為便利。但在2009年金融風暴後，全球經濟陷

入衰退的泥沼，不少人認為未享受到全球化、

自由化的好處，反而迎來了貧富差距擴大、

低薪與高失業率。在此背景下，反全球化、

反自由化的保護主義悄悄的抬頭；尤其是英

國在2016年6月23日舉辦脫歐公投，脫歐派以

51.89%的比例勝出，不僅引發了一連串歐盟成

員脫歐聲浪，同年11月8日強調美國至上的川

普，更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這些都是世界

對全球化、自由化反動的訊號。

保護主義意謂著區域整合與雙邊FTA不

易推動，各國可能採取非關稅壁壘的方式保

護自身產業以維繫國內就業機會。保護主義

不利全球貿易，對仰賴貿易的臺灣增添更多

的不確定性，間接影響企業投資意願。

（二） 民眾消費意願薄弱、內需市場

疲弱

根據尼爾森（Nielsen）每季對全球63個

市場調查該市場的當地就業前景、個人財務

狀況及即時消費意願的資料顯示，若以100作

為基準，臺灣消費信心在近幾年急速滑落，

2010年及2011年間，臺灣消費者信心指數平均

約在85，更是低於全球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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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

資料來源：尼爾森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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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2012年後，全球逐漸走出金融風暴

陰霾，全球消費者信心提升，逐漸接近100的

基值；此段期間美國消費者信心回復的速度

相當快，2013年後穩定站在100以上的樂觀水

準。但臺灣在同期間消費者信心卻滑落至80

以下，甚至數度低於70，顯示臺灣民眾消費

意願的緊縮。

尼爾森分析臺灣消費者信心薄弱的因

素，主要來自於民眾普遍對經濟前景感到悲

觀導致預防性儲蓄增加所致，在民眾消費意

願緊縮下，怎能依靠內需帶領臺灣走出悶經

濟呢？

（三）企業心態保守、投資意願低迷

經濟成長的出口、消費兩大引擎已不樂

觀，也反應在企業投資心態的保守。根據行

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近幾年臺灣超額儲蓄率

屢創新高，2014年已達到10.46%，約有新臺

幣1.7兆元的資金停泊在金融機構，2015年超

額儲蓄率升至近15%的水準，整體超額儲蓄

達到2.72兆，增加約1兆臺幣，儘管2016年超

額儲蓄率略微下滑至13.38%，但整體來說，

超額儲蓄率仍處在走升。

超額儲蓄率頻創新高顯示臺灣資金面相

當充裕，但投資率卻反而逐年下滑。以近幾

年的投資率來說，自2010年以來，臺灣投資率

自24.23%落至2014年的21.30%新低水準，排

除2009年金融風暴期間（19.29%），近兩年

投資率幾近15年來新低水準（見圖3），約略

高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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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我國投資率及超額儲蓄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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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率反應企業對臺灣整體經商環境的

信心與產業前景，企業對於經商前景擔憂自

然會限縮當前的投資意願。近幾年臺灣諸多

大型投資案頻遭環保因素阻擋，新政府宣示

去核政策，讓不少製造業者憂慮未來經營環

境，其中台塑在美國刻意招商引資下，擱置

臺灣投資案轉進美國投資機會不小；台積電

也可能因水、電因素終止在南臺灣路竹的投

資案。這些龍頭業者都不願意在臺灣投資，

更遑論規模較小的中下游業者，臺灣投資率

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政府現階段作為與問題

如何突破臺灣悶經濟，政府規劃從「加

速推動結構轉型」及「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

資」兩大面向切入，期待能打破經濟的沉

悶，注入臺灣成長的新活力。以加速推動結

構轉型來說，主要以5+2產業創新帶動新的

商機與創造就業機會；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

資則指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全面擴大基礎建

設的投資，包括地方建設及下一個世代需要

的基礎建設。

然如進一步探討其推動策略或相關作

法，則可發現以此突破臺灣悶經濟恐力有未

逮，本文以下簡述其推動作法與可能的問

題。

（一）5+2產業創新

「5+2」產業創新是指打造亞洲矽谷、

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及國防航太

等五大創新產業，再加上新農業、循環經

濟，其整體概念是以創新為主軸，透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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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聚落的方式推動，同時達到平衡區域發展

的目的。其中亞洲矽谷是要打造桃園成為亞洲

青年的創業基地；智慧機械則以臺中為基地推

動精密機械技術的再升級；綠能則規劃優先以

臺南作為再生能源的基地；生技則整合西部走

廊的研發能量打造成為亞太地區生技重鎮；國

防則以國艦、國機的自製為主軸；循環經濟與

新農業的具體方案尚未出爐，但可能是以石化

高值化與智慧農業為方向。

針對推動5+2產業發展，政府著重在公

部門資源的投入，包括提高科技預算（總共

匡列約400億的科技預算）、放寬壽險業資金

投資，同時也搭配相關法規鬆綁。

以現階段規劃與推動作法來說，對於突

破臺灣悶經濟可能有幾點疑慮：

其一，研發有風險，短期難見成效：

5+2產業創新是以研發為主軸，但現階段研

發不代表就能立刻有產出，效益是發生在長

期研發投入成功後，因此，政府資源的投入

不可能立即在短期創造產值有感提升，或帶

動大量就業機會，而讓多數企業感受到商機

增加而增加投資。

其二，創新是贏者全拿、多數庶民難有

感：創新由於具有風險，必伴隨著高報酬，

不可能是多數廠商平分創新的成果，台積電

董事長張忠謀也說，創新與分配兩者存在

衝突性，此即說明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成

功，也只可能能讓少數企業有感，不可能讓

多數企業都能分享研發成果的果實。

其三，不易提振多數企業信心：5+2產

業創新雖有前瞻商機但也代表臺灣當前發展

相對不足，故業者需要政府資源投入與相關

法規鬆綁，透過政策創造商機與發展機會；

但既存的產業大多不缺資金，亦不需政府補

助，需要的是穩定的水、電、勞動力及可具

預測性的環保標準。

新產業占臺灣產值規模小，短期帶動投

資與就業有限，而既有產業占臺灣產值規模

大、潛在投資額也大。但政府將政策亮點著

重在產值較小5+2產業，卻消極解決大企業

問題，又如何能提升企業的信心、提升整體

投資率。

（二）基礎前瞻建設

基礎建設是政府規劃突破悶經濟的另一

帖藥方，2017年3月政府提出8年編列8,824.9

億元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推動以軌道

建設為主的基礎建設，包括高鐵、台鐵連結

成網，強化台鐵與高鐵轉乘服務；台鐵升級

和改善東部服務，完成環島鐵路電氣化路

網，改善票務系統等；既有鐵路立體化或通

勤提速；都市推捷運；中南部觀光鐵路等。

估計8年間可帶動GDP增加9,759億元，稅收

增近千億元，並帶動民間投資1.7兆元，同

時支援綠能及數位產業發展。此一方案一推

出及遭到各界不少批評，主要質疑基礎前瞻

建設與馬政府時期的「愛台12建設」如出一

轍，但規模僅約當時的1/4，故被指為是愛台

12建設的縮小版，也未見其前瞻性。

透過基礎建設刺激經濟需求是多數國家

採用的策略之一，姑且不論前瞻基礎建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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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新瓶裝舊酒，臺灣基礎建設長期存在的

結構性問題才是我們應該擔憂的，因為它會

影響效益的發揮。未來可能制約基礎建設效

益的因素不容輕忽，包括：

其一，考量地方政治生態、基礎建設可

能虛擲：臺灣基礎建設不少是基於地方政治

生態考量，而非基於真正需求。因地方民意

實有選前政治承諾必須兌現，但這些承諾可

能都未經過審慎評估，導致效益發揮不如預

期，形成不少閒置浪費。

根據工程會統計，至2016年第3季止，全

臺未達活化標準的閒置空間共124項，不含土

地成本的建造經費達269.47億元，且不少是在

地方政府，顯示事前確認建設的必要性更形

重要。

其二，官民互不信任，影響企業參與基

礎建設：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建

設－營運－移轉）是在政府預算不足但須滿

足政策目的下最可行的方案，企業基於市場

商機與成本回收考量，能盡可能確保公共基

礎建設完善與後續運作市場化，可謂一舉數

得。

但目前一些重大BOT案時成為選舉時

的政治話題，甚至引起社會反商情結，使政

府與企業從合作關係變成對立，彼此失去信

任。故現實上，為避免爭議，政府採一般工

程採購的方式發包這些基礎建設，未能有效

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此可能使後續市場化運

作面臨相當大的考驗，能否有效支援綠能與

數位相關產業令人存疑。

突圍悶經濟之方向

就解決悶經濟來說，現行政策存在緩

不濟急與未對症下藥的問題，就悶經濟的癥

結點來說，主要在於企業對政府沒信心、不

敢投資，民眾有錢卻不敢消費，重振企業信

心與民眾消費意願才是突破悶經濟的正確方

向，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建立穩定可預測的環保政策

多數產業事前投資案的評估都需要政

策的可預測性，但目前臺灣多數製造業事前

投資評估共同擔憂的都是環評結果是否會受

到政治干預，成為政府核可投資案的唯一因

素，也無怪乎對臺灣經濟發展有重要地位的

台塑、台積電都要放棄在臺的投資案，其他

企業看到政府如此對待臺灣這些重要龍頭業

者，又怎敢放心在臺灣投資。

政府要提振投資率，最重要就是重拾企

業對政府的信心，具體作法之一就是建立環

評政策的可預測性，包括具體評估範圍與期

限，降低地方政治干預，並使其不成為決定

核准投資案的唯一因素。

第二，排除企業對水電穩定供給的疑慮

水、電、勞動力能否穩定供給是企業在臺

灣持續經營的隱憂，當前已面臨水電勞動力短

缺，怎能支援企業擴大經營規模。政府期望以

綠能替代電力缺口，但當前較低的電價影響企

業投入意願且綠能供給穩定度不如核能或火力

發電，應考慮將核電廠延後除役，並逐年適當

提高電價，以吸引綠能業者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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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的問題仍以引進外籍勞工為主要方

向，唯政策設計上可與聘用臺灣員工掛勾，

及中南部區域投資作為條件，達到帶動國內

就業與平衡城鄉差距問題；缺水的問題除了

天候因素外，根本問題在於臺灣水價太低致

使浪費太多，水公司也無經費更新供水系統

以降低漏水率，故政府除區域調度及抗旱井

整備，也應適時提高水價，抑制過度浪費。

第三，推動大型公共工程BOT

以公共建設提振景氣是可行方法，但作

法不應全然由公部門投入，要發揮公共建設

的品質與經濟擴散效益，最可行的方法就是

透過BOT的方式，引進民間資本，讓公共建

設具備市場化基礎，降低財政負擔。但目前

企業普遍對與政府合作沒有信心，故針對此

次前瞻基礎建設規劃，中央政府應與地方政

府溝通協商，讓部分大型建設以BOT的方式

進行，塑造官民合作的典範案例，重新建立

民間企業參與政府公共建設的信心。

第四，採購制度宜適度革新

現行各級政府執行工程採購習以最低

標方式辦理，造成投標廠商低價搶標，得標

企業將本求利，往往形成工程品質低劣的結

果，事後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維護。要杜絕

公共工程一再發生品質不良的情況，根本

上，政府應扭轉以防弊心態看待工程採購，

借鏡國外以興利角度規劃政府採購機制，甚

至成為培育新產業的場域。

首先，機制設計可參考私部門工程利潤

率，給於競標企業合理利潤，例如給予10%的

價差，以維護工程品質與增加優質企業參與

的意願；其次，可以透過法治化的方式放寬

採購法限制，允許符合特定目的工程或有前

瞻需求的政府標案，得以創新型態的方式採

購，提供更多新產業發展。

第五，提供消費誘因

可以嘗試兩個方向提昇民眾消費意願，

首先，前政府的短期提振消費措施可於適當

時機再提出，針對民眾較為有感的節能家電

購置、國內旅遊等方案可以是重點實施方

向，其中國內旅遊可以提出更多的套餐方

案，提升民眾國內旅遊的深度與廣度。特別

是針對受陸客減少影響較大的中南部，可以

加碼補助措施，減緩陸客減少的衝擊；其

次，可以提出短期消費特別扣除額的方式，

訂定合理扣除額上限，項目可以包含國內旅

遊消費、房屋修繕等，稅制優惠對於所得越

高者的邊際效果將越大，刺激高所得族群消

費將有顯著效果。

結語

悶經濟是企業與民眾信心不足導致的現

象，政府提出的5+2產業創新政策或基礎前

瞻計畫對提昇企業投資與民眾消費意願的效

果有限，本文認為突破悶經濟根本上要從解

決企業投資疑慮、重塑官民互信、提振民眾

消費意願著手，具體政策包括建立穩定可預

測的環保政策、排除企業對水電穩定供給的

疑慮、推動大型公共工程BOT、採購制度革

新，與消費補助及消費特別扣除額等，此方

為讓企業、民眾有感之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