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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中對峙到武漢肺炎—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 

陳錦稷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兼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長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l 政府還有擴張性財政這支箭可射 

引言：疫情對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衝擊仍在擴大中，台灣經濟與金融市場無法

獨善其身。台灣政府部門全面接力動員來提振金融市場信心，而貨幣政策與財政

擴張仍有許多空間。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全球嚴重 疫情。台灣提前實施嚴密防疫部署，

疫情仍在控制範圍內。但隨著歐美疫情快速蔓延，國際油價重挫，全球金融市場

劇烈動盪，恐慌指數（ＶＩＸ）飆升至歷史新高。 

 

全球恐將進入資產價格收縮循環 

美股跌幅劇烈，三月九日、十二日、十六日與十八日盤中大跌超過七％，觸發了

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 mechanism），暫停交易十五分鐘。原本還算穩定的台灣

股市也隨國際市場動盪，投資人信心不足，股價指數短期內大幅下跌。 

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盪。肺炎疫情波及範圍與影響程度

比原先預期更廣泛，各項疫情管制措施影響生產活動，缺料、斷貨已波及全球供

應鏈。 

國際貿易、消費需求等各項經濟活動減緩，國際機構陸續下修經濟成長預期。加

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ＯＰＥＣ）與俄羅斯將提高產量，全球原油供給大幅增加

的預期，導致國際油價大幅重挫。大宗商品與各種金融資產價格瞬間大幅度崩

跌。 

二○○八年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央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資產價格持續成長，

進入資產價格膨脹的循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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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肺炎疫情擴散，全球股災、金融資產價格暴跌，恐有轉為資產價格收縮循

環的危機。經濟衰退恐慌擴大，讓主要經濟體紛紛採行寬鬆貨幣政策，並推出擴

張性財政政策，希望刺激政策，維持經濟成長動能。 

台灣政府的各項政策也陸續出爐，希望能安定台灣金融市場，提供產業振興措施，

以免經濟動能進一步的弱化。 

三月十九日，政府部門全面接力動員來提振金融市場信心。當天下午一點半，總

統蔡英文與副總統陳建仁在總統府發表談話，說明政府防疫部署與各項產業振興

紓困措施。蔡英文表示，政府會隨時召開高層財經應變會議，快速應對國際財經

情勢變化，以求維持匯市穩定與股市動能，宣示安定金融市場決心。 

 

蔡政府數箭齊發穩定市場 

金管會也出面信心喊話，認為台商回流及轉單效應有助台股基本面，並祭出「有

條件禁空令」，只要當日個股收盤價跌幅超過三．五％以上，隔天就禁止平盤以

下放空；鼓勵上市櫃公司可在資金調度有餘裕的情況下，實施庫藏股，保障股東

權益及強化投資人信心等。 

隨後央行理監事會議決議降息一碼，並宣布同幅度調降三種天期存單利率，更史

無前例地推出總額度兩千億元的銀行轉融通資金，專供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

央行也宣布調降指標利率一碼，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與短期融通利率則

分別調降為一．一二五％、一．五％和三．三七五％，降幅超過市場預期外，利

率水準更寫下史上新低，打破前次金融海嘯的最低點紀錄。 

當日下午五點，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授權執行秘書動用資金執行

市場安定任務，隨時將進場護盤。 

國安基金管委會認定，目前情況已符合《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

八條：「因國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大幅移動，顯著影響民眾信心，致資本

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因而決議授權國安基金

執行秘書可動用國安基金，執行市場安定任務。 

除了這些穩定市場的措施數箭齊發之外，政府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擴張仍有許多空

間，能隨時因應疫情發展與國際財經情勢變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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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方面，央行此次調降利率一碼，雖然壓縮原本即十分有限的利率政策空

間，但存單利率仍然高於零，且央行允許銀行提前解約或質借央行定存單，加上

首次推出的中小企業融通機制，顯示央行未來在量化工具上，仍有許多貨幣政策

的調整空間。 

 

加速推動前瞻，帶動民間投資 

而財政政策上，受惠於近年來預算收支平衡甚至有賸餘，除了運用六百億元防疫

特別預算，與大約四百億元的移緩濟急預算、各基金預算，來投入紓困與振興經

濟計畫外，衡量財政收支情形，如有必要仍能進一步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以擴張

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產業與就業。 

而加速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落實政府部門及國營事業的投資採購，增加資本

門投資，來加速擴大內需計畫，也能帶動民間投資。 

疫情對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衝擊仍在持續擴大中，台灣經濟與金融市場無法獨

善其身。但相對其他國家，蔡英文不疾不徐、氣定神閒的領導風格，加上指揮中

心的疫情管控措施，財金部會在貨幣、財政與金融穩定措施也陸續上路，後續也

有其他政策空間，視疫情與國際經濟金融情形隨時推出。 

希望在全球疫情擴散與金融市場股災之際，台灣的疫情控制、產業振興措施與金

融穩定措施能奏效，安渡這次的全球性疫情危機。 

 

l 央行是否會該隨ＦＥＤ降息？ 

美國聯準會（Fed）在三月初突然宣布調降聯邦基準利率(Fed fund rate)2 碼至 

1.0%-1.25%之間，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對經濟產生的衝擊。聯準會這個緊急

降息舉動是繼 2008 年金 融海嘯以來 ，首此在聯邦準備理 事 會 （ Federal 

Reserve  Board）決策會議之外的緊急降息。原本聯準會將在 3月 17日至 18日召

開理事會議時討論是否降息。 

顯然疫情帶來經濟下行風險，聯準會不得不提前採取因應行動。聯準會主席

鮑爾（Jerome Powell）記者會上以疫情對美國經濟前景展望產生重大風險，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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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提前採取行動緊急降息的原因。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隔夜附買回協議 (overnight repo)認購金額超過限額，更顯示資金緊俏

的流動性風險。而疫情導致油價大幅下跌，連帶使美國國內通貨膨脹預期下降，

也提供ＦＥＤ利率決策向下調整空間。但紐約股票市場大跌後，聯準會突然的升

息舉動，也遭到貨幣政策不該隨華爾街起舞的批評。 

新冠病毒(COVID-19)導致中國國內嚴重的肺炎 疫情，並不斷蔓延到中國之外

其他國家。疫情無法即時控制勢必嚴重打擊經濟活動，甚至導致經濟出現衰退。

主要國家央行接連採取寬鬆貨幣政策，確保提供足夠流動性，並希望提升金融市

場參與者信心，緩和金融市場的短期衝擊。各國財政政策也陸續採取擴張政策，

加碼提供防疫、產業紓困與振興經濟必要財源。 

正當各國紛紛採取不同振興措施與經濟刺激政策之際，台灣也出現希望央行

降息救市的呼聲。三月十九日央行將舉行今年首季理監事會議，是否跟隨ＦＥＤ

腳步降息成為關注焦點。但一來疫情對經濟衝擊屬短期現象，且集中於零售、觀

光與餐飲等特定產業，是否就需要普遍性的大水漫灌式的降息，是否能將資金有

效導入需求者，不無疑問。再者，央行已連續 14 季未調整指標利率，歷經「連

14 凍」後，利率已沒有多少往下調整空間，未來若再經歷更明顯的景氣衰退，

貨幣政策空間將更為壓縮。第三，央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多年，台灣物價溫和穩

定，經濟基本面尚稱穩健，且市場資金充沛，當前國內利率水準偏低，調降利率

以降低借貸成本，究竟有多少激勵消費與刺激投資的效果也令人存疑。 

央行調降利率的呼聲，無非來自於疫情帶給金融市場震盪，投資人對央行撒

錢救市的指望。但金融市場波動畢竟是短期現象，最終仍將回歸經濟基本面。貨

幣政策的考量仍將回到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來斟酌利率決策。 

正當政府與民間傾全力控制疫情之際，當前最優先的政策仍在於如何以財政

面的特別預算來補足防疫經費之不足，投入防治經費作為應變醫院隔離收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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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集中檢疫場所、提供防疫補償金、徵購物資設備經費，這些才是防疫最首要的

任務。如何有效補貼、提供優惠貸款或租稅優惠，進行產業紓困與民間消費則有

賴經濟振興措施。 

全球化經濟整合，各國經貿連動緊密。美中貿易戰早已先帶動一波台商跨境

生產供應鏈的轉變，有計劃、有彈性地調整跨境生產、行銷與經營策略，已是這

兩年來台商跨國經營的既定策略。而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蔓延之際，短期雖然帶

來金融市場動盪，但台灣除了密切留意情勢變化，適時提出財政與貨幣政策上的

經濟因應對策外，更應留意伴隨著疫情之後加速重組的全球政經秩序，這對台灣

經濟會有既深遠且長期的結構性影響因素。 

 

l 以金融創新帶動經濟復甦 

因應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主要國家央行無不大幅降息，美國聯準儲（ＦＥＤ）更

推出無限量化寬鬆（QE）措施。各國政府也搭配擴張性財政政策，補助企業、

救濟民眾。 

財政赤字劇增恐釀危機 

但財政支出能否大幅擴張，考驗是否有足夠的財政韌性（fiscal resilience）能因應

疫情帶來整體經濟金融環境的驟變。畢竟支出擴張將帶來龐大公共債務，成為未

來負擔。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日前評估各國大幅擴大財政赤字，估計全球公

共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將提高一三％，達九六％。經濟學人智庫

（ＥＩＵ）更警告，債務危機可能隨之來襲，屆時全球經濟將面臨第二次衰退。

如同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歐洲幾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帶來全球經濟二次

衰退。 

保有財政韌性才能在平時藉由重分配的稅制與財政支出，讓財政政策發揮促進永

續與包容性成長的政策目的；而當景氣出現衰退，財政政策也要能即時轉換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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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下行痛苦的政策舒緩角色。且財政支出必須能通過民主制度的種種程序，在許

多限制條件中達成政策目標。舉例而言，擴大財政支出的預算必須經國會審議，

擴大支出內的容往往考驗各國民主制度。民主不夠成熟的國家，容易在預算中出

現政治分贓或政策買票，讓財政支出的紓困與經濟振興效果大打折扣。 

各國貨幣政策目標也經歷幾次典範移轉。傳統貨幣政策目標在於穩定物價，但通

縮時代來臨，對抗通膨已不再是央行最優先的政策目標。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後，

各國普遍認定貨幣政策目標必須維持經濟成長，並達成促進就業的政策目標。今

年三月全球股災，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各國央行又轉為扮演提供市場流動

性的角色。尤其是ＦＥＤ宣布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措施以確保市場流動性。 

ＱＥ釋出資金流向投機市場 

但○八年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央行的ＱＥ經驗顯示，大量釋出的資金並未全部

投入於推升消費與投資中，造成實質經濟的振興效果十分有限。滿手現金的企業，

卻對經濟前景展望保守，缺乏擴廠計畫或找不到好投資標的。寬鬆貨幣政策對提

升就業與提高工資的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ＱＥ反而讓過剩的資金大幅流向房地產、原物料或貴金屬等投機炒作題材。企業

滿手現金，頻繁進出，造成市場的嚴重扭曲，投機行為排擠投資活動的進行。哄

抬股價、買空賣空房地產，炒作工業區土地，這些金錢遊戲造成資本市場的嚴重

扭曲。想投資擴廠的企業，卻找不到適當的工業區土地，勞動需求不足，勞動市

場發展受限，無法增加勞動雇用。熱錢流竄造成房地產與各項金融商品價格過度

膨脹，出現泡沫化疑慮；一旦景氣反轉，資產價格急轉直下，反將對經濟造成結

構性傷害。 

肺炎疫情快速在全球擴散，有效需求急速萎縮；地緣政治衝突、油價問題、供應

斷鏈，未來全球生產供應關係調整，以及國際政經秩序重建，幅度勢必超過近年

來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因疫情管制而呈現停滯狀態的全球經濟，並無



 7 

法隨疫情退散而立刻反彈回升，反而有陷入「持續性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狀

態的可能。低通膨、低利率與低成長的停滯現象，恐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 

經濟前景展望不佳，各國採取寬鬆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支出，恐無助於擺脫長

期持續性的經濟停滯。傳統總體經濟政策思維必須徹底改變，尤其是在經濟危機

中強調穩定的金融，在經濟振興階段，更必須轉化為創新的驅動力來源。從金融

在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尋找政策創新的總體經濟思維，讓金融發揮中介能力，

將寬鬆資金有效導入實體投資，創造有效需求，會是未來推升經濟動能的政策方

向。 

發展虛擬貨幣添加經濟動能 

臉書將發行虛擬貨幣 Libra，並將發行架構大幅更改為與各國當地貨幣等值的穩

定幣，成為對接當地法幣的虛擬貨幣。例如：在美國發行價值穩定為一美元的 

LibraUSD，在歐盟發行價值一歐元的 LibraEUR。中國人民銀行也即將發行央行數

位貨幣（ＣＢＤＣ）讓擁有數位錢包的個人能進行電子支付（EP），成為數位貨

幣支付（DC/EP）的應用示範先例。 

數位貨幣逐漸完備交易媒介、計價單位與價值儲存的三個貨幣功能，將成為數位

時代能普遍使用的通用貨幣。未來如果臉書幣能在社群媒體與網路交易中被廣泛

使用，未來它與各國央行發行的數位貨幣將逐漸取代流通中的現金。數位貨幣成

為支付工具，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市場效率。 

台灣除爭論發放現金紓困或發消費酷碰券振興經濟之外，也應想想如何跳脫傳統

總體經濟政策的侷限，以金融創新來提升經濟成長動能，彌補傳統總體經濟政策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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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台灣應留意疫情後的全球政經變局 

肺炎疫情蔓延持續，各國採取近乎鎖國的管制措施，輔以寬鬆貨幣政策與擴張財

政支出來支撐經濟。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一席美國政府將

支付企業離開中國搬遷費用的談話，將正式揭開疫情後世界政經秩序重組序幕。

面對因疫情而近乎半休克狀態的國際貿易，台灣的經濟刺激政策，除了失業救濟

與企業紓困的產業振興措施外，更應留意全球政經秩序重組，國際生產分工結構

性調整之下，台灣的因應之道。 

近三十年來各國企業以降低成本為考量到中國設廠，但美中貿易衝突與肺炎疫情

造成全球生產活動停滯，都讓跨國企業思考成本之外的供應鏈風險問題。原本以

「世界工廠」為號召的中國，在 2011年開始推動經濟「再平衡」結構改革，2015

年更推動「中國製造 2025」政策，發展在地供應鏈降低對中間財進口依賴。美

國則在歐巴馬時期倡議製造業回流，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與中國發展紅色供應

鏈威脅，讓川普主政的美國政府重新思考國安、資安與智財權長期受中威脅問題。

美中貿易衝突導致雙方互增關稅，更讓美中供應鏈出現脫鉤、分流現象。 

而始於武漢的肺炎疫情造成中國生產停滯，且中國佔全球供應鏈比重高達 20%之

下，各國製造商都因依賴由中國進口的中間財與零組件，而面臨生產斷鏈危機。

這凸顯國際供應鏈分散的風險意識，企業分散生產集中風險，積極開拓不同生產

基地，並將關鍵零組件回母國生產，或分散不同國家採購，這些備援供應思維，

更讓各國企業嚴肅思考生產活動是否過度依賴中國。 

原本在中間財貿易上依賴中國的台灣，受惠於美中互徵關稅下，企業調整跨國生

產模式，台商加速回台投資，同時對美出口大幅成長。資通訊產業將附加價值及

自動化生產較高的製程移回台灣，手工具機、機械與石化等原本以中國為主要出

口市場的產業，也積極尋求拓展其他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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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最重要的國際政經秩序變動將會是美中之間經濟產業關係的加速脫鉤。

庫德洛在美國新聞節目中指稱：美國公司過度依賴中國，有必要在疫情過後改變

與中國的商業關係，政府將替企業支付廠房、設備、智財、結構等重置搬遷費用，

藉以分散供應鏈，避免生產斷鏈風險。日本政府也同步宣布在因應疫情的特別預

算中，編列 2435億日圓的財政支出協助企業調整在中國生產線，其中 2200億日

圓將直接貸款給企業將生產線搬回日本國內；另外 235億日圓將用於將搬遷到其

他地區。美日同步宣布，應為協調後的一致對中政策。 

全球蔓延的疫情對台灣製造業帶來嚴重衝擊，一方面生產端面臨中國中間財與零

組件的斷鏈危機，另一方面也面臨歐美最終需求大幅減少的銷售問題。疫情過後，

美國調整對中經濟關係，生產供應關係加速脫鉤，不但對全球產業結構與國際供

應鏈會帶來巨大變化，對台灣產業發展與國際供應鏈參與而言，也會有非常重大

影響。預料台灣廠商更將落實分散風險的跨國管理思維，加速回台投資生產。 

政府當前除了產業紓困與經濟振興措施之外，也應想想國際供應鏈調整之下，台

灣產業因應之道。重點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是否有機會跟離開中國的美日廠商合作，

共同在新南向國家重新發展供應關係，這將是台灣在國際政經秩序重組中的發展

契機。 

 

l 避免防疫管制讓經濟陷入長期停滯 

武漢肺炎（COVID-19）持續肆虐，中國爆發大規模疫情後，由東方傳至西方，

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美國接連大規模感染，疫情擴及全球，且一發不

可收拾。截至四月六日止，全球確診病例突破 126萬人，其中死亡人數更超過 7

萬人。 

實質上全球已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狀態，只是對抗的是四處肆虐的無形病毒。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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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提到：現在已經開戰，對抗的是看不見、無法

觸及的敵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在位 68年來罕見發表

電視演說，宣示防疫將會成功，更好的日子將會回歸；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Abe 

Shinzo）也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則稱:自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不曾面對如此之大的挑戰。顯見世界各國對抗疫情的艱

鉅。 

為控制疫情，各國政府接連採取鎖國、封城、禁止民眾外出的管制措施。但

恐慌情緒仍持續蔓延，民生物資因搶購而缺貨，消費者支出下滑，總需求急速萎

縮。因管制疫情而幾乎陷入停擺狀態的航空、旅遊、觀光、消費、批發零售等產

業更是首當其衝，面臨企業倒閉與員工失業危機。生產面也出現困境，因疫情管

制而生產中斷，製造商原料不足出現生產斷鏈，零售商缺貨、斷貨，生產活動陷

入蕭條狀態。全球高度連動的金融市場更出現嚴重暴跌，金融資產價值急速縮水。

財富減少的效果進一步降低消費支出，消費信心低迷，引發經濟進入衰退，甚至

疫情過去將陷入持續性經濟蕭條的疑慮。 

因應經濟變局，各國政府採取的短期經濟對策不外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大幅

度降息，搭配無限量的量化寬鬆（QE）措施，以確保具有足夠流動性，維持金

融市場能在防疫期間維持正常運作，避免流動性危機，惡化金融市場恐慌性賣壓，

甚至出現崩潰。金融機構採取信用支持措施，讓企業與家庭能取得足夠信貸額度，

或是展延貸款，或是降低利息負擔，避免大規模信用違約，而出現系統性風險，

傷害金融機構的體質健全。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幅度必須足以提供防疫、產業紓

困與失業救濟能有足夠財源，確保經濟活動暫停之際，能發揮應有救援角色，減

免或緩繳各項稅賦、直接補助受疫情衝擊的企業，挺住企業能維持基本運作，才

能避免企業大規模倒閉潮，引發大量失業人口，並救濟因隔離而大幅減少收入，

甚至陷入失業的民眾，避免生活出現困難，帶來更嚴重的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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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控制疫情所採取的嚴格管制措施幾乎讓經濟活動運作陷入癱瘓休克的狀

態，經濟損失重大之外，如果管制時間過久，勢必對經濟體系的運作產生長期性

的結構式破壞，經濟面臨長期停滯風險。當企業出現大規模倒閉潮，勢必引發大

量失業人口。且這些倒閉的生產事業，失業的勞工將連帶產生大規模信用違約，

造成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銀行將面臨擠兌、週轉失靈，甚至倒閉的風險。資

產價值嚴重縮水，也勢必讓金融體系進一步緊縮，增加經濟下行壓力。 

屆時勢必用更重的政策手段才能維持經濟體系的運作。但 2008年金融海嘯的

經驗顯示，這些經濟刺激政策不過只是以預支未來收入的方式，來減緩當前經濟

困境所帶來的痛苦。大幅度擴張的財政政策，短期內雖然能提供紓困與失業救濟

財源，但後果就是累積過高的公共債務，成為未來的沉重負擔，債務付息支出將

排擠未來的公共建設財源。量化寬鬆，大量購債的貨幣政策，更不是沒有成本，

雖然短期能釋出資金，維持貨幣體系運作，但後果將是陷入「流動性陷阱」，惡

化整體經濟體系出現「L型」復甦的可能。 

台灣目前的防疫措施管制得宜，感染人數仍在控制範圍，且醫療體系健全，

運作良善，能提供感染者絕佳的治療。當前的防疫管制措施，必須與維持經濟運

作而採取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措施，保持政策協調與平衡，各政策環節必須緊密扣

合，才能確保疫情控制與維持經濟最低限度運作之間獲得適度平衡，一旦有任何

閃失，都將導致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嚴重大蕭條。 

以口罩生產分配為例，政府強制徵收，限制價格與購買數量的管制作法，短

期內能消彌囤積心理所造成的恐慌性需求。但這個徵收口罩，強制分配的手段只

是因應階段性防疫需要，對民生物資調配的暫時措施，並非市場經濟運作的邏輯，

未來隨疫情控制，與口罩生產數量提高，恐慌需求降低之際，必須思考如何適度

放鬆管制，逐步恢復市場經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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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除「防疫減災」的思維之外，也應逐步增加「防疫復甦」的政策思維。

兩者間適度平衡，而非只是擔心疫情擴大，貿然採取更嚴格的管制，讓經濟活動

陷入更嚴重癱瘓的後果。在疫情控制之餘，必須思考如何逐步解除對經濟體系運

作的種種管制措施，讓市場運作能有競爭力的恢復，才能讓經濟逐漸復甦。這個

「防疫減災」到「防疫復甦」的思維，值得深入思考，並落實成為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