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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月 24日，全球共有 188個國家 (地區 ) 
傳出確診案例，病例數破 532萬，致死率破 6% 
。其中，確診病例數以美國最多，達 162萬人，
其次為巴西 37萬人、俄羅斯 34萬人、英國 25萬
人及西班牙 23萬人；死亡案例部分，則以美國 9.7
萬人最多，其次分別為英國 3.6萬人、西班牙 2.8
萬人、法國 2.8萬人及巴西 2.2萬人。在國內疫情
方面，目前確診案例累計 441例，死亡案例 7例，
相對其他國家而言，我國疫情較輕微。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可能衝擊

新冠疫情自武漢爆發後，中國各地開始封城
封省，全球擔心供應鏈會因此受到影響；然而，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歐美主要先進經濟體，
造成全球需求急凍，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由供給面
轉向需求面，即使後來中國各地新冠疫情受到控
制開始復工，在全球消費需求面大幅減少，人流、
物流、金流都受到限縮下，全球經濟開始受到嚴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現況

自去 (2019)年 12月以來，湖北武漢地區陸
續發現多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並先後
於泰國、日本、韓國出現武漢移入個案，疫情快
速擴散至中國其他地區，而台灣亦於 2020年 1月
21日出現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直至 2月中
旬，港、澳疫情持續升溫，隨後日本及韓國相繼
爆發多起確診案例且出現社區傳播現象。

至 2月下旬，疫情蔓延至其他國家，特別
是往西方國家蔓延態勢愈來愈嚴重，其中伊朗及
義大利確診案例增加快速。3月之後，中國疫情
逐漸降溫、日韓新增確診病例亦逐漸趨緩，全球
疫情重災區轉至歐美國家，亞洲國家出現多起境
外移入案例，新冠疫情進入全球大爆發期。由
此，WHO於 2月 12日正式將新冠肺炎正名為
COVID-19，並隨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已於 3月
中旬將其定性為「全球性流行病」。 新冠疫情擴
散，死亡數不斷攀升，各國紛紛祭出鎖國政策，
試圖阻止疫情蔓延。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文《張建一》 

新冠肺炎疫情對
全球經濟的影響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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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衝擊。隨著全球感染人數增加，各研究預測
機構亦持續下修 2020年全球與各國經濟成長率，
如上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基本上各機構最近且最新預
測 2020年全球經濟均會出現衰退，其中又以 IHS 
Markit下修到 -5.5%最為悲觀。他們甚至認為全
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會大幅衰退 7.3%，由此可知
疲情對全球經濟的重創程度。同時，為有效抑制
新冠疫情擴散，各國採行各項隔離及封鎖措施，
造成人流、物流、金流等流動性困難，衝擊整體
社會和經濟各層面活動，對全球政治、經濟、貿
易、金融及就業等層面產生巨大衝擊與深遠影響。
WTO 甚至於 2020年 4月 8日也提出警告，假設
在最差的情況下，新冠肺炎疫情將使 2020年全球
貿易量萎縮32%，如此亦會重創全球新興經濟體。 

觀察各主要國家第一季經濟表現，受到新冠
疫情肆虐全球，大多數國家採行嚴厲封鎖措施來
防止疫情擴散，導致經濟需求幾近停擺，世界四
大經濟體 (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 )今年第一季
GDP成長疲弱，美國第一季 GDP僅成長 0.3%，
其他經濟體皆同步呈現衰退。其中以中國大幅萎

縮 6.8%影響最大、歐元區 -3.2%次之，日本則
是減少 2.0%。儘管近期隨著各地疫情逐漸趨緩，
不少國家開始逐步解除封鎖措施，不過在疫情尚
未完全受到控制，民眾消費信心仍無法迅速恢復，
製造業活動也因為全球需求疲弱與復工後企業擔
心是否再次出現疫情爆發，使得整體復工進度緩
慢，全球經濟何時落底、何時復甦充滿極大的不
確定性。

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可能衝擊與因應

(一 ) 對我國總體經濟影響與因應

為降低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各國不
斷加碼提高財政支出，並祭出空前寬鬆貨幣政策，
增加資金流動性，可謂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雙管
齊下，希望能穩住各國經濟基本盤，以避免陷入
供給與需求的惡性循環。為有效防治新冠肺炎疫
情，並減緩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我國於
2020 年 2月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明訂 600億元特別預算 (簡稱
「紓困 1.0」)。嗣後為因應疫情加上相關隔離等

表：主要預測機構對全球 GDP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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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措施，對台灣經濟影響主要反映在民眾消費
信心下滑，衝擊內需，以及部分生產斷鏈，加上
全球貿易需求驟然減少，不利我國商品出口動能。 

然而，至少就目前為上，我國疫情控制遠優
於各國，且未封城、未停工停產，整體經濟受疫
情衝擊相對輕微。根據主計總處 2020年 5月 28
日統計，我國2020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1.59%，
穩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亦優於中國大陸、美國等
主要國家。主計總處表示若考量目前紓困振興措
施，預估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1.67%。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擴散，今年 4
月我國公布特別條例修正案 (簡稱「紓困 2.0」)，
特別預算加碼至 2,100億元。再加上各部會的移
緩濟急與基金再加碼共 1,400億元，以及融資貸
款 7,000億元，合計達 1兆 500億元規模，用於
紓困 (如提供企業融資協助、營運補貼；提供勞工
貸款與失業協助；發放現金補助予勞工、弱勢族
群、家庭生計受困者 )與振興措施 (如規劃發放振
興抵用券；辦理人才培訓；協助企業升級轉型與
拓展商機 )，對穩定我國經濟提供關鍵助力。未來
若全世界疫情受到有效控制，則台灣必能捷足先
登、搶得商機。

(二 ) 對主要產業的衝擊影響與因應

由於國際疫情快速擴散，各國政府均積極採
取紓困和振興相關措施，無論是民眾的消費力道
減緩或是產業供應鏈的缺工、斷料之疑慮，皆對

國內各大業別造成短
期一定程度的影響。

依據經濟部國貿
局針對國內重要公協
會的訪談彙整，目前
疫情對我國各業別的
影響程度不一。除了
內需受消費需求影響
的產業，如零售、餐
飲與觀光旅遊面臨重
大衝擊外，外銷出口
產業的影響主要分為
三大部分，包括因需
求減緩造成訂單減少
或取消、供應鏈暫時
性復工不完全情況、
現金周轉不靈或金流
斷鏈等狀況。

在各業別影響部分，車輛、機械、電機電子、
醫材等業別主要衝擊，在於供應鏈的產線停擺、
原物料供應不足、訂單減少等問題。紡織業部分
則是受限於全球景氣下滑，消費意願下降，進而
影響品牌商下單意願。工具機主要應用在汽車和
航太產業，車市部分由於中國大陸復工狀況仍未
回復到疫情之前，且歐美疫情升溫，若引發大規
模失業，恐影響後續耐久財消費力道，進而影響
我國相關工具機的出口銷售。航太產業則是受到
國際各國限航停航，預期將會出現需求萎縮的情
況。

事實上，經濟部為因應此次疫情的影響，早
於今年 2月與 3月期間相繼召開廠商紓困需求的
座談會，以及時瞭解各產業業者的紓困需求。根
據業者的說明，在製造業的紓困需求方面，其共
通的需求大致上有二：一是為降低斷鏈、斷料風
險，希望政府簡化通關程序；二是為防企業資金
週轉不足被銀行抽根而倒閉的風險。首先，產業
供應鏈與中國較為密切的產業，有可能出現斷鏈、
斷料的風險，尤其整車業、自行車產業的風險可
能較高，另外台灣 PCB產業大約有 4~5成在中國
大陸加工生產，在大陸工廠的稼動率需要拉高、
備料庫存不足的情況，亦可能發生斷鏈的風險。
因此，希望政府可簡化通關程序，讓疫情期間發
生斷料、斷裂的風險降低。

再者，疫情讓全球海運量 (臨時抽單、減班 )
大幅下降，以及各國實施較嚴格的通關管制，國

隨著疫情稍緩，人們重新展開新的社交生活。圖為今年 5月在日本大阪的一家居酒屋，
顧客戴著塑料面罩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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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廠商對海外客戶預訂的交期違約風險大幅提高，
希望政府可協助與海運業者協調加開船班，降低
因疫情產生的訂單違約、或未來潛在訂單流失的
風險。

其次，在企業資金週轉方面，由於國內廠商
資金週轉的風險也普遍存在各產業的製造業廠商，
希望政府可提供低利融資貸款，並放寬中小企業
申請的條件，加快核貸的效率；另今年營所稅、
保留盈餘稅的部分是否有減稅或緩繳的措施，以
協助國內企業資金融通週轉。

在服務業的紓困需求方面，國內航空、旅宿
業者受到的衝擊最大，尤其國內航空業者大幅減
班，已有部分業者實施無薪假，希望政府可以加
快落實相關資金融通的紓困措施，資方則在不裁
員的前提下與工會協商。在旅宿業者方面，除了
希望可提供低利融資貸款來週轉營運資金，政府
可協助加強宣導國內旅遊的安全性，提升國人或
國際旅客對國內旅遊的信心，讓國內旅遊得以加
快復甦。基本上，以上業者的回應在此次紓困方
案中均已納入考量。

最後，在內需振興方面，國人期待已久的振
興券與國旅安心旅遊補助方案也已經出爐。對於
下半年國內內需消費需求與經濟成長的貢獻，將
有極大的助益。

結論

新冠肺炎疫情自爆發以來，國內外各機構對
全球主要各國或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的預估也不斷
進行下修調整，其中國外機構普遍較為悲觀。然
而，若以我國主計總處的預估，在紓困振興政策
得以落實的情況下，今年經濟成長不僅可保 1，並
可維持在 1.3%~1.8%的成長幅度，此與 IMF預
估的 -4%有相當大的落差。

截至目前，相對其他國家而言，台灣受到疫
情直接衝擊的程度較小，政府單位都已盡可能做
好因應措施，以降低相關產業所受到的衝擊。例
如經濟部提出即時紓困、調整機制、產業升級三
大方向的短中長期規劃，以及水電費的折扣優惠
等措施，以防止製造產業斷鏈或資金週轉不靈的
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部努力協調組成的
國家隊，在兩個禮拜內完成 60條口罩生產線，讓
口罩日產能達到千萬，確保口罩價格不被市場哄
抬，是目前穩定防疫物資價格的重要關鍵之一。

另外，疾管署即時性的滾動式配套措施，包
括對疫情的個案追蹤檢疫、掌控、資訊透明、口
罩實名制 2.0、機場防治與居家隔離，以及宣導
正確防疫觀念及作法，可避免民眾產生恐慌，影
響消費者信心及投資意願。交通部與政院協調針
對航空業者短期週轉金貸款、針對旅宿業者提出
10~20萬的補助措施等，有助於減緩航空業、旅
宿業者目前面臨的困境。

展望未來，中國雖已逐漸恢復復工步伐，稍
解短期斷鏈缺工的疑慮，然疫情已擴展至歐美國
家，且短期尚無減緩跡象，恐影響我國未來因美
歐消費力道趨緩所導致的後續產業鏈供應問題，
由於我國主要出口產品類別，中間財產品占比約 9
成，面臨國外因疫情導致需求不振情況，恐連動
影響我國出口力道與經濟榮衰。針對未來可能產
業影響變化，可持續追蹤歐美疫情的發展，如製
造業與非製造業的 PMI指標變化、失業人數或領
失業保險金的變化，及我國廠商接單狀況、國內
減班休息人數或大量解僱勞工通報等重要指標，
藉以即時掌握規劃疫情期間的因應措施。

另外，以產業結構調整之長期布局而言，面
臨美中貿易戰後全球供應鏈的移轉趨勢，再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經濟干擾，企業對於未來新
設廠址布局或將納入供應鏈風險分散的考量，以
避免因疫情導致大規模停工的情況重蹈覆轍。我
國應將此次新冠疫情危機視為轉機，加速產業升
級轉型的步伐，強化落實台商回台投資，積極未
來前瞻產業布局，培育高階研發及管理人才；在
供應鏈部分則以加速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工業
區，強化與新南向國家的連結，以加速我國產業
結構調整的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民生活與消費型態產生重
大改變，然而在病毒擴散及各項管制措施下，巨
量資料、AI等數位科技應對疫情的潛力急速爆發，
不僅可同時減緩疫情傳播、縮減防疫及封鎖政策
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將重塑未來新經濟、新世
代的可能樣貌。

因應疫情過後的新經濟模式，我國政府應跳
脫舊有框架，以前瞻與嶄新思維，推動後疫情時
代下的台灣經濟發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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