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院紓困方案追加預算 1 兆 500 億元度難關
據自由時報 4 月 2 日報導，肺炎疫情衝擊國內經濟產業，行政院在清
明連假首日召開臨時院會，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修正草案」，再追加 1,500 億元特別預算。

行政院公布規模 1 兆 500 億元紓困方案，包含原本的紓困振興特別預
算 600 億元，蔡英文總統所指示從「移緩濟急」與基金加碼 400 億元，以
及再從移緩濟急與基金加碼的 1,000 億元，加上央行、郵政儲金和各公營銀
行貸款額度 7,000 億元，還有這次追加的 1,500 億元特別預算。

蘇揆表示，全世界高達 190 個國家，每天增加 5、6 萬人確診，幸好台
灣守住第一關，但全世界的產業受到衝擊，政府特別準備 1 兆 500 億元救
台灣，幫大家度過難關。

台灣經貿消息
整理
馬
力

20

行政院政委龔明鑫表示，編列第一期特別預算時全世界的疫情非常
少，現在疫情擴大，歐美國家受傷嚴重，必須要有更前瞻的思維。他指
出，各國提出了大規模紓困方案，佔 GDP 二位數，我國 1 兆 500 億元約
佔 GDP5.6%。其中，整體特別預算約 2,100 億元，經濟部佔 37%、勞動部
24%、交通部 18%，此外，其他部會所提移緩濟急預算是 1,400 億元。美
國預估 4,700 萬人失業，非常嚴重，台灣必須超前部署，經濟部對服務業及
製造業約 66 萬名從業人員，將超前部署直接補貼。
在金融業補貼上，如果有中小企業需要貸款，7,000 億元貸款額度可讓
經濟持續保溫。衛福部特別預算有 365 億元，經濟部有 975 億元，振興措
施從 22 幾億加碼到 180 億元，另外還有水電上的補助。

龔明鑫提及，交通部針對觀光、陸運、海運及空運再加碼 275 億元；
農委會加碼 20 億元來協助農民困難；文化部加碼 30 幾億元協助藝文產業；
教育部再加碼 20 億元來補助運動賽事，科技部也提出 10 億元來補助。勞
動部方面也加碼編列 300 億元支持自營工作者，並開辦 500 億元勞工紓困
貸款。

紓困中小企 央行定向寬鬆 4 月上路
據經濟日報 3 月 25 日報導，肺炎疫情衝擊國內中小企業營運，中央銀
行史無前例透過銀行專案融通方式，對中小企業「受災戶」實施「定向寬
鬆」，對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一次釋出 2,000 億元紓困額度。

央行近日找來銀行與相關單位協商後，融通方案細節正式拍板，包括適
用期限為 4 月 1 日起至明年 3 月 27 日，有別於銀行對一般企業放貸，央行
透過銀行注資中小企業的專案融通期限 360 天，屬於「救急」措施。
央行指出，國內中小企業近 147 萬家，其中 5 成至 6 成依賴銀行借款，
受疫情衝擊，銀行基於風險考量，對信用品質較弱的中小企業，放款態度審
慎，若中小企業周轉融資受限，可能陷入財務困境。
央行統計顯示，易受「斷鏈」影響的電子零組件業，中小企業家數比重

央行破天荒提供的專案轉融通方案，性質
上有點類似「定向寬鬆」，並非全面對市場放
錢，而是鎖定受疫情衝擊的中小企業進行融資。
央行也讓銀行放心， 專案融通給銀行的利率為
0.25%，這一筆錢不必由銀行出，銀行不必擔心
又增加放貸風險。

央行提供的專案融通條件分成兩種，包括由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 9 成以上信用保證的
新承作貸款，額度最高 200 萬元，利率不超過
1%；另一種是由銀行徵提擔保品的新承作貸款，
額度最高 600 萬元，利率不超過 1.5%，且銀行
承作央行專案貸款可搭配政府相關紓困振興貸款
措施。

央行業務局長陳一端指出，近期國內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衝擊，部分產業發生經營困

難，尤其中小企業可能面臨融資受限而加重經營
困境，並衝擊就業市場。為協助企業正常營運，
央行理事會決議通過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
融通方案，以降低疫情對中小企業的衝擊。該方
案 4 月 1 日生效，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如有營
運周轉需求，可向銀行洽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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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83.7%，另外，住宿及餐飲業幾乎全是中小
企業，央行提供 2,000 億元的銀行專案融通，就
是為了協助紓解中小企業的經營困境。

全球經濟前景急遽惡化
央行射「抗疫」三箭
據經濟日報 3 月 30 日報導，中央銀行總裁
楊金龍指出，鑑於肺炎疫情蔓延導致全球經濟前
景急遽惡化，央行採行三項預防性措施，包括降
圖／行政院

4 月 2 日，行政院長蘇貞昌率各部會首長親自說明
第二階段紓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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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 碼、提供 2,000 億元銀行專案融通，協助紓
解中小企業經營困境、維持市場資金寬鬆，必要
時可進行擴大附買回操作。

楊金龍指出，因應肺炎疫情，央行已宣布降
息 1 碼，央行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
期融通利率各調降 0.25 個百分點，分別由年息
1.375%、1.75% 及 3.625% 調 整 為 1.125%、
1.5% 及 3.375%，自 3 月 20 日起實施。
其次，央行提供 2,000 億元銀行專案融通，
協助紓解中小企業經營困境。

第三，因應疫情發展，央行維持市場資金寬
鬆，必要時可進行擴大附買回操作。

楊金龍強調，央行將持續關注肺炎疫情發
展、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及其對國內外經濟
金融的影響。若有必要時，央行將召開常務理事
會或臨時理事會，妥適運用貨幣政策工具，以達
成央行法定職責。

1988 紓困專線正式上線
1 週 7 天不休息
據自由時報 3 月 27 日報導，經濟部表示，
鑒於各項紓困振興之措施散落於經濟部、交通
部、農委會、文化部、衛福部、客委會、原民會
等相關部會，行政院也視疫情發展提出相關加碼
措施，為利企業或民眾掌握相關訊息，行政院指
示經濟部成立 1988 紓困振興專線，提供民眾及
企業專線諮詢服務。

該專線為免付費專線，民眾或企業可以手機
或市話直接撥打 1988，即可接通客服專員，提供
各部會紓困振興措施諮詢服務，並可協助轉接各
部會業務專責窗口。

經濟部也表示，1988 初期配置 30 席電話客
服、10 席文字客服、亦提供英文服務，服務時
間為每日 8:30 到 18:30，週一至週日均可撥打。
此外，經濟部網站紓困振興專區亦可連結智能客
服，該智能客服已收錄民眾常見問答，可提供 24
小時線上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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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設備需求熱
經濟部：有望減緩疫情衝擊
據中央社 3 月 27 日報導，肺炎疫情重創經
濟，不過同時加速普及遠距工作、線上學習等
科技應用，經濟部表示，將帶動網路設備、雲
端伺服器及筆記型電腦需求，有望減緩對台灣
經濟衝擊。

經濟部統計處今天發布當前經濟情勢概況，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不利全球經濟
表現。展望未來，終端需求下滑，也將限縮台灣
生產及出口動能。不過，疫情加速普及遠距工作、
線上學習與網路消費，將帶動網路設備、雲端伺
服器及筆記型電腦等需求，有望減緩對台灣經濟
衝擊。
根據 IHS Markit 3 月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
濟成長 0.7%，較 2 月下修 1.8 個百分點，其中，
美國、歐元區、中國分別下調至 -0.2%、-1.5%
以及 3.9%。

進 一 步 觀 察 亞 洲 四 小 龍，IHS Markit 預 測
台灣經濟成長率為 1%，居四小龍之首，但相
較 2 月份預測下修 1.1 個百分點，其次則是韓國
0.2%，新加坡為 -1%，香港以 -3% 居末。

肺炎疫情蔓延，經濟前景不明，經濟部統計
處表示，民間消費已受到疫情影響，民眾減少外
出消費、聚會等活動，壓縮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成長力道，導致前 2 月營業額僅增 0.5%，餐飲
業更創下近 17 年同期最低增幅。不過，受惠於
5G 基礎建設、高效能運算等新興科技應用擴增，
與台商回流持續擴廠。台灣今年前 2 月出口、製
造業生產分別年增 6.3%、8.3%，表現優於其他
國家，但隨著肺炎疫情擴大，恐限縮台灣上半年
出口成長空間。

國艦國造、離岸風電政策
船舶業產值增幅衝高
據中央社 3 月 16 日報導，受惠於國艦國造
及離岸風電政策，去年台灣的船舶製造業產值達
新台幣 271 億元，年增 25.2%，增幅為 2008 年
以來新高。

經濟部指出，台灣的船舶製造業產值在 2006
年時突破 300 億元，2008 年時受惠於新興亞洲
國家經濟成長與運輸需求擴增，產值攀升至歷史
高峰，達 491 億元。不過受到金融風暴衝擊後，
每年大致維持在 350 億元上下。

在 2016 年到 2017 年間，因航運市場景氣
低迷，貨船需求下滑，連續 2 年負成長。然而，
2018 年因政府積極推動潛艦國造，加上遊艇外銷
接單暢旺，年增率由負轉正，2019 年產值更回升
至 271 億元，年增 25.2%，增幅為 2008 年以來
新高。

進一步進行產品分析，貨櫃船及其他船舶產
值占約 7 成，2019 年受惠國艦國造專案與風力
發電工作船訂單挹注，產值達 198 億元，年增
35.2%，為船舶業成長的主要貢獻來源；遊艇產
值居次，由於近年廠商加強上下游供應鏈整合，

並朝高附加價值與客製化產品發展，加上積極拓
展外銷市場，2019 年產值 64 億元，為 2010 年
以來新高，年增 9.4%。

經濟部指出，台灣的遊艇製造以外銷為主，
2019 年的出口值達 2.3 億美元，占整體船舶出
口值的 57%，年增 38.0%，表現亮麗。由於廠
商積極投入研發製造，提高產品品質深獲市場肯
定，已與美國簽訂長期合約，出口美國占 68.7%
居首，澳大利亞占 13.8% 次之，義大利占 3.7%，
日本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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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製造業是台灣重要的傳統產業，包含貨
櫃船、貨船、大小型機動遊艇、漁船、工作船及
其他船舶，均為主要產品。

知 名 遊 艇 雜 誌 Boat International 統 計， 去
年世界各國的大型遊艇訂單總長度排名，義大利
以 14,374 公尺居首位，其後依序為荷蘭、土耳
其、英國及德國，台灣以 1,852 公尺排名全球第
6，居亞洲第一。另在去年全球遊艇接單前 20
強廠商中，國內的東哥企業與嘉鴻遊艇分別排名
全球第 7 與第 9，顯見台灣遊艇製造實力受國際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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