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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台灣政治衝突與經濟成長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分析台灣藍綠雙方政治現況與分析，並將近年來台灣經濟成

長的現況，利用相關期刊評論與官方公布之資料，深入分析探討台灣之政

治與經濟現況。經分析後發現，在政治方面，台灣目前政治現況主要仍是

朝小野大的情形，導致行政權無法放手一博，形成行政與立法部門之僵

局，以及朝野政黨之間的對立，導致施政困難。而在經濟方面，台灣自從

國民政府來台後，經歷經濟恢復期、農工發展時期、出口導向與經濟發展

時期，到現在面臨的經濟轉型時期，近期並歷經亞洲金融風暴、921 大地

震、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以

及經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等之事件影響後，經濟現況已逐

漸恢復穩定。但不可忽視的是，仍是國內政治情勢的演變，未來將可能影

響台灣的重要經濟貿易政策，當然這也將是帶領台灣經濟政策走向的一個

未知數的可能因素。 

第一節、台灣政治衝突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在目的在於研究分析台灣地區近年來的政治現況，本文就台

灣自 1971 年至 2005 年之政治大事整理如表 3。由表 3 可以得知，1970 至

1980 年代，政治上可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但也維持了一個相當穩定

的政治局面。1971 年，中華民國正式退出了聯合國，政府發起愛國運動。

1972 年蔣中正與嚴家淦先生分別當選第五屆總統與副總統。而 1975 年蔣

中正去世，由嚴家淦接任總統。1976 年發生了王幸男先生以國語辭典製作

成炸彈郵包從美國寄給謝東閔、李煥與黃杰，謝東閔在拆封時被炸斷手臂

而李煥則被炸傷手指，造成社會不小的轟動，此時黨外運動已在萌芽。 

1978 年後黨外活動更加頻繁。1979 年黨外人士黃信介等人創辦美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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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71 至 2005 年重大政治事件列表 

年 重要記事 

1971 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 

1972 蔣介石當選第五屆總統、副總統為嚴家淦。 

1975 蔣介石去世，由嚴家淦升任總統。 

1976 王幸男郵包炸彈事件。 

1978 蔣經國當選第六屆總統、副總統為謝東閔 。 

1979 黃信介等創辦美麗島雜誌 （8 月） ，高雄美麗島事件，反對

人士有多人被捕（12/10）。 

1980 林義雄滅門血案 （2/28）。 

1984 蔣經國連任第七屆總統 （3/21）、副總統為李登輝 （3/22）。

1986 民主進步黨成立 （9/28）。 

1987 戒嚴令解除，施行國家安全法 （7/15）。 

1988 報禁解除 （1/1）。蔣經國去世，由李登輝升任總統 （1/13）。

1989 鄭南榕自焚身亡 （4/7）。 

1991 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廢止，結束動員戡亂時期（05/01）。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 （12/19）。 

1993 宋楚瑜當首任民選台灣省主席 （2/27）。 

1996 第一屆直接民選總統，由李登輝當選 （3/23）。 

1997 國民大會決議廢省 （7/18）。 

1998 馬英九當選台北市長，陳水扁落選（12/5） 

1999 李登輝發表兩國論 （7/9）。 

2000 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呂秀蓮為首位女性副總統（3/18）。 

2004 總統選舉前夕台灣史上第一次元首槍擊事件（3/19），陳水扁當

選連任（3/20）。 

2005 縣市長三合一選舉，執政黨僅拿下 6 席縣市長席次（12/3）。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列表，（）內為：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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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雜誌，後來政府加以大力鎮壓，是為「高雄美麗島事件」，反對人士有

多人被捕。1980 年林義雄家宅發生滅門血案，6至今仍深深烙印在被害家

屬心中。由以上時事之歷程，可以知道這些國民黨外人士，在積極爭取台

灣自由與民主的同時，需要花費多少代價與鮮血。 

1980 年代之後，台灣政治的民主可謂開始啟蒙，台灣第一個反對黨－

民主進步黨在 1986 年成立，民主自此向前邁進一大步，而後 1987 年台灣

解除戒嚴，積極深化台灣的民主。1992 年舉行第 2 屆立法委員選舉，結束

了一直被人詬病的「萬年國會」。1996 年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讓人民有

直接決定國家最高領導人的權利，更是台灣民主化最重要的一大步。2000

年總統大選，政權和平轉移更是國際間的重大新聞。2004 年第十一任的總

統大選，發生台灣史上第一次國家元首遭槍擊事件，使台灣的民主出現疑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93.1

1994.1

1995.1

1996

1997.1

1998.1

2000

2001.1

2002.1

2004

2004.1

2005.1

年.月

泛藍 泛綠 其他
 

圖 3、1993 年至 2005 年台灣泛藍、泛綠及其他勢力得票比率折線圖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6 1980 年 2 月 28 日中午，當時已被羈押的美麗島事件相關當事人，省議員林義雄位在台北市信

義路三段三十一巷十六號的家中，發生了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林義雄六十歲的母親林游阿妹女

士與兩個六歲大的雙胞胎女兒亮勻、亭勻祖孫三人，被利刃刺殺身亡。九歲大的長女林奐勻身中

六刀送醫急救，生命垂危。這件慘絕人寰的血案，儘管一時間事實真相還未能查明，但是在政府

對美麗島事件大規模嚴厲鎮壓的當時發生這樣的慘案，全體國人也都感同身受，舉國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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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這多二十多年來台灣的民主化腳步是快速而激烈

的，而 2004 年的總統選舉激烈的競爭與當選爭議，也為台灣鞏固民主的

進程，出現了一些隱憂。本文以 1993 年至 2005 年的選舉情形，來分析台

灣政治現況，如圖 3 所示。 

在圖 3 中，本文依政治理念與政黨傾向將台灣政黨分為「泛藍」與「泛

綠」兩大陣營，7不屬於藍綠陣營者皆歸類為其他。可以發現，無論是「泛

藍」、「泛綠」或是「其他」，選舉得票狀況皆呈現不穩定起伏狀態。就泛

藍而言，在 1993 年省、縣市長選舉得票率為 50.39％，最高得票率出現在

1996 年第一次民選總統之得票率 66.17%，而得票率最低出現在 2000 年總

統選舉，僅獲得 23.23％的民意支持。 

而就泛綠來說，1993 年得票率為 41.16％，之後的幾次選舉得票率皆

在下滑，而在 1997 年的縣市長選舉中得票率大幅成長至 43.36％，至 2004

年總統大選獲得最高得票率 50.11％。然而，應該注意的是 2004 年底之立

法委員選舉與 2005 年縣市長選舉，似乎無法延續 2004 年的選舉氣勢，一

路下滑至 43.08％。至於不屬於藍綠之「其他」陣營，除了 2000 年總統大

選出現 39.3％的得票率外，其餘大多介於在 4％至 14％之得票率之間。 

經過簡單分析之後，不難發現大致上在 2000 年以前，藍綠雙方得票

率大約都是藍多於綠，且雙方差距較大，而在 2000 年之後，雖然仍保持

藍多於綠的情形，但藍綠之間差距已經明顯減小。另外，可以發現在 2000

年的總統選舉中，「泛綠」得票率首次領先「泛藍」，讓民進黨第一次成為

執政黨，由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也出現了台灣史上第一位女

                                                 
7 「泛藍」，指的是不主張台獨，且以中華民國為台灣地區唯一國號，主張台灣應遵循民國 38 年

國民黨撤退來台時所已實行的三民主義為基礎憲法體制。一般而言，「泛藍」指的是較支持國民

黨所持的政治主張的政黨、社會人士或團體，如新黨、親民黨。而泛「綠」一詞中的「綠」，指

的是主張台灣應該擺脫一中的迷思、走向國際，成為一個以台灣為國號的獨立國家，這個主張是

由民主進步黨所提倡的，因為民進黨的旗幟是綠色，因此被媒體簡稱為「綠」軍。「泛綠」指的

是較支持民進黨所持的政治主張的政黨、社會人士或團體，如台灣團結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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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副總統呂秀蓮，這更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輪替。 

2000 年，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當時卻是只佔有三分之一立法委員席次

的執政黨。2001 年，經濟成長率創下新低和失業率創下新高，不僅使政府

首長的施政滿意度偏低，同時也讓民進黨在 2001 年底選舉結果，難以承

續 2000 年總統勝選時期的氣勢，導致 2001 年立委席次難有重大的突破，

在野政黨當時並批評新政府之作為是『經濟指標向下沈淪，痛苦指數向上

攀升』。 

長久以來，兩岸議題一直是雙方陣營的主要歧見之一。而 2000 年總

統選舉，新政府上台後更是明顯，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對「兩岸關係」在

立場上的調整，雖然一度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並表示「統

一不是兩岸唯一的選擇」，甚至到了 2000 年 9 月，更明白宣示「民進黨亦

不排除統一」，顯示民進黨政府不斷在調整政策，以順應民意。雖然如此，

藍綠雙方在兩岸政策上壁壘分明之情形下，政治僵局依然難以打破。因

此，統獨與兩岸問題如能在藍綠雙方取得一個共識，一致對外，政治衝突

現象應可獲得些許紓解。 

2004 年，陳水扁連任總統，當然此次選前槍擊案的發生，又造成了另

一波的政治風暴，朝野仍然爭論不休，虛耗許多社會成本。後續在 2004

年底之立委選舉結果，僅獲得 43.51%的民意支持（較泛藍 46.85%為低），

使泛綠無法當選更多的立委席次，導致泛藍席次仍然過半。以席次來說，

泛藍可掌握席次約為 114 席，執政之泛綠僅 101 席，顯示政務推展仍是困

難重重。 

2005 年，第十五屆縣市長三合一選舉，席次出現重大變化，原本縣市

長藍綠席次相近，而此次選舉結果，泛藍獲得 17 席之縣市長，執政之泛

綠拿下 6 席。經觀察本次選舉選舉數據，縣市長、鄉鎮市長、縣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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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均為「藍多於綠」的情勢。有趣的是，選後有關責任歸屬的民調顯示，

竟有 45%受訪者認為陳水扁總統應負最大責任。8同時，對陳水扁總統的

滿意度，也創下他就任總統近六年來的最新低點。此次選舉，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立即為敗選負責而請辭，但一般認為他真正應該為此次敗選負責的

人卻很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訪的選民有將近五成對於認為「中央執

政政績不佳」，可見行政院長謝長廷應對敗選也應有其責任。9民進黨的施

政表現，不僅可從本次選舉所分析發現，亦可從目前的台灣經濟成長與兩

岸關係中看出有哪些變化。另外，本次選舉期間出現的政府官員廉節的疑

慮，也都構成選民對民進黨施政的評價變化的一部分，這些涉嫌不法案件

的出現，可能也造成許多選民將選票投向國民黨的一股力量。 

在 2005 年底縣市長選舉後，執政黨更換行政院長為蘇貞昌，其所面

臨的問題，其一是少數政府之困境，另外就是行政院院長憲政定位的困

境。10周育仁（2006）並認為在這兩種困境下，無論由誰組閣，皆難以獲

得立法院多數在野黨之支持。行政院在左有總統，右有立法院多數黨的情

況下，蘇院長之施政必陷入僵局。蕭新煌（2006）認為蘇揆應以「能幹的

CEO」自許，努力於內政成績，尤其是在「廉潔政府」目標，更是蘇院長

最應該著力的目標和表現。至於朝野之關係，未來仍可能有「解結」的機

會。趙永茂（2006）則期許其應作為一個「做事的團隊」，才能讓台灣愈

來愈好，社會愈來愈安定，人民愈來愈快樂。並期許蘇內閣，實事求是，

拋卻藍綠意識形態之爭，尋求朝野和解，營造政策共識。並請新內閣在面

對重大議案時，能依秉持依法處理之原則，與在野政黨誠意溝通，進行協

調，化解歧見，尋求共識，當能改善朝野關係，而使行政部門之政務藉此

                                                 
8 參閱《中國時報》2005 年 12 月 4 日民意調查結果，45%受訪者認為陳水扁總統應負最大責任。

認為行政院長應負責者為 3%，認為民進黨黨主席應負責者僅 2%。 
9 參閱周陽山（2005），「三合一大選選舉結果的整體分析」，《臺灣民主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頁 127-34。 
10 參閱周育仁（2006），「新內閣之困境與挑戰」，《臺灣民主季刊》，第三卷，第一期，頁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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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順利推展。11

綜上所述，台灣近年來經由選舉層次逐漸提高，言論尺度的放寬，集

會結社限制解除，增加了政治參與的管道，也擴大了政治自由的範圍，使

得台灣的政治體系朝自由化邁進，人民有更多政治權利。再加上台灣原有

威權體制受到衝擊，如此更使台灣不僅政治自由化、政黨制度化，並逐漸

邁入政治多元化，顯示了台灣目前正朝向真正民主的多元體系為目標，政

治民主發展將更為落實。 

台灣目前政治現況主要仍存在朝小野大的情形，導致行政權施政亦存

有許多困難。有鑑於此，未來如軍購案、立委選區劃分案等，如此可能導

致朝野政黨對立，而影響行政與立法關係之重大議案，應儘量避免因渠等

議案之爭議，形成行政與立法部門之僵局以及朝野政黨之間的對立，導致

施政困難。而政府也需要深切檢討，為何始終無法在人民心中獲得多數人

民用選票來認同，人民無法支持政府的施政，以及無法建立人民心目中的

有能力的政府。 

 

 

 

 

 

 

 

 
                                                 
11 參閱趙永茂（2006），「新內閣與朝野互動之展望－兼談未來憲政改革等問題」，《臺灣民主季

刊》，第三卷，第一期，頁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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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台灣經濟成長現況分析 

    台灣四面環海，屬於海島型之經濟，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為求經濟的

發展，對外貿易一向是維持經濟命脈的主要途徑。在過去 40 年來，亞洲

四小龍（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不但在經濟上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國際上亦被稱為亞洲奇蹟，而在台灣，更是國際上津津樂道之台灣經濟奇

蹟。隨著亞洲四小龍的快速發展，東南亞與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也是相當

快速，特別是中國大陸經濟體系轉型成功，被稱為社會主義轉型的模範或

「中國模式」。也就是說，台灣在過去 40 年之發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想模

仿的經濟模式，而中國大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成功的模範。12  

台灣在 1950 與 1960 年代因受國際經濟景氣影響，台灣適時採取出口

擴張策略，因而取得發展機會，奠定台灣的經濟基礎。1980 年代台灣以每

年二位數成長的經濟成長率，如圖 4 所示，為 1952 年至 2005 年台灣歷年

經濟成長率折線圖。分析後可發現，在 1980 年代，除了 1974 年爆發能源

危機，導致台灣經濟成長由 1973 年的 12.88%降至 1.38%。而在國際能源

危機過後，經濟成長馬上又回到二位數，並快速成長至 13.96%，足以顯現

台灣的經濟復原能力。1990 年代後經濟成長線漸漸趨緩，而 2000 年台灣

政黨輪替後，2001 年台灣經濟成長首次出現負成長，雖然在 2002 年成長

狀況稍微恢復，但已難以維持經濟成長在 5%以上的榮景。 

另外，回顧近年來影響台灣經濟之重大事件發現，1997 年發生亞洲金

融風暴，亞洲國家受金融風暴影響甚深，但相較之下，台灣影響已是較為

輕微。1999 年台灣發生 921 大地震，造成台灣地區上千人死亡，也喚醒台

灣人民對於防災之觀念。2001 年 9 月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台灣股

市下跌至 3411 新低點。2002 年元月，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12 參閱李誠（2000）主編，《亞洲金融風暴對兩岸經貿關係的影響》，第一章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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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歷年經濟成長率折線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WTO），13與中國大陸同為會員國，但加入WTO後，卻因而衝擊台灣的

金融業、農業與酒類市場。2003 年 2 月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SARS）
14爆發，一度嚴重衝擊台灣經濟與觀光。 

台灣早期除了進口替代產業外，餘多以出口擴張作為產業發展之政策

基礎，所生產產品亦多朝向國際外貿出口，藉此擴大經濟之規模，創造貿

易之利潤。而在面向國際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面對國內投資環境轉變，生

產之工資與廠房土地價格的大幅上揚，加上環保意識抬頭，更增加了製造

業之生產成本，逐漸喪失國內產業之國際競爭力。以下本文自 1949 年以

                                                 
13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總部設於日內瓦，於 1995 年成立，

由 148 個國家所組成，是一個獨立於聯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亦為當今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

織，涵括了全球 90%的貿易額。透過與聯合國及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行（World Bank）、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Organization）等的密切合作，

WTO 已經成為國際經貿體系的總樞紐，至 2005 年底已有 149 個會員國。 
14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3
年 3 月 15 日新公布的名稱，是一種急性的呼吸系統感染，在這之前稱非典型肺炎。此事件開始

於 2003 年 2 月 26 日越南河內的一位美國商人發病就醫，後來送香港治療後死亡。之後在香港、

越南陸續出現非典型肺炎合併有呼吸道衰竭案例。感染特點為發生瀰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因較

過去所知病毒、細菌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嚴重，因此取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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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將臺灣經濟發展概略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經濟恢復時期（1949－1953

年）、農工發展時期（1953－1960 年）、出口導向與經濟發展時期（1960

－1986 年）及經濟轉型時期（1986 年至今），本節將先概述各期之經濟情

況後，置重點分析 1986 年至今，經濟轉型時期的經濟現況分析： 

一、經濟恢復時期（1949-1953 年）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來台，當時台灣工業與農業生產幾乎為停頓狀態，

而軍事支出約佔財政總支出的一半。為了振興台灣經濟，政府採取了許多

穩定社會和恢復經濟的政策與措施。1949 年推動「三七五減租」， 1952

年實施「公地放領」，1953 年實行「耕者有其田」，並積極推動農業教育、

品種改良、興建水利等相關措施。使農業快速成長，生產盈餘轉向工業部

門，帶動工業投資。、進行幣制改革幣制改革（1949 年 6 月）並穩定匯率、

加強外匯管理管制，並發展電力、肥料及紡織等基礎工業，使台灣經濟開

始復甦。此外，美國從 1950 年下半年起，對台實施經濟援助，投入大量

資金，利用金援幫助台灣恢復經濟。因此至 1953 年，此期間台灣經濟恢

復相當快速。 

二、以農養工發展時期（1952-1960 年）  

  此時期臺灣經濟，基本上以農業發展為主，此階段台灣勞動力過剩，

對外貿易和國際收支逆差較為嚴重，台灣民眾因收入較低而無力消費進口

工業產品。此時期政府以穩定中求發展為主要政策，施政方針導向以農業

培養工業，而以工業發展農業。在經濟恢復時期之土地改革促進了農業勞

動生產率提高，農產品及相關加工品佔總出口的比重相當高，1957 年高達

71.5%。在工業方面，政策重心放在低資金需求、低技術要求的民生工業

上，以內需生產替代進口，漸漸提昇消費水準。另一方面，節省外匯支出，

政府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減輕台灣失業壓力。本時期主要以糖、茶、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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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等農副產品加工業，以及水泥、玻璃、化肥、木製品、紡織、造紙、麵

粉、塑料及製品、自行車、人造纖維、縫紉機與家用電器等進口替代工業，

以穩定國內經濟，奠定未來經濟發展之雄厚基礎。  

三、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時期（1960-1986 年）  

  此二十多年間，由於臺灣本地市場有限，以農養工發展時期所建立之

進口替代工業的產品市場已趨於飽和。此時臺灣政策分析當時產品將走向

國際分工，利用國際比較利益下之低廉工資，全力發展加工出口工業，以

出口帶動經濟發展，並陸續制定促進出口的政策與措施，例如進行外匯貿

易的改革，實施“獎勵投資條例”，並鼓勵民間儲蓄，進而對外銷廠商實行

稅收和融資的優惠，廣設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倉庫等相關配套優惠措施。此

時期最重要的就是吸引外資投資，此舉對臺灣出口擴張與工業化建立基

礎，台灣之民間企業從進口替代轉向為出口產業，因此，本時期出口成為

經濟成長的主力。臺灣從日本進口生產原料，再向美國出口工業產品，如

此便形成了生產依賴日本、市場依賴美國之三角貿易關係，也因此為加速

了臺灣的工業化進程。 

以 1963 至 1973 年間，依據經濟部統計，工業產業年成長率高達

18.3%，其中製造業的年成長率更高達 20.1%，工業之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

的比重由 1960 年的 26.9%到 1973 年增加至 43.8%；而出口貿易額中工業

產品的比重由 1960 年的 32.3% 到 1973 年增加至的 84.6%。因此，本時期

為臺灣工業建立起了一個以出口加工區為為核心，以紡織與家電等加工工

業為產業支柱，進而帶動了台灣經濟的發展。 

四、經濟轉型時期（1986 年至今）  

  1980 年代以後，由於國際與臺灣經濟環境發生較劇烈之變化，使新臺

幣匯率大幅升值，結果帶動工資也隨之大幅上漲，台灣勞動力開始出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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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之情形，前一時期所建立起之勞動密集加工出口工業，已逐漸喪失其比

較利益與優勢，此時民間投資意願開始低落，經濟發展較前一時期亦較為

趨緩。因此，臺灣於 1986 年提出自由化、國際化與制度化之經濟轉型，

健全完善的市場導向經濟之機制，並積極促進產業升級，拓展除美國以外

的國際貿易市場，本時期產業以通訊、資訊、半導體、消費電子、自動化

精密器械、航太、特殊化學及製藥、醫療保健及污染防治等新興產業為主

要發展之產業。此時期經過約十年的經濟轉型後，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方

面具有相當之成果，間接加速促進產業升級。 

此時期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佔製造業的比重增加至 61.5%，其中

資訊產業更是世界首屈一指。對外市場的重心也逐漸從歐美地區轉向亞洲

地區，對美國出口比重由 1984 年的 48.8%降到 1995 年的 23.7%，而對亞

洲的出口比重則由 1988 年的 32.8%提升至 1995 年的 52.6%。出口產品結

構中，電子、資訊、機械、電機和運輸工具產品已佔總出口 50%以上，對

外投資在此時期亦有大幅度增長。 

    1997 年發生亞洲金融風暴，主要由泰國所開始蔓延，台灣亦受此風暴

之影響。發生之原因，主要在國際資金大量湧入東南亞之際，泰國中央銀

行改採浮動匯率制度，此舉使得高估的泰銖匯價重貶，再加上政府對金融

機構的監督與管理不周，銀行欠缺風險管理知識與經驗，自此之後外資流

出。此波貶值風暴也波及臺灣、新加坡和香港三個地區，但由於經濟體質

較健全，受害程度亦相對較輕。同年 11 月，南韓也遭受此波金融風暴衝擊，

損失慘重，也使金融風暴蔓延到東北亞地區。 

  此波金融風暴對亞洲國家的影響非常大，幾乎所有國家都有受到坡

及，只是影響程度不同。這波金融風暴，使亞洲地區各國幣值大幅貶值，

並造成股市崩潰以及經濟成長倒退，亞洲各國失業率直線上升，其中，以

南韓與泰國、印尼的情形最嚴重。而臺灣在此次金融風暴侵襲亞洲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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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波及，但較為輕微，除了金融業受風暴影響較為明顯外，對東南亞地

區的進出口貿易也有減少之跡象。此次風暴影響不只在亞洲國家，更影響

全球經濟成長，因此，我國對外貿易成長亦因此同步減緩。 

  臺灣與中國大陸在次此金融風暴下，經濟受害程度已經相對較淺。

1998 年雖然金融風暴較為平息，但對臺灣經濟的衝擊給我們帶來許多警

惕。台灣在未來的財政與經濟政策上，對內應積極推動國際化和自由化，

加強金融管理與監理，並記取東亞國家失敗之教訓；對外應積極尋求國際

間的合作，建立互信機制，並提供相互緊急資金之支援，進而防止危機蔓

延，加強警覺才能及早發現潛在性的問題，如此一來，才能真正顯示臺灣

經濟的韌性和實力。 

    1999 年 9 月 21 日發生台灣近百年來最嚴重的一次地震，影響台灣經

濟甚鉅。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造成台灣 2,479 人死亡與 1,441 人重傷。

其中，以台中縣與南投縣受創最為嚴重。此次地震，正值亞洲金融風暴之

後，國內經濟正穩健復甦之際，因此，影響層面相當廣泛且嚴重，許多生

產設施、設備、用料與房舍等皆嚴重受損，因而減緩台灣經濟復甦力。除

了直接造成人命財產、公共設施及廠房設備材料之損失外，也因接連的

停、限電，導致生產停頓和遲延，服務業亦因此無法順利提供勞務，皆造

成總體經濟生產面極大的衝擊。另外，災區民眾財產損，自然對消費、娛

樂及旅遊等產業皆構成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台灣發生此次大地震，可說是

近年影響台灣最重大經濟事件之一。 

    921 大地震對總體經濟之影響。依據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重要經濟數

據，1999 年第 1 季起，亞洲金融風暴剛過，國內經濟開始明顯復甦，經濟

成長率恢復至 4.75％，明顯較 1998 年第 4 季的 3.31％為高；1999 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更成長至 6.72％。第 3 季後，即受「921」震災以及停、限

電影響，經濟成長率下降至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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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年，國際上發生影響台灣經濟之重大事件，即為 911 恐怖攻擊事

件，給紐約市造成巨大的災難，而對美國經濟影響亦相當大。因紐約是美

國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的金融中心之一，尤其台灣對美國之經濟依賴，

對台灣經濟相對具有不利之影響。 

台灣於 2002 年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同意開放銀行業與觀光業

等服務業。對兩岸的金融服務業造成不小的衝擊，而台灣的其他產業（如

農業）也面臨諸多衝擊與挑戰，但仍以金融服務業所受的衝擊為鉅。兩岸

銀行業的經營，亦面臨外國銀行激烈的競爭，但就長期來看，兩岸金融業

的經營，也將隨著加入 WTO 後面臨外來競爭而促進產業升級，進而加速

金融市場的現代化，有效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繼續推動金融業改革並提

高產業競爭力。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評估，入會後 6 年內，我國

GDP 平均每年將增加 0.64％；出口將增加 0.93％；進口增加 1.08％；貿易

順差將減少 0.55％；五年間整體福利增加 89 億美元。 

    台灣加入WTO除了對金融服務業造成不小的衝擊外，對農業的影響也

非常大，根據估計，估計入會第一年（2002 年）農漁牧業總產值將減少約

247 億元（6.8％），其中農作物減少 118 億元（7.1％），畜產減少 87 億元

（8.1％），漁產減少 42 億元（4.6％）。至 2004 年農業產值將減少 385 億

元（10.6％），其中農作物減少 168 億元（10.2％），畜產減少 146 億元（13.6

％），漁產減少 71 億元（7.8％）。15台灣於面對這些衝擊時，除了應積極

研訂農作物畜產、漁產和園藝產業等事業，調整與品質提昇策略外，更應

加強農畜產品藥物與衛生檢驗，必須建立自有品牌，以增強國內消費者對

本國農產品之信心。 

    此外在 2003 年，發生最重大影響國際事件，莫過於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SARS疫情在亞洲地區肆虐所造成的影響是前所未見的，

                                                 
15參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我國加入WTO後對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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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也將之視為自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以來最大的經濟危機。從經

濟發展的層面來看，SARS疫情如不能有效予以控制，台灣經濟所受到的

影響將極為深遠。遠東經濟評論曾針對東亞各國SARS疫情付出經濟代價

做出評估，大陸經濟代價約為 22 億美元，香港 17 億美元，新加坡 9 億 5,000

萬美元，台灣為 8 億 2,000 萬美元。雖然這個估雖然與WHO16估計全球整

體損失約 300 億美元有些落差，但是，SARS疫情對台灣與大陸等地區所

產生的負面經濟衝擊效應，確實是相當嚴重的。  

    SARS 疫情爆發，對台灣產業的首當其衝主要是旅遊業、餐飲業、旅

館業。依據台灣觀光協會所做的調查顯示，國外來台觀光旅客，歐美旅客

減少 90%，亞洲地區旅客亦有 75%至 80%取消來台行程。SARS 疫情也對

出口產生立即之影響，尤其是大陸及香港市場，主要的原因仍在於香港及

大陸均為 SARS 疫情最嚴重地區。在台灣有許多原本要前往大陸之訂單，

受到 SARS 疫情的影響，紛紛移轉他區或延遲下單，均深深影響台灣對大

陸之設備、零件、半成品、機械用具及工業原料的供應。 

    近年來在全球化體系之下，SARS 等事件的國際影響說明了，事件所

造成的經濟傷害已不會僅侷限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裏。WTO 報告指出，SARS

疫情爆發首當其衝的雖然是東亞地區，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其他地區也

將受到不利的影響。SARS 疫情，以最嚴重的大陸地區來說，爆發的疫情

就深深影響大陸貨品的進出口表現，當然因此也連帶影響了今年全球貨品

貿易的成長情況。 

    綜上所述，近年來影響台灣經濟之重大事件中，台灣在經過亞洲金融

風暴、921 大地震、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

織」（WTO），以及經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災難之後，對

於台灣經濟確實具有難以預估之影響。這些影響，都將逐年反映到每年的 
                                                 
16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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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世界經濟成長預測 

IMF Global Insight 
地區（國家） 

2005（f） 2006（f） 2005（f） 2006（f）

全    球 4.3 4.3 3.6 3.7 

美    國 3.5 3.3 3.5 3.3 

日    本 2.0 2.0 2.8 3.0 

台    灣 3.4 4.3 4.1 3.7 

新 加 坡 3.9 4.5 6.4 5.3 

南    韓 3.8 5.0 4.0 6.0 

中國大陸 9.0 8.2 9.9 9.4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Mar.14, 2006；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Sept. 2005，（f）為預測值，

單位為%。 

經濟指數上面。而隨著經濟的成長，台灣產業的國際化程度也逐漸加深，

為了提昇產業競爭力，除了需要政府與產業界共同致力於產品技術與品質

的提昇，創造並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外，也應逐漸以加深國際化來創造利

潤，並減少可能的貿易障礙。如此一來，加以台灣既有的品質與技術能力，

確實可為台灣的產業發展找到了一新個利基，將可維繫台灣經濟的持續發

展。 

經濟部預測，2006 年將延續 2005 年下半年全球景氣活絡之趨勢。由

表 4，世界經濟成長預測中，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 Inc.）預測，2006

年全球經濟，可望在消費及投資動能提升環境下，全年全球之經濟成長率

預估將較 2005年略高 0.1個百分點，升至 3.7%的水準。國際貨幣基金（IMF）

則較為保守預測，2005 與 2006 年全球之經濟成長率預估維持在 4.3%的水

準。而在貿易方面，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現象對各國經濟仍是重大挑戰，估

計今年全球貿易額成長率為 9.9%，較去年 13.2%減緩。17

    在 2006 年全球經濟可望持續穩定成長之情形下，我國出、進口將可

                                                 
17 參照經濟部，「國內外經濟情勢分析」，2006 年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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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維繫，加上政府加速推動經濟體質改造工程，並協助民間重大投資案，

行政院主計處預估全年經濟成長率可望達 4.25％，國際主要評估機構亦普

遍預測台灣經濟成長率將優於 2005 年。綜觀各項經濟指標均顯示，台灣

仍維持 2005 年下半年之成長水準。由數據可知，2006 年 1 至 3 月出口值

499.8 億美元，而進口值 467.5 億美元。出口較 2005 年同期增長 11.4％，

進口則增加 9.3％。依據經建會公布之景氣對策信號，台灣已連續第 6 個

月維持成長穩定的綠燈，在出口動能持續而民間消費穩定成長之前提下，

國內經濟景氣仍可維持擴張趨勢。 

  展望未來，綜觀台灣地區經濟現況，將隨著國際情勢、金磚四國18的

崛起、國際原物料與能源價格上漲與美國經濟的復甦或趨緩之程度、兩岸

經貿的互動往來情形，以及禽流感疫情之狀況等不確定性因素，而前述這

些因素，將可能顯著影響我國未來的經濟走向外，利率緊縮與匯率變動，

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衝擊全球經濟活動的議題，均為影響未來全球經濟之

重要變數，值得密切關注。但不可忽視的是，仍是國內政治情勢的演變，

未來將可能影響台灣的重要經濟貿易政策，當然這也將是帶領台灣經濟政

策走向的一個未知數的可能因素。 

                                                 
18 金磚四國（BRICs)指：巴西（Brazil）、俄羅斯（Russia）、印度（India）和中國（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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