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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學會Facebook粉絲專頁致力於發佈台灣經濟學會相關活動

訊息以及議題分享，希望提供大眾一個接觸經濟學的途徑以及討論平

台，歡迎大家按讚追蹤！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conomicassociation/台灣經濟學會Facebook粉絲專頁

各位台灣經濟學會會員大家好：

本期的「經濟展望」，特別邀請了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林

建甫教授，分享他對美國2020大選影響及後續經濟展望的觀察。

文中精闢地分析了美國大選結果之原因：川普在新冠肺炎的防疫

作為、川普執政下的美國社會、川普的國際政策、貿易戰、與川

普性格之影響。文中同時預測拜登上台之後，未來美國經濟政策

將會有的變化：聯準會仍然會維持量化寬鬆政策、盡速在國會通

過財政紓困案、重建基礎設施與投資高鐵、恢復多邊的國際組織

、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美中關係將會緩和。最後，則

是上述發展對於2021年世界經濟與金融局勢的可能影響。

本期特刊也報導了台灣經濟學會2020年年會。本屆年會於12

月12日在淡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年會共八十篇論文參

與研討，總計約300人出席。會中也頒發了經濟學傑出貢獻獎、

台灣經濟研究傑出論文獎、與最佳博士論文獎及最佳碩士論文獎

。2021年年會預計於東吳大學舉行。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conomic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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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瞭望

 

2020庚子年已經邁向尾聲，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迎接2021辛丑年。今年3月起各國積極圍堵疫

情而採嚴格封鎖措施，嚴重衝擊生產、消費及信心，造成全球經濟今年第2季GDP陷入嚴重衰退；

從5月開始，各國漸次放寬防疫措施，配合貨幣及財政政策支撐景氣，全球經濟得以從嚴重衰退回升

。目前全球經濟乃處於復甦階段，但是因為最近受到感恩假期團聚、氣溫明顯下滑等因素影響，美

歐疫情是有更趨惡化。高頻資料就顯示近期經濟活動10月以來持續趨緩，美歐醫院越來越難負荷，

美歐經濟數據也有持續放緩。幸好，疫苗的好消息，將經濟持續注入強心劑，希望就此揮別災難年

，迎接光明。

　　本文將先談美國大選的結果，再來討論拜登新的經濟政策，最後是分析明年的景氣展望。

美國大選
2020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在位的川普總統連任敗選，由民主黨的拜登勝出。這在美國歷史上相

當罕見，原因是美國的總統制，大權在握，競選連任的總統有強大主場優勢。執政者通常能利用即

時政策及改變輿論風向，讓情勢對自己有利。在位總統掌握很大的行政權，住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發號施令，往來空中有空軍一號專機，這些都是強大的權力象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美國總

統，只有卡特（Jimmy Carter）和老布希（George H.W. Bush）競選連任失敗。 

其實這次川普的普選票有7400多萬，比上次的6300萬票還多，但拜登卻拿了8100多萬票。上

次川普拿了306張選舉人票，相對希拉蕊拿了232張選舉人票。這次真巧合，是倒過來。拜登可望拿

到306張選舉人票，相對川普只拿232張選舉人票。上次希拉蕊的普選票近6600萬，比川普多，但

她很有運動家精神的認輸。這次川普在普選票及選舉人票都輸，想要利用訴訟翻盤，幾乎不可能。

川普失敗的原因
川普失敗的最關鍵原因是疫情。其實在疫情之前，美國道瓊指數、那斯達克指數屢創歷史新高

點。美國經濟力道強勁雖並非完全是川普之功，但在其執政之下，失業率很低，2018年10月公布之

失業率降至3.7%，為近半世紀新低點，那時判斷川普連任應該不是問題。然而因為疫情的發生，及

接連所掀起的種種問題，種下他敗選的命運。

美國2020大選影響及後續經濟展望
林建甫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暨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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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在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上，拒絕科學，是最大的致命傷。他多次公開指責美國最高級別傳

染病防治官員暨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S. Fauci)，並與其唱反調。美

國拜地理位置之賜，相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歐洲，在疫情開始之初有著約兩個月的緩衝時間，但疫情

上的反科學，白白浪費了美國的緩衝時間。川普領導下又亂了套，幾乎是以土法煉鋼方式，來進行

不知所云的防疫工作，造成嚴重的後果。每天只聽到他以「我最懂這個病毒」、「沒人比我更懂這

個病毒」、「這個病毒只要喝消毒劑就可以殺死」...之類的夢囈，甚至煽動了共和黨支持者的反智

情緒，拒絕戴口罩，也拒絕配合專家建議的防疫措施，使得美國成為全世界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截至12月9日中午，美國已經超過1550萬人感染；29萬人死亡），感染人數是全球的

22%，死亡人數也超過18%，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是全世界醫療最先進的國家。

社會撕裂
其次，川普執政，造成社會撕裂，激出大量反對票。又因為疫情嚴峻，推諉責任，將美國的疫

情歸罪給中國，用「武漢肺炎」、「功夫病毒」，乘機將中國妖魔化，又滋長白人至上，引發種族

主義與仇外心理的潮流，造成社會嚴重撕裂。非裔男子佛洛伊德5月遭警員單膝壓頸後喪命，爆發全

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示威風潮。從東岸到西岸的各大城市無不被黑

命貴的潮流所捲動，打破了地方政府對於疫情有關的各種集會限制。川普將在運動中多次出面的美

國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 列入恐怖組織處理；他和其支持者痛批BLM的抗爭者是暴徒。另外一方

面又操作選舉，喊出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的口號，企圖吸引不滿黑命貴運動的美國民意，

並且在聯邦撥款中檢討對於處理暴動不力的各自治體。這些舉動造成社會嚴重對立，

川普得罪太多移民家庭。川普為保護本國人工作，重申美國主權，管制大量非法移民。為了宣

示其決心，除了對於美國境內為數眾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採用積極的遣返策略外，更在美墨邊境

築高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儘管非法移民管制，是一個主權國家執行公權力的必要手

段，但是川普將移民管制，防範非法移民無限上綱成為種族主義、排外仇恨，種族歧視與偏見，這

和美國歷史鼓吹營造的所謂「民族大熔爐」形成鮮明對比，是極大諷刺。川普甚至曾誣指墨西哥人

都是罪犯，更主張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上任後也曾經在關門會議上說，海地的移民都有愛滋病，

說海地、薩爾瓦多和非洲國家都是屎坑國家，非洲人一旦拿到美國簽證，就永遠不會回到他們在的

非洲茅草屋。川普的行為，讓美國夢破碎，嚴重傷害非白人的其他族裔。

川普國際觀有問題
　　另外，川普沒有國際觀，認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實際上嚴重地侵害了美國的利益，讓美國受

全世界的盤剝。他上任後，退出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武協議、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衛等組織。講述北約「過時」，稱歐洲盟友是「敵人」，嘲笑盟邦領導人、威脅

要終止同盟關係。在雙邊關係方面，把俄羅斯普丁、中國習近平稱之為惡棍；國家定位則是將俄羅

斯當作敵對者，中國是特殊挑戰、嚴肅的競爭者，將中國妖魔化，並曾暗指所有留學生都是間諜。

川普推動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看似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實導致美國在全球形象急劇下

降，貶低美國全球聲譽和影響力，讓美國的軟實力快速流失，也丟失美國不少有識之士的選票。

　　川普的貿易戰尤其有反作用力。川普憑直覺認為全球化及國際貿易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帶來諸多

限制和弊端，嚴重損及美國整體國家利益，因此提出「要保證美國的利益優先，要重新替美國談判

並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協定」。川普，不讀書，不認識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自認為透過提高

進口關稅的方式，稅收會全進政府，創造美國利益。殊不知關稅的負擔取決於需求與供給的彈性。

很多需求彈性小的進口品，關稅的負擔是美國消費者，要承受更高的價格，增加的關稅其實是轉嫁

到美國顧客身上。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赤字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因為不從中國進口，美國

須從更貴的其他地區進口，導致貿易赤字還是無法下跌。英國《金融時報》主筆普倫德（John 

Plender）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在對華貿易戰蒙受更多的損失，公司的利潤下跌，更多的員工失業

，工資水平降低。川普為了民粹政治，獨斷獨行，結果國家反而吃了暗虧。因此川普失去很多知識

份子的支持。

川普性格成了壓垮自己的稻草
最後，川普老闆性格，不擅政治人的折衝，做人不夠厚道，得理不饒人，好鬥成性的性格，也

害了自己。過去3年，多位川普的內閣閣員和重要親信被迫辭職、或自行離開，川普還酸言酸語，很

多時候形成傷口抹鹽。對擁有很大民間聲望，從軍報國受傷的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幾

次無理謾罵、侮辱有加，造成大選一向支持共和黨的亞利桑那州這次翻盤。川普與主流媒體交惡，

自己無理卻認為他們霸凌，慫恿支持者不要看電視與報紙，只活在同溫層之中。大選首場辯論前夕

，700多位經濟學家(含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公開信表明反對川普連任；而489位美軍退休

高級將領、兩黨政府前國務卿和國安官員，包括川普的前閣員幕僚，也聯名發表給選民公開信，認

為川普不適合繼續擔任總統，拜登才是好的選擇。理由就是因為為川普的危險言行，他們看不過去

，他們認為川普在分裂這個國家，其政策缺乏穩定、一致性，連任將使美國陷入無法預料泥沼之中

。這是很傷的一擊。

美國新經濟政策
　　拜登當選，其與川普的政策主張有些明顯差異，因此未來美國經濟政策將會有不少變化。

　　在光譜上，民主黨靠左，共和黨靠右。民主黨自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便是凱因斯經濟學派

的信徒，信奉大政府經濟，主張課徵重稅、擴大政府支出、實行社會福利照顧（著重醫療／教育）

、鼓吹調高基本薪資並支持勞工工會；而共和黨擁護傅利德曼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支持自由放任的

資本主義體系、縮小政府規模、刪減社會福利支出、解除企業管制、減稅刺激商業投資，又以1980

年代的雷根經濟學為典範。

　　現今的民主黨仍主張大政府及進行修正式資本主義，認為政府需著重分配社會財富，追求政府

積極干預市場，透過高額稅收維持社會福利政策。相對而言，共和黨也是主張小政府，尤其現在多

奉行新自由主義，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政府減少企業管制、降低企業稅收，只要維持公

平競爭性的環境即可。

貨幣、財政政策
以貨幣政策來說，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任期還有一年多。過去聯準會主席又大多會至少擔任兩

任。加上為對抗疫情，未來兩年內仍然會維持近乎零利率的量化寬鬆政策，所以貨幣政策短期間不

會改變。就財政政策而言，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很多人失業甚至家庭無收入斷炊。財政紓困案，應

有機會盡速通過，但看起來參議院是由共和黨繼續主導下，兩黨在國會的磋商不會很順利下，將無

法如民主黨的預期，通過規模恐在1兆美元以下。

然而現在經濟景氣不好，拜登不可能提油救火的去增稅。但只要美國經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拜登就會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提倡加稅投資公共服務。拜登打算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37%提

升至39.6%，企業最高所得稅稅率由21%回復至28%。而且將擴大對富人課稅，年收入超過40萬美

元個人將課徵6.2%的社會安全保險稅 (Social Security Tax)，並將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個人原先

需繳納的20% 長期資本利得稅，提高至39.6%。比川普時代重很多。

　　

經濟建設
拜登未來的經濟建設，在他的競選活動已宣稱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計畫。在

該計畫中，政府將花費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3000億美元將用於研發，可以創造500

萬個新工作崗位。其實這基本上是延續川普的「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而且

過去共和黨趨於減少政府刺激，趨於通過減少政府收入，即減稅來刺激經濟。但拜登主政下的民主

黨將是通過政府主動支出來支撐經濟，所以拜登提出的財政刺激規模會大於川普。

拜登的「建構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中，除將重建基礎設施，也要投資高

鐵，並幫助美鐵增加更多的電動行程。配合他曾提出兩兆元的綠色能源政策，推行再生能源稅收減

免與零碳工業等計畫。他將增加人口在10萬以上的任何城鎮零排放公共交通的資金。改善電動汽車

的電池技術並增加充電站。目的在對抗氣候變遷，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達到目標2050年達到的

零淨碳排放目標。另外他也會提升交通、電力、建築使用乾淨能源比例，對傳統石油業實施限制乃

至增稅。這是與川普最大的不同。

國際經濟政策
　　拜登的國際主張，尤其是美中關係對經濟面的影響，也會有很大變化。拜登上台會改變川普奉

行的單邊主義，加強和盟國之間的合作。也就是不會進行雙邊貿易協定(BTA)，而是可能恢復多邊的

國際組織，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不會再粗魯的要求川普式公平貿易，回到行之有

年的自由貿易。對中國的政策，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估計會重新對話

和協商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雙邊合作，會繼續鼓勵中國學生再到美國留學，進行科研，合作應

對新冠疫情，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拜登由於美國現在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威脅美國，重返亞洲，對抗中國也成拜登不能推諉

的燙手山竽。然而拜登一輩子在政壇打滾，素有喬王之稱，對兩岸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

預期美中關係將會緩和，這對兩岸恢復和平發展是有幫助的。

　　拜登勝選後，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在1月5日在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第二輪選舉中皆勝選，取得參

議院多數地位的勝利，正是展現選民對川普強烈的駁斥。拜登主政下的大政府政策，特別是加稅及

對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等政策，將可能在國會中獲得通過。同時，美國總統掌握貿易、外

交權，預料美中貿易戰可望緩解、美國可望重回多邊組織。拜登也已經任命前聯準會主席葉倫擔任

財政部長、美國政權開始交接消息激勵股市樂觀情緒，主要國家股市續漲。但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

及雙赤字攀升，國際美元指數中長期將震盪走弱，惟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的過程，國際美元仍具避險

功能。整體而言，明年美國的政治局勢發展，將朝有利投資人的方向。

　　

全球景氣預測
　　談全球景氣預測，由於基於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期嚴重偏低，及明年有不少利多的因素，

像 5G及AI等產業前景樂觀、寬鬆貨幣政策及財政紓困方案持續支撐下，配合疫苗問世並可能在明年

中大量施打，IMF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從今年的負4.4%，大幅回升到明年的正5.2%。

　　在疫情更能控制的前提下，各國明年景氣回升速度將加快。例如，明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可望反

彈至8%，成長動能主要圍繞在政府消費補貼、產業升級、及新興產業等商機。十四五經濟規劃開年

後，內需確實是明年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中長期可望以內循環為主體，改變當前的經濟發展結構。

　　另方面，隨景氣持續改善，配合國際油價回穩，物價走勢也可望溫和回升。今年全球的物價，

由於疫情致多數經濟體失業率上升、消費需求下降，加以國際商品價格大幅低於上年，主要國家CPI

年增率均明顯滑落。疫後的全球經濟持續修復，仍須各國寬鬆貨幣政策支持。明年美聯準會(Fed)將

維持超低利率水準(0到0.25%)，且以每個月1200億美元的購債規模釋放流動性，但不至於採行負

利率政策。歐盟央行(ECB)今年底將加碼寬鬆力道，明年每月將釋放流動性約600億歐元，且不排除

進一步額外增加第三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III)之操作次數，但負利率政策不至於擴大。日

本央行高層最近表示寬鬆措施對經濟帶來預期中的效果，未來將密切關注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

響，並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採取進一步寬鬆措施。

 金融市場的展望，流動性氾濫導致所有金融資產價格從今年3月底的低點猛爆反彈。明年金融

市場面對極度寬鬆的環境，同時地緣政治風險可望降低，新冠病毒的威脅降低等等因素，金融市場

的投資氣氛會偏樂觀，但因為全球流動性充沛的情況下，劇烈波動的情況會如瘋狗浪般經常來襲，

投資者要小心。

　　以科學的角度，疫情終會過去。因為科學家一定可以發現解藥，發明疫苗對抗這次的冠狀病毒

，而且這個時刻已經來臨。準此，若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可以預測明年經濟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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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在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上，拒絕科學，是最大的致命傷。他多次公開指責美國最高級別傳

染病防治官員暨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S. Fauci)，並與其唱反調。美

國拜地理位置之賜，相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歐洲，在疫情開始之初有著約兩個月的緩衝時間，但疫情

上的反科學，白白浪費了美國的緩衝時間。川普領導下又亂了套，幾乎是以土法煉鋼方式，來進行

不知所云的防疫工作，造成嚴重的後果。每天只聽到他以「我最懂這個病毒」、「沒人比我更懂這

個病毒」、「這個病毒只要喝消毒劑就可以殺死」...之類的夢囈，甚至煽動了共和黨支持者的反智

情緒，拒絕戴口罩，也拒絕配合專家建議的防疫措施，使得美國成為全世界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截至12月9日中午，美國已經超過1550萬人感染；29萬人死亡），感染人數是全球的

22%，死亡人數也超過18%，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是全世界醫療最先進的國家。

社會撕裂
其次，川普執政，造成社會撕裂，激出大量反對票。又因為疫情嚴峻，推諉責任，將美國的疫

情歸罪給中國，用「武漢肺炎」、「功夫病毒」，乘機將中國妖魔化，又滋長白人至上，引發種族

主義與仇外心理的潮流，造成社會嚴重撕裂。非裔男子佛洛伊德5月遭警員單膝壓頸後喪命，爆發全

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示威風潮。從東岸到西岸的各大城市無不被黑

命貴的潮流所捲動，打破了地方政府對於疫情有關的各種集會限制。川普將在運動中多次出面的美

國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 列入恐怖組織處理；他和其支持者痛批BLM的抗爭者是暴徒。另外一方

面又操作選舉，喊出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的口號，企圖吸引不滿黑命貴運動的美國民意，

並且在聯邦撥款中檢討對於處理暴動不力的各自治體。這些舉動造成社會嚴重對立，

川普得罪太多移民家庭。川普為保護本國人工作，重申美國主權，管制大量非法移民。為了宣

示其決心，除了對於美國境內為數眾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採用積極的遣返策略外，更在美墨邊境

築高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儘管非法移民管制，是一個主權國家執行公權力的必要手

段，但是川普將移民管制，防範非法移民無限上綱成為種族主義、排外仇恨，種族歧視與偏見，這

和美國歷史鼓吹營造的所謂「民族大熔爐」形成鮮明對比，是極大諷刺。川普甚至曾誣指墨西哥人

都是罪犯，更主張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上任後也曾經在關門會議上說，海地的移民都有愛滋病，

說海地、薩爾瓦多和非洲國家都是屎坑國家，非洲人一旦拿到美國簽證，就永遠不會回到他們在的

非洲茅草屋。川普的行為，讓美國夢破碎，嚴重傷害非白人的其他族裔。

川普國際觀有問題
　　另外，川普沒有國際觀，認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實際上嚴重地侵害了美國的利益，讓美國受

全世界的盤剝。他上任後，退出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武協議、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衛等組織。講述北約「過時」，稱歐洲盟友是「敵人」，嘲笑盟邦領導人、威脅

要終止同盟關係。在雙邊關係方面，把俄羅斯普丁、中國習近平稱之為惡棍；國家定位則是將俄羅

斯當作敵對者，中國是特殊挑戰、嚴肅的競爭者，將中國妖魔化，並曾暗指所有留學生都是間諜。

川普推動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看似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實導致美國在全球形象急劇下

降，貶低美國全球聲譽和影響力，讓美國的軟實力快速流失，也丟失美國不少有識之士的選票。

　　川普的貿易戰尤其有反作用力。川普憑直覺認為全球化及國際貿易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帶來諸多

限制和弊端，嚴重損及美國整體國家利益，因此提出「要保證美國的利益優先，要重新替美國談判

並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協定」。川普，不讀書，不認識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自認為透過提高

進口關稅的方式，稅收會全進政府，創造美國利益。殊不知關稅的負擔取決於需求與供給的彈性。

很多需求彈性小的進口品，關稅的負擔是美國消費者，要承受更高的價格，增加的關稅其實是轉嫁

到美國顧客身上。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赤字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因為不從中國進口，美國

須從更貴的其他地區進口，導致貿易赤字還是無法下跌。英國《金融時報》主筆普倫德（John 

Plender）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在對華貿易戰蒙受更多的損失，公司的利潤下跌，更多的員工失業

，工資水平降低。川普為了民粹政治，獨斷獨行，結果國家反而吃了暗虧。因此川普失去很多知識

份子的支持。

川普性格成了壓垮自己的稻草
最後，川普老闆性格，不擅政治人的折衝，做人不夠厚道，得理不饒人，好鬥成性的性格，也

害了自己。過去3年，多位川普的內閣閣員和重要親信被迫辭職、或自行離開，川普還酸言酸語，很

多時候形成傷口抹鹽。對擁有很大民間聲望，從軍報國受傷的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幾

次無理謾罵、侮辱有加，造成大選一向支持共和黨的亞利桑那州這次翻盤。川普與主流媒體交惡，

自己無理卻認為他們霸凌，慫恿支持者不要看電視與報紙，只活在同溫層之中。大選首場辯論前夕

，700多位經濟學家(含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公開信表明反對川普連任；而489位美軍退休

高級將領、兩黨政府前國務卿和國安官員，包括川普的前閣員幕僚，也聯名發表給選民公開信，認

為川普不適合繼續擔任總統，拜登才是好的選擇。理由就是因為為川普的危險言行，他們看不過去

，他們認為川普在分裂這個國家，其政策缺乏穩定、一致性，連任將使美國陷入無法預料泥沼之中

。這是很傷的一擊。

美國新經濟政策
　　拜登當選，其與川普的政策主張有些明顯差異，因此未來美國經濟政策將會有不少變化。

　　在光譜上，民主黨靠左，共和黨靠右。民主黨自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便是凱因斯經濟學派

的信徒，信奉大政府經濟，主張課徵重稅、擴大政府支出、實行社會福利照顧（著重醫療／教育）

、鼓吹調高基本薪資並支持勞工工會；而共和黨擁護傅利德曼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支持自由放任的

資本主義體系、縮小政府規模、刪減社會福利支出、解除企業管制、減稅刺激商業投資，又以1980

年代的雷根經濟學為典範。

　　現今的民主黨仍主張大政府及進行修正式資本主義，認為政府需著重分配社會財富，追求政府

積極干預市場，透過高額稅收維持社會福利政策。相對而言，共和黨也是主張小政府，尤其現在多

奉行新自由主義，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政府減少企業管制、降低企業稅收，只要維持公

平競爭性的環境即可。

貨幣、財政政策
以貨幣政策來說，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任期還有一年多。過去聯準會主席又大多會至少擔任兩

任。加上為對抗疫情，未來兩年內仍然會維持近乎零利率的量化寬鬆政策，所以貨幣政策短期間不

會改變。就財政政策而言，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很多人失業甚至家庭無收入斷炊。財政紓困案，應

有機會盡速通過，但看起來參議院是由共和黨繼續主導下，兩黨在國會的磋商不會很順利下，將無

法如民主黨的預期，通過規模恐在1兆美元以下。

然而現在經濟景氣不好，拜登不可能提油救火的去增稅。但只要美國經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拜登就會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提倡加稅投資公共服務。拜登打算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37%提

升至39.6%，企業最高所得稅稅率由21%回復至28%。而且將擴大對富人課稅，年收入超過40萬美

元個人將課徵6.2%的社會安全保險稅 (Social Security Tax)，並將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個人原先

需繳納的20% 長期資本利得稅，提高至39.6%。比川普時代重很多。

　　

經濟建設
拜登未來的經濟建設，在他的競選活動已宣稱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計畫。在

該計畫中，政府將花費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3000億美元將用於研發，可以創造500

萬個新工作崗位。其實這基本上是延續川普的「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而且

過去共和黨趨於減少政府刺激，趨於通過減少政府收入，即減稅來刺激經濟。但拜登主政下的民主

黨將是通過政府主動支出來支撐經濟，所以拜登提出的財政刺激規模會大於川普。

拜登的「建構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中，除將重建基礎設施，也要投資高

鐵，並幫助美鐵增加更多的電動行程。配合他曾提出兩兆元的綠色能源政策，推行再生能源稅收減

免與零碳工業等計畫。他將增加人口在10萬以上的任何城鎮零排放公共交通的資金。改善電動汽車

的電池技術並增加充電站。目的在對抗氣候變遷，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達到目標2050年達到的

零淨碳排放目標。另外他也會提升交通、電力、建築使用乾淨能源比例，對傳統石油業實施限制乃

至增稅。這是與川普最大的不同。

國際經濟政策
　　拜登的國際主張，尤其是美中關係對經濟面的影響，也會有很大變化。拜登上台會改變川普奉

行的單邊主義，加強和盟國之間的合作。也就是不會進行雙邊貿易協定(BTA)，而是可能恢復多邊的

國際組織，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不會再粗魯的要求川普式公平貿易，回到行之有

年的自由貿易。對中國的政策，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估計會重新對話

和協商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雙邊合作，會繼續鼓勵中國學生再到美國留學，進行科研，合作應

對新冠疫情，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拜登由於美國現在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威脅美國，重返亞洲，對抗中國也成拜登不能推諉

的燙手山竽。然而拜登一輩子在政壇打滾，素有喬王之稱，對兩岸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

預期美中關係將會緩和，這對兩岸恢復和平發展是有幫助的。

　　拜登勝選後，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在1月5日在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第二輪選舉中皆勝選，取得參

議院多數地位的勝利，正是展現選民對川普強烈的駁斥。拜登主政下的大政府政策，特別是加稅及

對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等政策，將可能在國會中獲得通過。同時，美國總統掌握貿易、外

交權，預料美中貿易戰可望緩解、美國可望重回多邊組織。拜登也已經任命前聯準會主席葉倫擔任

財政部長、美國政權開始交接消息激勵股市樂觀情緒，主要國家股市續漲。但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

及雙赤字攀升，國際美元指數中長期將震盪走弱，惟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的過程，國際美元仍具避險

功能。整體而言，明年美國的政治局勢發展，將朝有利投資人的方向。

　　

全球景氣預測
　　談全球景氣預測，由於基於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期嚴重偏低，及明年有不少利多的因素，

像 5G及AI等產業前景樂觀、寬鬆貨幣政策及財政紓困方案持續支撐下，配合疫苗問世並可能在明年

中大量施打，IMF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從今年的負4.4%，大幅回升到明年的正5.2%。

　　在疫情更能控制的前提下，各國明年景氣回升速度將加快。例如，明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可望反

彈至8%，成長動能主要圍繞在政府消費補貼、產業升級、及新興產業等商機。十四五經濟規劃開年

後，內需確實是明年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中長期可望以內循環為主體，改變當前的經濟發展結構。

　　另方面，隨景氣持續改善，配合國際油價回穩，物價走勢也可望溫和回升。今年全球的物價，

由於疫情致多數經濟體失業率上升、消費需求下降，加以國際商品價格大幅低於上年，主要國家CPI

年增率均明顯滑落。疫後的全球經濟持續修復，仍須各國寬鬆貨幣政策支持。明年美聯準會(Fed)將

維持超低利率水準(0到0.25%)，且以每個月1200億美元的購債規模釋放流動性，但不至於採行負

利率政策。歐盟央行(ECB)今年底將加碼寬鬆力道，明年每月將釋放流動性約600億歐元，且不排除

進一步額外增加第三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III)之操作次數，但負利率政策不至於擴大。日

本央行高層最近表示寬鬆措施對經濟帶來預期中的效果，未來將密切關注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

響，並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採取進一步寬鬆措施。

 金融市場的展望，流動性氾濫導致所有金融資產價格從今年3月底的低點猛爆反彈。明年金融

市場面對極度寬鬆的環境，同時地緣政治風險可望降低，新冠病毒的威脅降低等等因素，金融市場

的投資氣氛會偏樂觀，但因為全球流動性充沛的情況下，劇烈波動的情況會如瘋狗浪般經常來襲，

投資者要小心。

　　以科學的角度，疫情終會過去。因為科學家一定可以發現解藥，發明疫苗對抗這次的冠狀病毒

，而且這個時刻已經來臨。準此，若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可以預測明年經濟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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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在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上，拒絕科學，是最大的致命傷。他多次公開指責美國最高級別傳

染病防治官員暨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S. Fauci)，並與其唱反調。美

國拜地理位置之賜，相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歐洲，在疫情開始之初有著約兩個月的緩衝時間，但疫情

上的反科學，白白浪費了美國的緩衝時間。川普領導下又亂了套，幾乎是以土法煉鋼方式，來進行

不知所云的防疫工作，造成嚴重的後果。每天只聽到他以「我最懂這個病毒」、「沒人比我更懂這

個病毒」、「這個病毒只要喝消毒劑就可以殺死」...之類的夢囈，甚至煽動了共和黨支持者的反智

情緒，拒絕戴口罩，也拒絕配合專家建議的防疫措施，使得美國成為全世界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截至12月9日中午，美國已經超過1550萬人感染；29萬人死亡），感染人數是全球的

22%，死亡人數也超過18%，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是全世界醫療最先進的國家。

社會撕裂
其次，川普執政，造成社會撕裂，激出大量反對票。又因為疫情嚴峻，推諉責任，將美國的疫

情歸罪給中國，用「武漢肺炎」、「功夫病毒」，乘機將中國妖魔化，又滋長白人至上，引發種族

主義與仇外心理的潮流，造成社會嚴重撕裂。非裔男子佛洛伊德5月遭警員單膝壓頸後喪命，爆發全

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示威風潮。從東岸到西岸的各大城市無不被黑

命貴的潮流所捲動，打破了地方政府對於疫情有關的各種集會限制。川普將在運動中多次出面的美

國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 列入恐怖組織處理；他和其支持者痛批BLM的抗爭者是暴徒。另外一方

面又操作選舉，喊出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的口號，企圖吸引不滿黑命貴運動的美國民意，

並且在聯邦撥款中檢討對於處理暴動不力的各自治體。這些舉動造成社會嚴重對立，

川普得罪太多移民家庭。川普為保護本國人工作，重申美國主權，管制大量非法移民。為了宣

示其決心，除了對於美國境內為數眾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採用積極的遣返策略外，更在美墨邊境

築高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儘管非法移民管制，是一個主權國家執行公權力的必要手

段，但是川普將移民管制，防範非法移民無限上綱成為種族主義、排外仇恨，種族歧視與偏見，這

和美國歷史鼓吹營造的所謂「民族大熔爐」形成鮮明對比，是極大諷刺。川普甚至曾誣指墨西哥人

都是罪犯，更主張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上任後也曾經在關門會議上說，海地的移民都有愛滋病，

說海地、薩爾瓦多和非洲國家都是屎坑國家，非洲人一旦拿到美國簽證，就永遠不會回到他們在的

非洲茅草屋。川普的行為，讓美國夢破碎，嚴重傷害非白人的其他族裔。

川普國際觀有問題
　　另外，川普沒有國際觀，認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實際上嚴重地侵害了美國的利益，讓美國受

全世界的盤剝。他上任後，退出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武協議、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衛等組織。講述北約「過時」，稱歐洲盟友是「敵人」，嘲笑盟邦領導人、威脅

要終止同盟關係。在雙邊關係方面，把俄羅斯普丁、中國習近平稱之為惡棍；國家定位則是將俄羅

斯當作敵對者，中國是特殊挑戰、嚴肅的競爭者，將中國妖魔化，並曾暗指所有留學生都是間諜。

川普推動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看似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實導致美國在全球形象急劇下

降，貶低美國全球聲譽和影響力，讓美國的軟實力快速流失，也丟失美國不少有識之士的選票。

　　川普的貿易戰尤其有反作用力。川普憑直覺認為全球化及國際貿易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帶來諸多

限制和弊端，嚴重損及美國整體國家利益，因此提出「要保證美國的利益優先，要重新替美國談判

並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協定」。川普，不讀書，不認識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自認為透過提高

進口關稅的方式，稅收會全進政府，創造美國利益。殊不知關稅的負擔取決於需求與供給的彈性。

很多需求彈性小的進口品，關稅的負擔是美國消費者，要承受更高的價格，增加的關稅其實是轉嫁

到美國顧客身上。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赤字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因為不從中國進口，美國

須從更貴的其他地區進口，導致貿易赤字還是無法下跌。英國《金融時報》主筆普倫德（John 

Plender）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在對華貿易戰蒙受更多的損失，公司的利潤下跌，更多的員工失業

，工資水平降低。川普為了民粹政治，獨斷獨行，結果國家反而吃了暗虧。因此川普失去很多知識

份子的支持。

川普性格成了壓垮自己的稻草
最後，川普老闆性格，不擅政治人的折衝，做人不夠厚道，得理不饒人，好鬥成性的性格，也

害了自己。過去3年，多位川普的內閣閣員和重要親信被迫辭職、或自行離開，川普還酸言酸語，很

多時候形成傷口抹鹽。對擁有很大民間聲望，從軍報國受傷的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幾

次無理謾罵、侮辱有加，造成大選一向支持共和黨的亞利桑那州這次翻盤。川普與主流媒體交惡，

自己無理卻認為他們霸凌，慫恿支持者不要看電視與報紙，只活在同溫層之中。大選首場辯論前夕

，700多位經濟學家(含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公開信表明反對川普連任；而489位美軍退休

高級將領、兩黨政府前國務卿和國安官員，包括川普的前閣員幕僚，也聯名發表給選民公開信，認

為川普不適合繼續擔任總統，拜登才是好的選擇。理由就是因為為川普的危險言行，他們看不過去

，他們認為川普在分裂這個國家，其政策缺乏穩定、一致性，連任將使美國陷入無法預料泥沼之中

。這是很傷的一擊。

美國新經濟政策
　　拜登當選，其與川普的政策主張有些明顯差異，因此未來美國經濟政策將會有不少變化。

　　在光譜上，民主黨靠左，共和黨靠右。民主黨自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便是凱因斯經濟學派

的信徒，信奉大政府經濟，主張課徵重稅、擴大政府支出、實行社會福利照顧（著重醫療／教育）

、鼓吹調高基本薪資並支持勞工工會；而共和黨擁護傅利德曼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支持自由放任的

資本主義體系、縮小政府規模、刪減社會福利支出、解除企業管制、減稅刺激商業投資，又以1980

年代的雷根經濟學為典範。

　　現今的民主黨仍主張大政府及進行修正式資本主義，認為政府需著重分配社會財富，追求政府

積極干預市場，透過高額稅收維持社會福利政策。相對而言，共和黨也是主張小政府，尤其現在多

奉行新自由主義，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政府減少企業管制、降低企業稅收，只要維持公

平競爭性的環境即可。

貨幣、財政政策
以貨幣政策來說，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任期還有一年多。過去聯準會主席又大多會至少擔任兩

任。加上為對抗疫情，未來兩年內仍然會維持近乎零利率的量化寬鬆政策，所以貨幣政策短期間不

會改變。就財政政策而言，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很多人失業甚至家庭無收入斷炊。財政紓困案，應

有機會盡速通過，但看起來參議院是由共和黨繼續主導下，兩黨在國會的磋商不會很順利下，將無

法如民主黨的預期，通過規模恐在1兆美元以下。

然而現在經濟景氣不好，拜登不可能提油救火的去增稅。但只要美國經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拜登就會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提倡加稅投資公共服務。拜登打算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37%提

升至39.6%，企業最高所得稅稅率由21%回復至28%。而且將擴大對富人課稅，年收入超過40萬美

元個人將課徵6.2%的社會安全保險稅 (Social Security Tax)，並將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個人原先

需繳納的20% 長期資本利得稅，提高至39.6%。比川普時代重很多。

　　

經濟建設
拜登未來的經濟建設，在他的競選活動已宣稱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計畫。在

該計畫中，政府將花費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3000億美元將用於研發，可以創造500

萬個新工作崗位。其實這基本上是延續川普的「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而且

過去共和黨趨於減少政府刺激，趨於通過減少政府收入，即減稅來刺激經濟。但拜登主政下的民主

黨將是通過政府主動支出來支撐經濟，所以拜登提出的財政刺激規模會大於川普。

拜登的「建構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中，除將重建基礎設施，也要投資高

鐵，並幫助美鐵增加更多的電動行程。配合他曾提出兩兆元的綠色能源政策，推行再生能源稅收減

免與零碳工業等計畫。他將增加人口在10萬以上的任何城鎮零排放公共交通的資金。改善電動汽車

的電池技術並增加充電站。目的在對抗氣候變遷，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達到目標2050年達到的

零淨碳排放目標。另外他也會提升交通、電力、建築使用乾淨能源比例，對傳統石油業實施限制乃

至增稅。這是與川普最大的不同。

國際經濟政策
　　拜登的國際主張，尤其是美中關係對經濟面的影響，也會有很大變化。拜登上台會改變川普奉

行的單邊主義，加強和盟國之間的合作。也就是不會進行雙邊貿易協定(BTA)，而是可能恢復多邊的

國際組織，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不會再粗魯的要求川普式公平貿易，回到行之有

年的自由貿易。對中國的政策，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估計會重新對話

和協商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雙邊合作，會繼續鼓勵中國學生再到美國留學，進行科研，合作應

對新冠疫情，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拜登由於美國現在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威脅美國，重返亞洲，對抗中國也成拜登不能推諉

的燙手山竽。然而拜登一輩子在政壇打滾，素有喬王之稱，對兩岸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

預期美中關係將會緩和，這對兩岸恢復和平發展是有幫助的。

　　拜登勝選後，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在1月5日在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第二輪選舉中皆勝選，取得參

議院多數地位的勝利，正是展現選民對川普強烈的駁斥。拜登主政下的大政府政策，特別是加稅及

對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等政策，將可能在國會中獲得通過。同時，美國總統掌握貿易、外

交權，預料美中貿易戰可望緩解、美國可望重回多邊組織。拜登也已經任命前聯準會主席葉倫擔任

財政部長、美國政權開始交接消息激勵股市樂觀情緒，主要國家股市續漲。但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

及雙赤字攀升，國際美元指數中長期將震盪走弱，惟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的過程，國際美元仍具避險

功能。整體而言，明年美國的政治局勢發展，將朝有利投資人的方向。

　　

全球景氣預測
　　談全球景氣預測，由於基於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期嚴重偏低，及明年有不少利多的因素，

像 5G及AI等產業前景樂觀、寬鬆貨幣政策及財政紓困方案持續支撐下，配合疫苗問世並可能在明年

中大量施打，IMF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從今年的負4.4%，大幅回升到明年的正5.2%。

　　在疫情更能控制的前提下，各國明年景氣回升速度將加快。例如，明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可望反

彈至8%，成長動能主要圍繞在政府消費補貼、產業升級、及新興產業等商機。十四五經濟規劃開年

後，內需確實是明年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中長期可望以內循環為主體，改變當前的經濟發展結構。

　　另方面，隨景氣持續改善，配合國際油價回穩，物價走勢也可望溫和回升。今年全球的物價，

由於疫情致多數經濟體失業率上升、消費需求下降，加以國際商品價格大幅低於上年，主要國家CPI

年增率均明顯滑落。疫後的全球經濟持續修復，仍須各國寬鬆貨幣政策支持。明年美聯準會(Fed)將

維持超低利率水準(0到0.25%)，且以每個月1200億美元的購債規模釋放流動性，但不至於採行負

利率政策。歐盟央行(ECB)今年底將加碼寬鬆力道，明年每月將釋放流動性約600億歐元，且不排除

進一步額外增加第三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III)之操作次數，但負利率政策不至於擴大。日

本央行高層最近表示寬鬆措施對經濟帶來預期中的效果，未來將密切關注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

響，並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採取進一步寬鬆措施。

 金融市場的展望，流動性氾濫導致所有金融資產價格從今年3月底的低點猛爆反彈。明年金融

市場面對極度寬鬆的環境，同時地緣政治風險可望降低，新冠病毒的威脅降低等等因素，金融市場

的投資氣氛會偏樂觀，但因為全球流動性充沛的情況下，劇烈波動的情況會如瘋狗浪般經常來襲，

投資者要小心。

　　以科學的角度，疫情終會過去。因為科學家一定可以發現解藥，發明疫苗對抗這次的冠狀病毒

，而且這個時刻已經來臨。準此，若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可以預測明年經濟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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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在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上，拒絕科學，是最大的致命傷。他多次公開指責美國最高級別傳

染病防治官員暨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S. Fauci)，並與其唱反調。美

國拜地理位置之賜，相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歐洲，在疫情開始之初有著約兩個月的緩衝時間，但疫情

上的反科學，白白浪費了美國的緩衝時間。川普領導下又亂了套，幾乎是以土法煉鋼方式，來進行

不知所云的防疫工作，造成嚴重的後果。每天只聽到他以「我最懂這個病毒」、「沒人比我更懂這

個病毒」、「這個病毒只要喝消毒劑就可以殺死」...之類的夢囈，甚至煽動了共和黨支持者的反智

情緒，拒絕戴口罩，也拒絕配合專家建議的防疫措施，使得美國成為全世界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截至12月9日中午，美國已經超過1550萬人感染；29萬人死亡），感染人數是全球的

22%，死亡人數也超過18%，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是全世界醫療最先進的國家。

社會撕裂
其次，川普執政，造成社會撕裂，激出大量反對票。又因為疫情嚴峻，推諉責任，將美國的疫

情歸罪給中國，用「武漢肺炎」、「功夫病毒」，乘機將中國妖魔化，又滋長白人至上，引發種族

主義與仇外心理的潮流，造成社會嚴重撕裂。非裔男子佛洛伊德5月遭警員單膝壓頸後喪命，爆發全

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示威風潮。從東岸到西岸的各大城市無不被黑

命貴的潮流所捲動，打破了地方政府對於疫情有關的各種集會限制。川普將在運動中多次出面的美

國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 列入恐怖組織處理；他和其支持者痛批BLM的抗爭者是暴徒。另外一方

面又操作選舉，喊出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的口號，企圖吸引不滿黑命貴運動的美國民意，

並且在聯邦撥款中檢討對於處理暴動不力的各自治體。這些舉動造成社會嚴重對立，

川普得罪太多移民家庭。川普為保護本國人工作，重申美國主權，管制大量非法移民。為了宣

示其決心，除了對於美國境內為數眾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採用積極的遣返策略外，更在美墨邊境

築高牆，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儘管非法移民管制，是一個主權國家執行公權力的必要手

段，但是川普將移民管制，防範非法移民無限上綱成為種族主義、排外仇恨，種族歧視與偏見，這

和美國歷史鼓吹營造的所謂「民族大熔爐」形成鮮明對比，是極大諷刺。川普甚至曾誣指墨西哥人

都是罪犯，更主張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上任後也曾經在關門會議上說，海地的移民都有愛滋病，

說海地、薩爾瓦多和非洲國家都是屎坑國家，非洲人一旦拿到美國簽證，就永遠不會回到他們在的

非洲茅草屋。川普的行為，讓美國夢破碎，嚴重傷害非白人的其他族裔。

川普國際觀有問題
　　另外，川普沒有國際觀，認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實際上嚴重地侵害了美國的利益，讓美國受

全世界的盤剝。他上任後，退出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武協議、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衛等組織。講述北約「過時」，稱歐洲盟友是「敵人」，嘲笑盟邦領導人、威脅

要終止同盟關係。在雙邊關係方面，把俄羅斯普丁、中國習近平稱之為惡棍；國家定位則是將俄羅

斯當作敵對者，中國是特殊挑戰、嚴肅的競爭者，將中國妖魔化，並曾暗指所有留學生都是間諜。

川普推動損人利己的「美國優先」，看似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實導致美國在全球形象急劇下

降，貶低美國全球聲譽和影響力，讓美國的軟實力快速流失，也丟失美國不少有識之士的選票。

　　川普的貿易戰尤其有反作用力。川普憑直覺認為全球化及國際貿易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帶來諸多

限制和弊端，嚴重損及美國整體國家利益，因此提出「要保證美國的利益優先，要重新替美國談判

並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協定」。川普，不讀書，不認識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自認為透過提高

進口關稅的方式，稅收會全進政府，創造美國利益。殊不知關稅的負擔取決於需求與供給的彈性。

很多需求彈性小的進口品，關稅的負擔是美國消費者，要承受更高的價格，增加的關稅其實是轉嫁

到美國顧客身上。貿易戰後，美國的貿易赤字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因為不從中國進口，美國

須從更貴的其他地區進口，導致貿易赤字還是無法下跌。英國《金融時報》主筆普倫德（John 

Plender）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在對華貿易戰蒙受更多的損失，公司的利潤下跌，更多的員工失業

，工資水平降低。川普為了民粹政治，獨斷獨行，結果國家反而吃了暗虧。因此川普失去很多知識

份子的支持。

川普性格成了壓垮自己的稻草
最後，川普老闆性格，不擅政治人的折衝，做人不夠厚道，得理不饒人，好鬥成性的性格，也

害了自己。過去3年，多位川普的內閣閣員和重要親信被迫辭職、或自行離開，川普還酸言酸語，很

多時候形成傷口抹鹽。對擁有很大民間聲望，從軍報國受傷的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幾

次無理謾罵、侮辱有加，造成大選一向支持共和黨的亞利桑那州這次翻盤。川普與主流媒體交惡，

自己無理卻認為他們霸凌，慫恿支持者不要看電視與報紙，只活在同溫層之中。大選首場辯論前夕

，700多位經濟學家(含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公開信表明反對川普連任；而489位美軍退休

高級將領、兩黨政府前國務卿和國安官員，包括川普的前閣員幕僚，也聯名發表給選民公開信，認

為川普不適合繼續擔任總統，拜登才是好的選擇。理由就是因為為川普的危險言行，他們看不過去

，他們認為川普在分裂這個國家，其政策缺乏穩定、一致性，連任將使美國陷入無法預料泥沼之中

。這是很傷的一擊。

美國新經濟政策
　　拜登當選，其與川普的政策主張有些明顯差異，因此未來美國經濟政策將會有不少變化。

　　在光譜上，民主黨靠左，共和黨靠右。民主黨自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便是凱因斯經濟學派

的信徒，信奉大政府經濟，主張課徵重稅、擴大政府支出、實行社會福利照顧（著重醫療／教育）

、鼓吹調高基本薪資並支持勞工工會；而共和黨擁護傅利德曼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支持自由放任的

資本主義體系、縮小政府規模、刪減社會福利支出、解除企業管制、減稅刺激商業投資，又以1980

年代的雷根經濟學為典範。

　　現今的民主黨仍主張大政府及進行修正式資本主義，認為政府需著重分配社會財富，追求政府

積極干預市場，透過高額稅收維持社會福利政策。相對而言，共和黨也是主張小政府，尤其現在多

奉行新自由主義，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政府減少企業管制、降低企業稅收，只要維持公

平競爭性的環境即可。

貨幣、財政政策
以貨幣政策來說，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任期還有一年多。過去聯準會主席又大多會至少擔任兩

任。加上為對抗疫情，未來兩年內仍然會維持近乎零利率的量化寬鬆政策，所以貨幣政策短期間不

會改變。就財政政策而言，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很多人失業甚至家庭無收入斷炊。財政紓困案，應

有機會盡速通過，但看起來參議院是由共和黨繼續主導下，兩黨在國會的磋商不會很順利下，將無

法如民主黨的預期，通過規模恐在1兆美元以下。

然而現在經濟景氣不好，拜登不可能提油救火的去增稅。但只要美國經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拜登就會取消川普的減稅政策，提倡加稅投資公共服務。拜登打算將個人最高所得稅稅率由37%提

升至39.6%，企業最高所得稅稅率由21%回復至28%。而且將擴大對富人課稅，年收入超過40萬美

元個人將課徵6.2%的社會安全保險稅 (Social Security Tax)，並將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個人原先

需繳納的20% 長期資本利得稅，提高至39.6%。比川普時代重很多。

　　

經濟建設
拜登未來的經濟建設，在他的競選活動已宣稱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計畫。在

該計畫中，政府將花費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服務，3000億美元將用於研發，可以創造500

萬個新工作崗位。其實這基本上是延續川普的「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而且

過去共和黨趨於減少政府刺激，趨於通過減少政府收入，即減稅來刺激經濟。但拜登主政下的民主

黨將是通過政府主動支出來支撐經濟，所以拜登提出的財政刺激規模會大於川普。

拜登的「建構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畫中，除將重建基礎設施，也要投資高

鐵，並幫助美鐵增加更多的電動行程。配合他曾提出兩兆元的綠色能源政策，推行再生能源稅收減

免與零碳工業等計畫。他將增加人口在10萬以上的任何城鎮零排放公共交通的資金。改善電動汽車

的電池技術並增加充電站。目的在對抗氣候變遷，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達到目標2050年達到的

零淨碳排放目標。另外他也會提升交通、電力、建築使用乾淨能源比例，對傳統石油業實施限制乃

至增稅。這是與川普最大的不同。

國際經濟政策
　　拜登的國際主張，尤其是美中關係對經濟面的影響，也會有很大變化。拜登上台會改變川普奉

行的單邊主義，加強和盟國之間的合作。也就是不會進行雙邊貿易協定(BTA)，而是可能恢復多邊的

國際組織，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不會再粗魯的要求川普式公平貿易，回到行之有

年的自由貿易。對中國的政策，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估計會重新對話

和協商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雙邊合作，會繼續鼓勵中國學生再到美國留學，進行科研，合作應

對新冠疫情，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拜登由於美國現在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威脅美國，重返亞洲，對抗中國也成拜登不能推諉

的燙手山竽。然而拜登一輩子在政壇打滾，素有喬王之稱，對兩岸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可以

預期美中關係將會緩和，這對兩岸恢復和平發展是有幫助的。

　　拜登勝選後，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在1月5日在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第二輪選舉中皆勝選，取得參

議院多數地位的勝利，正是展現選民對川普強烈的駁斥。拜登主政下的大政府政策，特別是加稅及

對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等政策，將可能在國會中獲得通過。同時，美國總統掌握貿易、外

交權，預料美中貿易戰可望緩解、美國可望重回多邊組織。拜登也已經任命前聯準會主席葉倫擔任

財政部長、美國政權開始交接消息激勵股市樂觀情緒，主要國家股市續漲。但美國超寬鬆貨幣政策

及雙赤字攀升，國際美元指數中長期將震盪走弱，惟金融市場大幅震盪的過程，國際美元仍具避險

功能。整體而言，明年美國的政治局勢發展，將朝有利投資人的方向。

　　

全球景氣預測
　　談全球景氣預測，由於基於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期嚴重偏低，及明年有不少利多的因素，

像 5G及AI等產業前景樂觀、寬鬆貨幣政策及財政紓困方案持續支撐下，配合疫苗問世並可能在明年

中大量施打，IMF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從今年的負4.4%，大幅回升到明年的正5.2%。

　　在疫情更能控制的前提下，各國明年景氣回升速度將加快。例如，明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可望反

彈至8%，成長動能主要圍繞在政府消費補貼、產業升級、及新興產業等商機。十四五經濟規劃開年

後，內需確實是明年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中長期可望以內循環為主體，改變當前的經濟發展結構。

　　另方面，隨景氣持續改善，配合國際油價回穩，物價走勢也可望溫和回升。今年全球的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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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淡江大學經濟系及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之「台灣經濟學會2020年年會」於12月

12日在淡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隆重登場。今年的論文發表是以線上和實體並行，有來自美國、

日本、印度、中國、香港、泰國及國內各大學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優秀學者，共八十篇論文參與研討

，總計約300人出席。

專題演講，線上直播
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

其引發的經濟衝擊，史無前例。本會特邀請中研

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謝長泰教授，

針對疫情的影響、政府措施、及未來展望，做主題

演講，講題：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COVID-19。

鑑於經濟學在內的人文社會領域的教育與研究，                                                                                                                                                                                                                     

                                                                       已到了轉型改變時刻，我們特邀科技部人文司司長、

                                                                       臺大經濟系林明仁特聘教授，針對經濟學及其它人文

                                                                       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及相關政府政策，做主題演講，

                                                                       講題：艱困時代的人社思考。並且利用線上互動系統                                                                        

                                                                      ，即時收集問題，票選熱門問題，供講者回應。

紀念場次，傳承精神
本會亦籌組了「麥朝成院士紀念

場次」、「胡勝正院士紀念場次」、

「許松根教授紀念場次」，邀請先哲

的故舊或後輩先進發表相關的學術及

政策研究，並分享他們的學思歷程或

生活中的吉光片羽，讓當前的經濟學

界師生與後進得以在這些啟發中一窺

先生們的貢獻、觀點與留予後人的鼓勵，具有傳承與榮耀先人的意義。

傑出貢獻獎，實至名歸
管中閔院士在經濟計量學領域之研究，蜚聲國際。

在教學成就上，樹立典範。在學會會務上，貢獻良多。

在學術與一般行政上，開創新局。在學術服務上，積

極奉獻。基於管中閔院士於學術研究﹑教學﹑會務﹑

行政與服務等多方面之卓越貢獻，本學會理監事會議

全體通過，特於會員大會頒贈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給管

院士，以致崇敬。

傑出論文獎，供政策制定參考
本學會為鼓勵對我國經濟相關政策與實務之研究

，發揚研究成果對政策制訂及社會實務之貢獻，特設

置台灣經濟研究傑出論文獎。今年經評選委員會初審

及複審程序，選出楊子霆(中研院經濟所助研究員)、

連賢明(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及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

系教授)所提論文「Patient Cost-Sharing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為第七屆傑出

論文。由贊助單位第一銀行劉培文副總經理於會員大會

中頒獎。

 

博碩士論文獎，嚴選新秀
本會為鼓勵青年學子對經濟理論與經濟問題之研究，特設置最佳博士論文獎及最佳碩士論文獎

。由各校系所限額推薦優秀論文參選，經過嚴謹的初審及複審程序，選出博士論文蔣碩傑理論組佳

作2篇，劉大中實證組佳作2篇；碩士論文最佳1篇，佳作6篇，在會員大會中頒獎。得獎人及論文資

料分別如下：

   

   

感謝與預告
今年的年會能夠順利舉辦，完全得力於

淡江經濟學系林彥伶主任和全體師生幫忙，

學會為感謝他們的協助，特別頒贈獎牌給淡

江大學經濟系。明年的台灣經濟學會年會將

由東吳大學經濟系主辦，歡迎大家一起共襄

盛舉。

 

台灣經濟學會2020年年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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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台灣經濟研究傑出論文獎。今年經評選委員會初審

及複審程序，選出楊子霆(中研院經濟所助研究員)、

連賢明(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及韓幸紋(淡江大學會計

系教授)所提論文「Patient Cost-Sharing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為第七屆傑出

論文。由贊助單位第一銀行劉培文副總經理於會員大會

中頒獎。

 

博碩士論文獎，嚴選新秀
本會為鼓勵青年學子對經濟理論與經濟問題之研究，特設置最佳博士論文獎及最佳碩士論文獎

。由各校系所限額推薦優秀論文參選，經過嚴謹的初審及複審程序，選出博士論文蔣碩傑理論組佳

作2篇，劉大中實證組佳作2篇；碩士論文最佳1篇，佳作6篇，在會員大會中頒獎。得獎人及論文資

料分別如下：

   

   

感謝與預告
今年的年會能夠順利舉辦，完全得力於

淡江經濟學系林彥伶主任和全體師生幫忙，

學會為感謝他們的協助，特別頒贈獎牌給淡

江大學經濟系。明年的台灣經濟學會年會將

由東吳大學經濟系主辦，歡迎大家一起共襄

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