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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WEF《2008200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看台灣與俄羅斯的評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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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豐、王宣智、劉聰德 ( )

我國在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08 年公布的全球競爭力評比報告中，排名
世界第17，較去年滑落3 名（2007~2008 年為14；2006~2007 年為13），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5，
落後新加坡、日本、香港與韓國。俄羅斯則排名世界第51，較去年進步7 名（20072008 年為58；
2006~2007 年為59）。
在基礎指標上的表現
從人口數來看（即 Total population {millions}, 2007），台灣約有二千二百萬多人（22.7），俄羅
斯則有一億四千一百多萬人（141.9）。按市場價格來計算兩國生產總值的話（即GDP {US$
billions}, 2007），2007 年台灣有3,833 億美元，俄羅斯則在12,896 億美元的水準。如果進一步看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的話（即GDP per capita {US$}, 2007），台灣是16,606 美元，俄
羅斯則是9,075.1 美元。WEF 預估台灣GDP 占全球GDP（即GDP（PPP）as share（%）of world
total, 2007）的1.06%，而俄羅斯則占3.18%。
以 1 萬6,606 美元來看，已較2005 年增加了1,315 美元，顯示出台灣經濟成長仍緩步成長中。在面對
目前全球金融海嘯嚴峻問題（陳元中，2008），股票、債券、不動產、商品、信用貸款等五大市場的
泡沫同步破滅的當下，實屬難得。未來，台灣在金融改革上，除了要做到金融監管與鼓勵金融創新間的
平衡外，誠信、智慧人才、創新、法制及整合等面向也會是未來金融單位應該強調的發展重點。同時，
為解決世紀金融危機，全球政府及央行相繼祭出大幅降息、降稅以及擴大公共支出等三大手段，像是台
灣央行即發佈降息，俄羅斯則挹注產業107 億美元確保企業能夠獲得所需融資（劉怡女，2008）。

全球競爭力指標評比結果
全球競爭力報告係由三個構面評估全球各國在不同指標上的競爭實力，包括「基礎要求」（ basic
requirements）、「效率增強」（efficiency enhancers）與「創新與經營環境成熟度」
（innov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factors），每個構面有2 至6 個次指標。以2008年的資料來看，
台灣在基礎要求構面的部份排名世界第20，效率增強排名世界第18，創新與經營環境複雜性構面則排
名世界第8。俄羅斯的部份，在基礎要求構面排名世界第56，效率增強構面排名世界第50，創新與經營
環境複雜性構面則排名世界第73。進一步看12 個次指標評比的得分結果，如圖2 所示，除了「市場大
小」（market size）、「勞動市場成熟度」（labormarket efficiency），以及「總體經濟穩定度」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等指標比俄羅斯稍微落後外，台灣在其他項目上的評比都比俄羅斯更
具市場優勢。
為了瞭解台俄在上述三個次指標的評比狀況，進一步看各個次指標中細部指標的結果。WEF 主要就
「本國市場」（domestic market） 與「外國市場」（foreign market） 兩項說明市場大小的優劣
勢，如圖 3 所示，台灣都落於俄羅斯之後。基本上，國內市場的規模會受到國土大小的限制，這是
無可避免的問題。因此，對政府來說如何協助並擴大台灣企業在國外市場的佈局狀況，將是產官協同合
作的重點方向，以有效延展台灣在全球競爭架構下的整體實力。
勞動市場成熟度的部份，「僵化的就業」（rigidity of employment）、「僱/解聘實務」（hiring
and firing practices）、「裁員成本」（firing costs），與「女性就業」（female participation in
labor force）等四項指標排名也落於俄羅斯之後，如圖3 所示。在勞動市場上，為解決聘僱員工的僵固

性，政府應針對我國勞動法令中的相關規範，例如定期契約、工時安排、部分工時等進行檢討，並研議
適合我國經濟與勞動市場的「勞動市場彈性與安全政策」，促使勞動法規更具彈性，吸引投資、研擬國
外優秀人才來台機制，以及強化產學研間人才的交流與互動，創造更多就業機會，但也要提供安全措
施，保障勞工在行業、職業及地區間移動的就業安全（李誠，2007）。
另一方面，俄羅斯在勞動市場成熟度的部份，隨著該國失業率問題日漸嚴重，企業拖欠員工薪資、減少
工時，勞力市場已經拉起警報。儘管俄羅斯政府推出三項協助勞力市場的方案包括支持核心企業，期盼
能預防1990年代時的失業危機重演，然而景氣的逆轉已經凸顯出勞動法的缺點以及勞方弱勢的問題
（程宜華，2008）。尤其是「隱藏性失業」（hidden unemployment）的問題，可能會更讓其勞動
市場雪上加霜。因此，對於國內勞力市場的危機日益升高，俄羅斯政府目前已經宣布三項政策，包括支
持核心企業、失業津貼與外來移民政策等，顯示當局已經開始採取較為積極的策略來解決問題。其中支
持核心企業的方案，基本上是政府透過資本重整、調整稅收制度與稅收抵免等方法來協助1,500 間企業
的成長，篩選的援助對象都是年交易額超過150 億盧布（5.3 億美元）以及員工人數至少4,000 人的大
企業，總計共占俄羅斯國內生產毛額達85%左右。另外，也計畫提出失業津貼方案，預估到2009 年每
個月對失業人口的補助津貼可增加1500 盧布，也會進一步擴大推行已久的勞力市場政策。最後一項計
畫則是俄羅斯政府打算減少 50%移民勞工獲准入境的配額，期盼能強化俄羅斯本土的勞力。
在 總 體 經 濟 穩 定 度 構 面 中 「 政 府 盈 餘 / 赤字」（ government surplus/deficit）、「國家
儲蓄率」（national savings rate）與「國家財政債務」（government debt）的排名也落後俄羅
斯，如圖3 所示。去年美國次貸風暴導致全球經濟局勢劇變，台灣又以外貿部門為經濟成長主要貢獻來
源，讓內需與外貿的增長明顯惡化。政府財政收入主要來自賦稅，而稅收的成長則取決於各類的生產及
商業活動，民間消費減少則營業稅必下滑，股市交易冷清則證交稅將驟減，進口減少則關稅無由增加，
此外生產停滯、失業人口激增更將導致營利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大幅衰退，顯見實質經濟衰退
對一國財政影響，既深且鉅（中評社，2008）。而俄羅斯經濟長期依靠能源出口拉動，近兩年內需的
拉動作用也愈來愈明顯，能源出口、消費和投資已成為拉動俄羅斯經濟快速增長的三大支柱。
然而，隨著世界金融危機日趨嚴峻，俄羅斯整體經濟表現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以2008 年9 月底的失
業率來看，該國已達到5.3%（約400 萬人），而城鎮登記的失業人數達 120 萬，其中大約有100 萬
人領取福利。值得注意的是，有28%的居民擔心在未來兩到三個月內自己所在的工廠將實行裁員（鍾
岩、古力，2008）。因此，俄羅斯政府宣佈，自2008 年11 月起衛生部和勞動與社會保障部將勞動力
市場情況監測作業改為每週一次；同時，計劃大幅度增加就業撥款，提供失業者技能培訓的資金，準備
將俄羅斯失業救濟金增加50%，以保障失業人員的購買能力。這表示俄羅斯政府已認識到了擴大居民的
購買力將有助於擴大內需，以及增加政府開支拉動國內需求。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來，不論是台灣或俄羅斯，如何在因應全球經濟蕭條的短期財政措施，與追求賦
稅正義的長期財政制度上做調和，將考驗著全球政府的智慧，未來如何加大對國內市場的關注和強調對
宏觀調控措施的執行力，積極為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採取積極措施，將會是2009~2010 年各
國在總體競爭力上的關注指標。
企業經營最可能造成問題的相關因素
報告中，WEF 以「貪腐」（corruption）、「稅法」（tax regulations）、「融資來源的選擇」
（access to financing）、「官僚」（inefficien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稅率」（ tax
rates）、「通膨」（inflation）、「不健全的基礎建設」（inadequate supply infrastructure）、
「教育水
準不足的勞動力」inadequatelyeducated workforce）、「犯罪」（crime and theft）、「工作道
德不高」（ poor work ethic in national labor force）、「外幣政策」（ foreign currency
regulations）、「政府不穩定」（government instability / coups）、「勞工政策的
規限性」（restrictive labor regulations）、「政策不穩定」（policy instability）、「公
共衛生環境不佳」（poor public health）等15 項指標說明最可能造成企業經營問題的相關因素，如
圖4 所示。台灣在政策不穩定、官僚、通膨與稅法等因素上的問題十分醒目，而俄羅斯則以貪腐、稅

法、融資來源的選擇與官僚等面向出現較為明顯的弱勢。
台灣政府應持續藉由法規鬆綁進行法制革新以達成結構改革，進而改善國家體質並提升競爭力。實際作
法則針對「整體法規架構」之因素，「由內而外」協調各部會提報鬆綁規劃；從法規使用者的角度，
「由外而內」來做管制革新，透過多元管道廣納民間建議，提交行政部門研商推動，以避免行政部門陷
入結構僵化的窠臼。另外，在對現實權力體制的弊端揭示方面，俄羅斯總統及其國情咨文也表現出了足
夠的坦誠。咨文稱，今日的俄羅斯官僚體制同20 年前一樣，不信任人身自由的公民，不信任公民自由
的活動、控制媒體、干擾選舉進程、向司法施加壓力等。現存的官僚體制沒有效率，阻礙國家發展，從
而滋生腐敗，最終導致社會上司法虛無主義的彌漫（楊耕身，2008）。在麥維德夫看來，國家的強大
與經濟的成就，已不能遮蔽民主的困境。他在批評俄羅斯官僚體制的同時，明確強調公民在國家意識形
態中的中心位置，務求無論政治和經濟構架如何震蕩，都不能成為破壞民主體制的藉口。不難看出麥維
德夫所展示的，正是對政治與人民關係的一種負責任態度。
民間企業體制方面，以台灣來講，現階段優先項目是以推動服務業市場進入障礙的消除，跨業經營限制
的放寬，資本、人才流動的自由化，各種營業規範的降低等為主軸，針對其中不合適的管制措施作鬆綁
及合理的調整，務期提高市場的競爭程度和刺激創新的能量。另外，台灣因國、民兩黨對立導致國內政
治情況不穩定則是影響政治穩定最關鍵的問題。如何強化體制再造，透過多元管道廣納民間建議，提交
行政部門研商推動，才能避免政府部門陷入官僚心態僵化與政黨惡鬥的問題。通膨與稅法等因素上
的問題也有待解決。自政府標榜朝「輕稅簡政」方向發展，明白宣示將鬆綁209 項法規，全國工商業界
聽到這個訊息，都感到未來前景是光明且亮麗的，因為目前要提升國家競爭力，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改
革稅制和鬆綁法規，以塑造一個更適合業界經營的良好環境。未來，在政府提出擴大內需的架構下，將
就政府支出的角度刺激總需求來強化經濟成長。俄羅斯也在2008 年7 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之
後，預期會使俄羅斯市場稅率降低與透明度大幅增加，對吸引外來資金進駐而言將更具市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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