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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持續成長，提高通膨預估 
 

– 我們仍然預期世界經濟將強勁復甦，但隨著成長逐步趨緩及通膨持續升溫，

經濟前景的停滯性通膨的風險增加。我們對全球經濟成長的預測不變，但

提高對通膨率的預測。 

– 經濟復甦的最初加速期已結束，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經濟週期，供應

鏈的短缺問題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 各地區的經濟成長速度各異，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預期因趨緩而下調，英國、

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預期則因強勁成長而被上修，自2007年以來，我們首

次預期歐洲的經濟成長將在2022年超過美國。 

– 我們仍然預期美國聯準會將在今年12月開始縮減購債，並在明年年底開始

升息。美聯準會有可能會選擇提前縮減購債，因為當前主要經濟問題來自

於供給面的瓶頸，持續以寬鬆貨幣政策刺激需求面的效用不大。 

– 雖然我們提高對歐元區的經濟成長率與通膨預期，但我們認為歐洲央行

（ECB）在2023年前不會開始縮減購債，因當前通膨率仍在央行容忍範圍

內，只有持續超過目標通膨2%一段時間，央行政策才會開始轉向。我們亦

預期英國央行在（BoE）在2023年前將按兵不動，持續維持低利寬鬆環境，

各國央行政策的分歧將支持美元後市預期走強。 

– 我們對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預期多取決於中國的未來經濟局勢，隨著近期

中國的成長趨緩與疫情態勢，我們下調今年的經濟成長至8.5%，並預期中

國政府將會宣布更多寬鬆政策以挽救經濟，但在沒有更大規模的刺激措施

前提下，我們仍然預期2022年的經濟成長率將下滑至5.5%。 

– 勞動力與零組件的短缺問題仍是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風險，近期由供

應方導致的升溫通膨亦反映這疑慮。隨著今年底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

的召開，我們預期各國可能提高關稅額度來因應減碳要求，這亦導致商品

價格上漲壓力加大，全球經濟的停滯性通膨情境仍為主要風險。 

圖：全球經濟成長貢獻來源 (y/y), % 

 

Source: Schroders Economics Group. 23 August 2021. Please note the forecast 
warning at the back of th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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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更新：一觸即發的停滯性通膨風險 

隨著全球經濟活動重啟，商業活動已大幅回升。然而，緊俏的供應鏈無法負荷

強勁的需求反彈，在供給有限、需求成長的情形下，導致通膨持續升溫。我們

仍對全球經濟前景抱持樂觀態度，維持對全球經濟成長預測不變，但提高對通

膨率預測。 

我們預期世界經濟仍會強勁復甦，但隨著成長逐步趨緩及價格壓力持續升溫，

經濟前景的停滯性通膨的風險增加。經濟復甦最初加速階段已結束，目前我們

正處於一個新的經濟週期，供應鏈短缺問題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各地區的經濟成長速度各異，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預期因趨緩而下調，英國、歐

元區和日本的經濟預期則因強勁成長而被上修，自 2007 年以來第一次，歐洲

的經濟成長預計將在 2022 年時超過美國。 

今年初，歐洲疫苗施打速度落後美國，主要原因包括歐盟太慢批准疫苗、藥廠

疫苗交貨時程延誤等，這些問題已逐一解決，令歐洲施打速度開始加速，隨著

歐元區疫苗接種進度追趕上美國，群體免疫帶來的遞延的消費需求發酵，加上

歐州政府寬鬆的財政刺激支持，可望驅動經濟持續復甦。 

在就業市場，歐洲在勞動力重返工作崗位方面的問題較少，因為歐洲「休假計

劃」讓其比美國更容易使就業市場恢復正常，再加上美國高額失業救濟金與新

冠疫情的延燒未滅等利空因素，令美國工人重返職缺意願較低，雇主也較難吸

引他們回來。 

從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的走勢中，我們發現目前全球經濟成長已達到高峰，

正在逐步下滑，首先發生在新興市場，接著在已開發國家。最近工業金屬，特

別是銅價的疲軟，與工業活動的放緩趨勢是一致的。事實上，7 月份中國大宗

商品的活動表現是令人失望的。 

圖一：調查顯示全球經濟成長已達到高峰 

 

Source: Refinitiv Datastream, Schroders Economics Group, Markit, 18 August 2021. 

 

價格壓力上升，經濟
成長勢頭減弱 

明年歐洲經濟成長速
度將超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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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主導的經濟放緩 

Delta 變種病毒的擴散被認為是導致全球經濟趨緩的主因，尤其是在亞洲，疫

情成為阻礙經濟復甦的主要因素。病毒蔓延加劇供應鏈產能短缺問題，企業遇

到生產瓶頸，不得不因缺乏零部件，特別是半導體晶片而降低生產量，但市場

需求仍高，導致積壓的產品和交貨時間都達到了創紀錄的高峰，在眾多買家追

逐稀少的供給下，價格大幅上升（圖 2）。 

圖二：供應鏈瓶頸導致交貨時間變長，價格持續攀升 

Source: Refinitiv Datastream, Schroders Economics group, Markit, 18 August 2021. 

 

所有的工人都去哪裡了？ 

勞動力的短缺亦限制生產活動，經濟快速復甦讓許多商店重新開業，勞動力的

需求持續增加，但招聘乏力，勞工缺乏重返職缺意願，加上新冠疫情的擴散減

少海外人口流動，像英國這樣依賴海外勞動力的經濟體受到嚴重打擊，截至

2021 年 3 月的過去一年，工作簽證已減少近三分之一人數。 

受累於不願社交接觸、托兒需求、提前退休、以及美國高額的失業救濟金補助

等因素，企業招聘變得更加困難，缺工問題變得嚴重，嚴重影響生產面進度，

導致經濟成長受限。隨著美國九月停發失業救濟金，以及更普及的疫苗接種

率，可望緩解勞動力緊縮的狀況，後續勞動力重回職場的狀況值得觀察。 

勞動參與率，即 16 歲以上人口中，正在工作或積極尋找工作的比例，是衡量

就業市場的復甦情況重要指標之一。在美國，這個比例在新冠疫情來臨時大幅

下降，後期則隨著經濟重啟復甦出現短暫回升，目前該比例為 61.7%，仍遠不

及疫情前水平（圖 3）。 

 

 

 

勞動力與零組件的短
缺拖累產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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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美國勞動參與率仍低，遠不及疫情前水準 

 

Source: Refinitiv Datastream, Schroders economics Group, Markit, 18 August 2021. 

 

目前美國勞動參與率仍與去年 2 月(新冠疫情爆發前)的勞參率相差約 1.6%，相

當於有將近 420 萬人沒有就業卻也無找工作意願。美國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勞工

重返職缺意願低，即使失業救濟金將於 9 月到期，加上疫苗施打率提升、降低

疫情風險等，各項情況好轉後有多少人會選擇重新返回崗位? 最新達拉斯聯邦

儲備銀行的分析表明，將有 150 萬人因疫情影響決定提前退休，這都顯示美國

勞動參與率很難回復到疫情前水平。 

與 2020 年 2 月相比，失業人數增加了 300 萬人，證明勞動力市場仍然疲弱，

用 U-6 更廣泛的標準衡量，增加失業人數高達 340 萬人，且從逐步升溫的工

資上漲壓力，顯示某些部門產業的短缺問題仍非常嚴重，職位空缺數嚴重超過

了官方失業人數。 

我們預期隨著美國失業救濟金在九月到期，勞工短缺問題能得到緩解，然而，

根據分析師的報告，零組件資源仍短缺，預期一些產業(如:半導體產業)的瓶頸

將持續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 

缺工缺料的困境使我們上調對美國通膨率的預期，我們預期今年通膨率為

3.8%，明年為 3%（分別增加 0.5%和 0.7%）。而隨著基期效應的減退與薪資

水準因就業市場正常化而下降，通膨率將逐步下滑，核心通脹率（不包括食品

和能源）也會經濟重啟的動能消退而有所緩解。然而，到明年下半年，產出缺

口的縮小意味著通貨膨脹率可能再次回升，核心通膨率則可能有更大幅度的上

升（圖 4）。 

 

 

 

勞工重返崗位意願

低，加上許多人提前
退休使就業市場復甦

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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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目前高通膨率為「暫時性通膨」，但隨基期消退仍會高於疫情前

水平 

 

Source: Schroder Economics Group, 23 August 2021. 

 

供應鏈的瓶頸導致價格持續飆漲，高額價格抑制需求，導致經濟成長趨緩，在

消費者信心調查中，人們認為高通膨為經濟逆風的主因之一，根據密西根大學

的調查，人們認為目前較昂貴的價格會使消費意願下降，當通膨持續升溫，商

品價格成長幅度超過工資上漲幅度，將削減民眾實質購買力而拖累需求。 

 

美國聯準會將比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更早開始啟動利率正常化政策 

關於各國的央行政策，我們認為美國聯準會的態度已由鴿轉鷹，根據聯邦公開

市場委員會（FOMC）的最新會議記錄指出，「假設經濟持續如預期的那樣好

轉，今年開始放緩購債步伐可能是合適的。」自去年 12 月以來，美國經濟已

經朝著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的兩大目標取得了進展，故我們認為聯準會將於今

年 9 月 22 日的 FOMC會議上宣布縮表訊息，並在今年年底前開始以每月 100

億美元的速度縮減購債。 

我們甚至認為美國聯準會會提早縮減購債的政策，因當前主要經濟問題來自於

供給面的瓶頸，持續刺激需求面無法解決目前經濟困境。在通膨面，我們認為

美國聯準會可能會容忍更高的通膨率，因當前高通膨主要受基期效應影響，故

我們預期到 2022 年底才會進行首次升息動作。 

同時，雖然我們提高對歐元區的經濟成長率與通膨預期，但我們認為歐洲央行

（ECB）在2023年前不會開始縮減購債，因當前通膨率仍在央行容忍範圍內，

只有持續超過目標通膨2%一段時間，歐洲央行政策才會開始轉向。我們亦預

期英國央行在（BoE）在2023年前將按兵不動，持續維持低利寬鬆環境，各國

央行政策的分歧將支持美元後市成長預期持續走強。 

美國聯準會將於9月宣
布縮表訊息，預期12

月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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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展望 

歐元區：迎頭趕上 

第二季度優於預期的經濟成長表現，使許多經濟學家上調了對歐元區經濟成長

的預估。我們最近不僅強調歐元區政府在疫苗接種的良好進展，而且由於經濟

封鎖期間的儲蓄積累，使家庭消費有上調的機會。 

歐元區 2021 年經濟成長預期由 4.1% 上修至 5.1%。第二季度優於預期的經濟

成長表現，顯示了經濟解封的助益。若旅遊業未來持續解封，也將對第四季的

經濟成長有相當正面效果，尤其是西班牙、義大利將為主要受惠國。 

法國在第二季度的經濟表現略低於我們預期，因此略為下調對法國的今、明兩

年經濟預估，分別為 5.9% 和 4.2%。同時，由於上半年德國的經濟表現略低於

預估，我們也將今年德國經濟成長預估略微下調至 3.1%，但基期因素影響，

我們同時上調德國 2022 年經濟預估至 5.8%。 

 

Source: Eurostat, ONS, Refinitiv, Schroders Economics Group. 20 August 2021. 

我們下調法國和德國經濟成長預期的部分原因是較高的通貨膨脹壓力。歐元區

第二季度通貨膨脹率實際上略低於我們預估（1.8% vs. 1.9%），但展望未來卻

有壓力增加的趨勢。觀察近期的物價走勢，能源批發價格與食品批發價格進一

步上漲，此外，我們也認為歐元的弱勢可能會加劇能源和食品價格價格上升的

壓力，而更多的供應鏈中斷和瓶頸疑慮，也可能導致未來 12 個月的消費價格

上漲（見上文）。 因此，較高的核心通膨率很可能發生（不含能源、食品、

酒精和煙草）。 

整體而言，我們上調 2021 年歐元區通膨預期從今年的 1.9% 上調至 2.1%，並

將 2022 年的 1.3% 上調至 1.7%。從通膨的月資料分析，歐元區通膨率可能在

今年第四季達到 3%，然後在 2022 年底回落至 1.5%。 

對於歐洲央行，我們認為目前的金融環境不足以讓歐洲央行啟動緊縮循環。在

最新的歐洲央行新聞發表會上，拉加德曾明確表示，“……預計歐洲央行的利

率將保持在當前或更低的水平，直到我們看到通貨膨脹超過 2%一段長時間，

而我們認為，通貨膨脹將在中期內穩定在 2%左右。”這樣的發言，顯示歐洲

歐元區2021年的成長

已被上調至5.1%，
2022年為5.6%。自

2007年以來，我們首
次預期歐洲的經濟成

長將在2022年超過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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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貨幣政策比先前具有更多的靈活性，任何顯示未來三年通貨膨脹可能低

於 2% 的跡象，都將成為支持歐洲央行刺激政策的潛在因素。 

鴿派的歐洲央行態度，成功支持歐洲政府債券表現優於美國公債，也幫助歐元

相對美元走弱。儘管保持目前刺激計劃的誘惑很大，但這樣的作法在政治上是

困難的，歐洲央行需要在今年年底做出決定，屆時經濟成長可能非常強勁，通

貨膨脹將接近 3%，對疫情的擔憂應該也已經消退。因此，預期歐洲央行可能

結束疫情緊急購買計劃（PEPP），我們估計該計劃將在 2022 年第一季度末開

始，每季度減少約 1000 億歐元的購債。傳統形式的量化寬鬆（以通貨膨脹為

目標）可能會持續到 2023 年，但 PEPP 的結束意味著政府債券購買量減少 

63%，PEPP 亦有可能從今年年底開始縮減。 

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出現差異化 

我們對新興市場 GDP 成長率的預估基本保持不變，預計 2021 年經濟成長約 

7%，2022 年則將放緩為 4.7%。 

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在亞洲，爆發的 Delta 變種疫情，加上相對緩慢

的疫苗普及速度，使第三季的經濟活動出現下調壓力，進而影響全年經濟預

估。相比之下，巴西等其他經濟體的活動儘管亦有疫情威脅，但這些國家對經

濟活動的限制較少，故經濟衝擊的影響也相對較低。 

大多數主要新興市場有望在年底前為其大部分人口接種疫苗，這意味著疫情 

對 2022 年整體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影響應該降低，但 2022 年的大環境仍對

新興市場充滿挑戰，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如俄羅斯、巴西、南非等，近期升息

對經濟的影響將慢慢顯現，而美國貨幣政策的逐步走向不再寬鬆，對新興市場

國家而言亦為風險。 

中國：面臨逆風 

中國經濟的年增率從第一季的 18.3% 放緩至第二季的 7.9%。經濟已經從疫情 

危機後，出現快速的 V 型復甦，但經濟的復甦並不均衡。事實上，中國製造業

雖然取得了領先，但勞動力市場仍相對疲軟，也導致消費者支出表現落後。 

 

Source: Refinitiv Datastream, Schroder Economics Group. 20 August 2021. 

鴿派的歐洲央行態度
顯示，即使有短期的

通貨膨脹壓力，升息
機率亦不大。 

新興市場國家對付疫
情不同的策略，將使

下半年經濟成長出現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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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中斷意味著世界各地的庫存已被削減至最低限度，而一段時間的存貨回

補效應該可支持製造業活動一段時間，甚至可能刺激對該行業的一些投資。然

而，其他經濟領域的前景並不樂觀，政策監管趨緊的影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

的融資限制)，將在下半年開始發揮效果，與此同時，Delta 疫情的擴散，使中

國經濟面臨重新封鎖的壓力，經濟活動可能會在第四季再次恢復正常，但我們

認為上述逆風仍足以將 2021 年的經濟成長從之前預估的 9.2% 降至約 8.5%。 

經濟週期性放緩迫在眉睫，預期中國政府將採取刺激行動，例如：降低銀行的

準備金要求，並暗示將推進一些公共基礎設施以緩衝經濟放緩的影響。但在沒

有更大規模刺激措施的假設下，我們預期中國 2022 年 GDP 成長率將放緩至 

5.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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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瀏覽更多資訊 

你可以從右方的管道瀏覽

更多施羅德投信資訊 

官方網站 

 

收益秘書 APP 

 

YouTube 頻道 

 

關於施羅德投資 

資產規模： 

管理資產總規模達5258 億

英鎊 

 

人才網路： 

匯集全球超過 5,500名員工 

 

全球資源： 
佈局遍及歐、美、亞太、中

東與非洲35個國家 

 

兩世紀智慧 

成立超過 200 年，累積多

空淬鍊的金融智慧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集團；截

至 2020/6/30 

本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

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我們相

信可靠之來源，惟並未透過獨立之查核；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

何擔保，內容所載之資料與數據可能隨時變更，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

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

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基

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

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

效，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經營管理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108號 9樓  
電話：02-27221868（客服專線：02-87236888）  

http://www.schroders.com.tw 
 

 
 
 

 
 
 
 
 

 
 
 
 

 

http://www.schroder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