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6 一般 05研究發 106年度重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要原物料 中華經濟
理
國內外市 研究院
場情勢分
析及研究

106/01/04

2,350

一、 透過本計畫持續觀察重要農工原物料進口價格及民生物資價
格變化，並蒐集整理相關國際情勢，分析全球原物料價格走勢及變
動因素。
二、 每月提交2次簡報、每季提交計畫執行進度報告並提出期中、
期末報告：
(一)2017年度國際大宗原物料價格的變化，主要仍導因於供給端與
金融面因素所致，經濟復甦也讓需求緩步回升，各國原物料庫存略
有下降。
(二) 國內民生物價方面，2017年價格變動幅度超過標準範圍之查價
品項，包括米、蛋等7項。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本計畫報告內容具系統性且議題分析充分掌握關鍵因素
，具參考價值。
二、 以能源價格未來走勢預測而言，充分掌握供需面的重要
影響因素，惟建議除傳統供需、市場投機及氣候因素外，亦可
強化關注各國對能源系統的低碳轉型規劃方向與推動進程，此
因素所帶動之能源結構調整及燃料間替代關係及變化，將在短
期內可見較確定之變化趨勢。

106 一般 05研究發 106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內外與中 中華經濟
理
國大陸經 研究院
濟情勢發
展與我經
貿策略規
劃

106/01/24

5,080

一、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瞬息萬變，且經濟領域涵蓋範圍廣泛，涉
及問題複雜，爰透過智庫就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完整、
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規劃。
二、106年度共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2篇
1、川普新政對亞太經貿情勢的可能影響分析
2、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與政策趨勢觀察
(二)情勢月報12期及經濟新知分享會議9場次
(三)經濟專論20則與即時性議題研究30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強化研發會做為本部總體規劃政策幕僚單位功能，對國內外及
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分析，即
時提供部次長政策建議。

106 一般 05研究發 106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際經濟整 中華經濟
理
合趨勢下 研究院
，南部產
業的衝
擊、商機
及升級轉
型研究

106/03/02

9,180

一、透過本計畫執行，瞭解南部產業發展特性與面臨的課題，加速
推動南部產業經濟政策規劃。
二、106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3篇
1、國際經濟整合及新南向政策下，南部產業轉型升級與競爭力之
研究
2、網路新經濟及創新創業發展，對南部產業之影響及商機研究
3、優化南部區域創新系統策略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二)產官學研座談會6場次
(三)智庫諮詢會議6場次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視當前產業發展及國際經濟整合趨勢課題與地方政府需求滾動
檢討，以協助南部地區產業經濟政策規劃，促進南北區域均衡
發展。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1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106 一般 05研究發 106年度產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業發展諮 台灣經濟
理
詢業務委 研究院
辦計畫

106 一般 05研究發 民生必需
行政 展規劃管 品短缺時
理
期配售準
備演習

連江縣政
府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6/01/01

5,950

一、為本部重要之產業政策諮詢溝通平臺，視諮詢議題，「跨領
域」邀請產、官、學、研等各界領袖菁英與新創代表，共同研商發
展策略。
二、106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前瞻經濟趨勢分析報告：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各界學者專家
意見，以「數位經濟」為主軸，完成11項關鍵議題研析，先期提供
政策推動進展、瓶頸以及觀察。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6場次：智慧傳產、跨境電商、中小企
業數位人才、養成政府數位人才、智慧財產活化、公私夥伴關係。
(三)工作執行季報(1、4、7月)。
(四)新經濟發展策略研析報告。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本計畫定位在於建立政府政策溝通平台，合理蒐集產/學/
研對政策聲音與反饋，提供現行政策執行單位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嘗試提供政策強化或調整建議。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研析報告均已提供部內局處司參酌運用。

本委辦案係
以換文方式
交付地方政
府辦理

376

一、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以下稱全動法）第9條，本部為物資
經濟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關，「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準備
計畫」為其中一項分類計畫。
二、每年度本部依全動法以經費委辦方式指定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輪序辦理「專業項目（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
以強化地方政府演練在依據〈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辦法〉
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配供應
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連江縣政府完成辦理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並提
升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
配供應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2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107 一般 05研究發 重要原物
行政 展規劃管 料國內外
理
市場情勢
分析及研
究

得標單位
財團法人
中華經濟
研究院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7/01/08

2,280

一、透過本計畫持續觀察重要農工原物料進口價格及民生物資價格
變化，並蒐集整理相關國際情勢，分析全球原物料價格走勢及變動
因素。
二、 每月提交2次簡報、每季提交計畫執行進度報告並提出期中、
期末報告：
(一)2018年下半年中美貿易紛爭發展狀況頻繁干擾全球經濟復甦力
道、金融市場以及原物料價格走勢。
(二)國內民生物價方面，2018年價格變動幅度超過標準範圍之查價
品項包括蛋、乳品、吐司、衛生紙等4項。其中，價格變動品項中
，以蛋及衛生紙價格波動幅度較大。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本計畫提供整體金融及重大事件綜覽分析、重要原物料
價格、民生物資價格分析及2019年上半年物價展望，相關資訊
內容整理亦具系統性。
二、 2019年景氣反轉，美中貿易戰可能變成持久戰，關稅造成
全球輸入性通膨的可能性大增，應特別關心民生物資價格及時
回應。

107 一般 05研究發 107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內外與中 中華經濟
理
國大陸經 研究院
濟情勢發
展與我經
貿策略規
劃

107/01/10

4,900

一、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瞬息萬變，且經濟領域涵蓋範圍廣泛，涉
及問題複雜，爰透過智庫就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完整、
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規劃。
二、107年度共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2篇
1、美國近期重大政策觀察與對臺經貿影響研析
2、中國大陸十九大後內外經濟趨勢動向觀察
(二)情勢月報12期及經濟新知分享會議9場次
(三)經濟專論20則與即時性議題研究24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強化研發會做為本部總體規劃政策幕僚單位功能，對國內外及
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分析，即
時提供部次長政策建議。

107 一般 05研究發 107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際經濟整 中華經濟
理
合趨勢下 研究院
，南部產
業的衝
擊、商機
及升級轉
型研究

107/01/29

8,969

一、透過本計畫執行，瞭解南部產業發展特性與面臨的課題，加速
推動南部產業經濟政策規劃。
二、107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3篇
1、運用南部地方定錨企業優勢，協助提升區域創新之策略研究
2、南部地區發展總部經濟拓展國際鏈結之策略研究
3、南部都會發展國際區域銀髮養老產業可行性研究
(二)產官學研座談會6場次
(三)智庫諮詢會議4場次
(四)臨時交辦議題研究1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視當前產業發展及國際經濟整合趨勢課題與地方政府需求滾動
檢討，以協助南部地區產業經濟政策規劃，促進南北區域均衡
發展。

3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107 一般 05研究發 107年度產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業發展諮 台灣經濟
理
詢業務委 研究院
辦計畫

107 一般 05研究發 民生必需
行政 展規劃管 品短缺時
理
期配售準
備演習

金門縣政
府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7/02/07

5,870

一、為本部重要之產業政策諮詢溝通平臺，視諮詢議題，「跨領
域」邀請產、官、學、研等各界領袖菁英與新創代表，共同研商發
展策略。
二、107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諮詢議案規劃工作報告：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各界學者專家
意見，以「新經濟發展」為主軸，完成９項關鍵議題研析，先期提
供政策推動進展、瓶頸以及觀察。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4場次
1、製造業導入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
2、促進產業應用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
3、促進中小企業應用AI
4、AI產業化發展
(三)工作執行季報(1、4、7月)
(四)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本計畫定位在於建立政府政策溝通平台，合理蒐集產/學/
研對政策聲音與反饋，提供現行政策執行單位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嘗試提供政策強化或調整建議。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均已提供部內局處司參酌運
用。

本委辦案係
以換文方式
交付地方政
府辦理

380

一、按全動法第9條，本部為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關，
「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準備計畫」為其中一項分類計畫。
二、每年度本部依全動法以經費委辦方式指定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輪序辦理「專業項目（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
以強化地方政府演練在依據〈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辦法〉
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配供應
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金門縣政府完成辦理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並提
升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
配供應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4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財團法人
中華經濟
研究院

108/01/08

2,150

一、透過本計畫持續觀察重要農工原物料進口價格及民生物資價格
變化，並蒐集整理相關國際情勢，分析全球原物料價格走勢及變動
因素。
二、每月提交2次簡報、每季提交計畫執行進度報告並提出期中、
期末報告：
(一)2019年整體而言國際大宗原物料價格的變化，主要受供給面與
美、中貿易戰等影響。
(二)國內民生物價方面，2019年價格變動幅度超過標準範圍之查價
品項包括蛋、麵粉、糖、乳品、衛生紙等5項。其中，價格變動品
項中，以蛋、麵粉及衛生紙價格波動幅度較大；蛋主要受到氣候、
疫情及成本因素影響。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依計畫需求內容執行各項委辦工作項目的調查、研析與
報告撰提工作，成果符合預期。
二、 2020年各項基礎建設是否帶動水泥、砂石、鋼鐵等物資之
需求及影響，或是衛生紙是否持續關注等，建議可研議分析。
三、 建議日後強化對價格突有巨幅變化之民生物資之調查分
析，俾利本部掌握相關情資以為因應。

108 一般 05研究發 108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內外與中 中華經濟
理
國大陸經 研究院
濟情勢發
展與我經
貿策略規
劃

108/01/24

5,375

一、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瞬息萬變，且經濟領域涵蓋範圍廣泛，涉
及問題複雜，爰透過智庫就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完整、
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規劃。
二、108年度共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3篇
1、美中貿易戰的深層影響、展望與因應政策研析
2、中國大陸重要經濟情勢轉變及其對兩岸經貿之影響研析
3、數位經濟發展下數位治理之國際標竿參照
(二)情勢月報12期及經濟新知分享會議9場次
(三)經濟專論20則與即時性議題研究30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強化研發會做為本部總體規劃政策幕僚單位功能，對國內外及
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分析，即
時提供部次長政策建議。

108 一般 05研究發 108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際經濟整 中華經濟
理
合趨勢下 研究院
，南部產
業的衝
擊、商機
及升級轉
型研究

108/01/18

8,500

一、透過本計畫執行，瞭解南部產業發展特性與面臨的課題，加速
推動南部產業經濟政策規劃。
二、108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3篇
1、由全球主要港灣、重工業城市發展探討城市轉型策略－以高雄
為例
2、南部地區增進投資吸引力之策略研究－以高雄為例
3、從區域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探討台南再發展之策略研究
(二)產官學研座談會12場次
(三)智庫諮詢會議4場次
(四)臨時交辦議題研究1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視當前產業發展及國際經濟整合趨勢課題與地方政府需求滾動
檢討，以協助南部地區產業經濟政策規劃，促進南北區域均衡
發展。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108 一般 05研究發 重要原物
行政 展規劃管 料國內外
理
市場情勢
分析及研
究

得標單位

5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108 一般 05研究發 108年度產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業發展諮 台灣經濟
理
詢業務委 研究院
辦計畫

108 一般 05研究發 民生必需
行政 展規劃管 品短缺時
理
期配售準
備演習

澎湖縣政
府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8/1/16

6,150

一、為本部重要之產業政策諮詢溝通平臺，視諮詢議題，「跨領
域」邀請產、官、學、研等各界領袖菁英與新創代表，共同研商發
展策略。
二、108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諮詢議題規劃工作報告：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各界學者專家
意見，完成8項關鍵議題研析，先期提供政策推動進展、瓶頸以及
觀察。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4場次
1、有感小商家提振政策
2、以臺灣快速製造實力吸引國際創新與新創來臺
3、新經濟發展下之數位治理
4、智慧城市下之服務永續
(三)工作執行季報(1、4、7月)
(四)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本計畫定位在於建立政府政策溝通平台，合理蒐集產/學/
研對政策聲音與反饋，提供現行政策執行單位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嘗試提供政策強化或調整建議。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均已提供部內局處司參酌運
用。

本委辦案係
以換文方式
交付地方政
府辦理

366

一、按全動法第9條，本部為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關，
「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準備計畫」為其中一項分類計畫。
二、每年度本部依全動法以經費委辦方式指定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輪序辦理「專業項目（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
以強化地方政府演練在依據〈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辦法〉
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配供應
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澎湖縣政府完成辦理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並提
升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
配供應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6

經濟部(研發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9 一般 05研究發 109年度重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要原物料 中華經濟
理
國內外市 研究院
場情勢分
析及研究

109/01/09

2,050

一、透過本計畫持續觀察重要農工原物料進口價格及民生物資價格
變化，並蒐集整理相關國際情勢，分析全球原物料價格走勢及變動
因素。
二、每月提交2次簡報、每季提交計畫執行進度報告並提出期中、
期末報告：
(一)2020年初受COVID-19疫情影響，市場同時面臨「供給」與「需
求」雙降的窘境，多項原物料期現貨價波動劇烈，皆顯示市場的恐
慌以及難以預期後市。
(二)國內民生物價方面，2020年價格變動幅度超過標準範圍之查價
品項包括蛋、麵粉、乳品與吐司等4項。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依計畫需求內容執行各項委辦工作項目的調查、研析與
報告撰提工作，並分析疫情影響對國際原物料運輸或供需之變
化，成果符合預期。
二、 建議本研究可採分區方式(如全球、亞洲、中東、歐洲、
美洲地區等) 呈現各原物料市場價格，再細部探討重要國家市
場，更具系統性。
三、 針對重要原物料價格情勢分析，可提供更多元化、多層
次分析方法與結果，如包含產業別、地區別、供需方、商品價
格變動幅度等價格走勢分析，以增加分析深度與廣度。

109 一般 05研究發 109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內外與中 中華經濟
理
國大陸經 研究院
濟情勢發
展與我經
貿策略規
劃

108/12/31

5,200

一、面對國內外經濟情勢瞬息萬變，且經濟領域涵蓋範圍廣泛，涉
及問題複雜，爰透過智庫就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完整、
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規劃。
二、109年度共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2篇
1、全球經貿區域化發展及其影響研析
2、2020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觀察與對臺措施研析
(二)情勢月報12期及經濟新知分享會議9場次
(三)經濟專論20則與即時性議題研究40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強化研發會做為本部總體規劃政策幕僚單位功能，對國內外及
中國大陸經濟動態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之掌握及研究分析，即
時提供部次長政策建議。

109 一般 05研究發 109年度國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際經濟整 中華經濟
理
合趨勢下 研究院
，南部產
業的衝
擊、商機
及升級轉
型研究

109/02/18

8,200

一、透過本計畫執行，瞭解南部產業發展特性與面臨的課題，加速
推動南部產業經濟政策規劃。
二、109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專題研究3篇
1、南部產業跨越數位轉型鴻溝之策略研究－以高雄為例
2、強化南部內需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策略研析
3、多元國際鏈結轉型南臺灣產業的策略作法－以臺南為例
(二)產官學研座談會12場次
(三)智庫諮詢會議4場次
(四)臨時交辦議題研究1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視當前產業發展及國際經濟整合趨勢課題與地方政府需求滾動
檢討，以協助南部地區產業經濟政策規劃，促進南北區域均衡
發展。

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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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

得標單位

109 一般 05研究發 109年度產 財團法人
行政 展規劃管 業發展諮 台灣經濟
理
詢業務委 研究院
辦計畫

109 一般 05研究發 民生必需
行政 展規劃管 品短缺時
理
期配售準
備演習

彰化縣政
府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9/02/10

6,150

一、為本部重要之產業政策諮詢溝通平臺，視諮詢議題，「跨領
域」邀請產、官、學、研等各界領袖菁英與新創代表，共同研商發
展策略。
二、109年度完成以下工作項目：
(一)諮詢議題規劃工作報告：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各界學者專家
意見，上、下半年計完成10項關鍵議題研析，先期提供政策推動進
展、瓶頸以及觀察。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及議題評析報告4場次
1、疫情後之經濟變局
2、後疫情時代產業供應鏈發展
3、後疫情時代如何強化服務業韌性
4、後疫情時代臺灣產業發展擘劃
(三)工作執行季報(1、4、7月)
(四)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本計畫定位在於建立政府政策溝通平台，合理蒐集產/學/
研對政策聲音與反饋，提供現行政策執行單位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嘗試提供政策強化或調整建議。
二、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均已提供部內局處司參酌運
用。

370 一、按全動法第9條，本部為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關，
「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準備計畫」為其中一項分類計畫。
二、每年度本部依全動法以經費委辦方式指定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輪序辦理「專業項目（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
以強化地方政府演練在依據〈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給配售辦法〉
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配供應
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彰化縣政府完成辦理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演練，並提
升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執行配售工作，對有限民生必需品統籌分
配供應執行能力及驗證準備情形。

本委辦案係
以換文方式
交付地方政
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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