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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在筆者25年的公務生涯裏，從中央單位到地方基層、從都市計

畫跳躍到財務規劃管理，深刻體會財政不僅是計畫實現的基礎，更

是首長兌現政治承諾的重要保證。筆者之前曾代表臺北市政府參加

行政院「105年組團出國專題研究財政管理班」，親赴蘇格蘭愛丁

堡大學展開為期2週的實習，首次對英國在財政管理的相關作為留

下深刻的印象。

筆者何其有幸在107年12月受到「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

會」的青睞，獲頒表揚政府部門有重要貢獻之傑出人士的殊榮；首

先要感謝臺北市長柯文哲的推薦，以及基金會鄭崇華董事長、孫震

前校長、史欽泰執行長及諸位董事們的肯定與拔擢，並贊助筆者出

國考察訪問拓展視野。

本次出國考察特別選定「英系」國家及地區，除了3度造訪英

國，也選擇1867–1942年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與1841–1997年

英國統治的香港，其不僅有一脈相承的年度預算起始日，亦有一些

師承英國財政制度的影子。臺北市政府因為這幾年有財政盈餘大幅

清償過去債務，然因累積負債過高，即使努力償還了500多億元的

債務，至今仍是處於近千億元的負債狀態；反觀香港、新加坡，其

不僅沒有償還債務壓力，每年財政收支的盈餘更是被逐年累積為政

府財政儲備或國家儲備；2019年末的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席

捲全球，過去累積的財政儲備立即派上用場，也讓人民及企業遭受

的經濟壓力得到一些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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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多仰賴「稅收」，近期則納入「土

地開發」增加收入，然而城市可供開發土地資源有限，如何創造

「投資收入」是財政管理者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無論是新加坡的

GIC或Temasek Holdings以主權基金的型態在全球各地投資，或香港

從財政儲備提撥一部分成立未來基金注入一個名為「香港增長組

合」的投資組合，均是著眼於長期的投資回報。至於英國的預算責

任辦公室（OBR）提供政府預算編列依據與評估政府施政績效，及

債務管理辦公室（DMO）負責債務管理與國庫現金管理的機制均值

得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仿效。

這次能到英國、新加坡、香港三地考察訪問與蒐集相關研究報

告，進一步瞭解其在財政管理的制度設計及運作方式，然因個人學

養有限、才疏學淺，如內容上有疏漏或標註不足之處，尚祈國內外

先進不吝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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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香港公共財政

一、公共財政

公共財政係指政府的收入與支出，是政府實現經濟政策目

標、提供公共服務的主要途徑之一；當市場無法有效解決特定

經濟、環境或社會穩定與公平問題時，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財政

就必須對市場經濟體制進行調解，對公共服務資源進行合理配

置。

(一) 公共財政之管理

香港《基本法》1 內訂明政府管理公共財政之原則。其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

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06條）；「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107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別行

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

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第108條）；並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

算；行使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之職權。」（第73條）。

香港長期以來均致力於維持低稅率及簡單稅制，奉行審

慎理財以履行基本法之規定，並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徵稅，是

具吸引力的世界級經商之都。同時透過《公共財政條例》貫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香港基本法》或《基本法》，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文件，自1997年7月1日起，取代了殖民地時期《英皇制誥》

及《皇室訓令》的地位，確認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辦法、權力和責任及其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的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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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基本法》規定，明訂一套控制及管理香港公共財政的制

度，清楚界定立法和行政機關各自的權力與職能。財政司司

長每年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向立法會提交周年收支預算，

預算以中期預測為基礎，並確保充分顧及香港經濟的長遠趨

勢。政府部門的開支不可超過預算內所列明的金額，並只能

用於立法會所批准之用途。如部門在該財政年度內有需要修

改開支預算而動用更多款項，必須先獲得立法會或當局授權

批准。

特區政府透過「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與多個根據《公共

財政條例》設立之基金進行財政管理。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主

要處理各部門之日常收支，係提供資源給政府財務活動的主

要機制；而各個基金則是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9條由立

法會決議通過，為資助特定事務而設立，有其特定用途，並

由政府依需要把資源從該帳目轉撥到前開基金。這些基金包

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資本投資基金、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

金、賑災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土地基金、貸款基金、獎

券基金和債券基金。

政府收入和政府開支是指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和上述8個

基金（不包括債券基金）的總收支，而政府財政儲備則包括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這8個基金的累積結餘。

(二) 編製財政預算之程序

編製財政預算首先是資源分配工作，財政司會草擬下一

個財政年度之政府開支及收入預算。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規定，財政司司長每年須向立法會提交周年2 收支預算，通

常於每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撥款條例》草案及政府的開支

預算供立法會審閱，在立法會會議席上發表財政預算案演

2 香港財政年度係每年4月1日起至翌年3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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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概述政府的財政建議。《撥款條例》經過三讀制定，預

算開支即獲批准，開支預算以《撥款條例》所規定的撥款額

為限；而財政司司長向立法會提交《撥款條例》草案時，也

會同時宣布收入方面之新建議。不過，財政司司長亦可於其

他時候提出收入方面的建議，如同我國政府預算追加減的程

序。

(三) 財政中期預測

政府每年提交財政預算案時均會準備一份中期預測，這

是一項5年的收支預測，政府根據5年滾計的中期收支預測

管理財務，並按照這項預測推算政府的綜合財政狀況。收入

方面的推算反映政府之財政政策、經濟概況展望及估計的收

款情況；開支方面的推算則會考慮到政府服務供給及需求方

面預期的增長。政府管理公共財政最重要的原則是政府開支

的增長在一段期間內不得超越整體經濟的增長；財政司司長

每年提交立法會審查的財政預算案，便是根據中期預測而制

定，以確保充分顧及前開原則及香港經濟的長遠趨勢；中期

預測並非一份工作藍圖，而是作為基線，用以衡量進度及評

估是否須進一步採取行動。

(四) 財務狀況

以2018/19財政年度財務狀況為例，政府收入為5,998億

港元，開支為5,318億港元，政府於該年度取得680億港元

盈餘；截至 2019年3月底，財政儲備累積結餘為11,709億

港元。公共開支包括政府開支及營運基金和房屋委員會的開

支，2018/19財政年度經營開支增加17.2%，政府整體開支

亦增加14.2%。預估2019/20財政年度的經營開支會進一步

上升15.4%，體現政府善用資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決

心；在直至2023/24財政年度的中期預測這5年期間，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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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將占本地生產總值達22%。預計到該財政年度終結，財

政儲備可達到11,616億港元。

香港近3年政府收支及財政儲備

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

(五) 財政收入

香港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利得稅、薪俸稅、投資回報及來

自土地交易的收入；其他重要收入來源包括差餉、物業及股

票買賣印花稅、博彩稅、政府服務的各項收費及若干指定商

品的稅款。

香港本身為自由港，對進口貨物並無課徵關稅，惟有數

類在香港使用之貨品，無論係從外地輸入或在本地製造，均

須課稅；根據《應課稅品條例》這些應課稅品為煙草、酒精

濃度高於30%之酒類、甲醇、飛機燃油、汽油及輕質柴油；

所有輸入、輸出、製造或儲存這些貨品的商戶，均須領有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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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是政府根據房地產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3 

乘以一個百分率所徵收的稅項。簡言之，應課差餉租值是預

期物業全年可獲得的合理租值；應課差餉租值每年隨市值租

金的變動作全面重估；目前的差餉徵收率為5%，是政府一

個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

地租是在新土地契約的批租年期內或無續期權土地契

約的續期年期內4，向政府繳納的租金；這項租金每年按物

業應課差餉租值的3%徵收，並隨應課差餉租值的變動而調

整。

博彩稅是向賽馬博彩投注所得毛利、六合彩收益及合法

足球博彩投注所得毛利徵收的稅項。本地賽事的賽馬博彩稅

按毛利以72.5%至75%的累進稅率課稅，越洋轉播海外賽事

的賽馬博彩稅則按毛利以72.5%的單一稅率課稅；六合彩稅

率為收益的25%；而足球博彩稅率為毛利的50%。

遺產稅是身故者在香港遺下的財產徵收稅項；香港自

2006年2月11日起已取消遺產稅，在該天或之後去世的人士

遺產無須繳付遺產稅。

涉及不動產轉讓、租約及股份轉讓的各類文件，均須繳

納印花稅。

就入息及盈利徵收的直接稅根據《稅務條例》徵收。香

港實行分類稅制，納稅人按「營業利潤」、「薪俸」及「物

業收入」等3種不同入息來源接受評稅。此外，個人可按

《個人入息課稅辦法》將從各來源所得的總入息合併計算課

3 應課差餉租值是物業在某一指定日期估計可取得的全年市值租金。每年由差餉物業估

價署重估全港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使估值更能反映最新的租金水準。
4 在1985年5月27日或之後批出的土地契約，以及原沒有續期權利而獲得續期的土地契

約，均須在1997年7月1日起向政府繳納地租。後者包括在1997年6月28日續期的新界

和九龍界限街(Boundary Street)以北地區的所有土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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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利得稅根據《稅務條例》徵收，是向在香港經營行業、

專業或業務而獲得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潤之公司所徵

收稅項。只有在香港本地經營行業、專業或業務所得的純利

才需繳納利得稅，非有限公司的營業利潤按15%的稅率繳納

利得稅、有限公司則繳納16%的利得稅。由2018/19課稅年

度起，非有限公司的200萬港元以內利潤按7.5%的稅率繳納

利得稅，之後利潤則按15%徵稅；而有限公司的利潤則相應

按8.25%及16.5%的稅率繳納。應評稅利潤係按課稅年度內有

關會計年度所賺的利潤評算。由有限公司支付之股息無須預

扣稅款，而從有限公司收取之股息亦可豁免繳稅。

薪俸稅是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之入息所徵收的稅項；

薪俸稅按累進稅率計算，減去扣除及免稅額後之入息，以每

5萬港元的稅階（由2018/19課稅年度開始）分別徵收2%至

17%不等的稅款，但稅款總額不得超過未減去免稅額前入息

的15%。夫妻入息採分開申報及評稅，若夫妻任一方免稅額

高於其收入，或分開評稅會使夫妻合計繳納之薪俸稅額增

加，則可選擇合併評稅。

物業稅是向香港土地所有權人及樓宇業主徵收的稅項，

稅額是按實際所收租金扣除20%的維修保養及支出免稅額

後，再以標準稅率15%計算。在香港營業的有限公司，其名

下物業均可豁免物業稅，但來自物業的利潤則須繳納利得

稅。

政府的其他收入來自汽車首次登記稅、飛機乘客離境

稅、罰款、沒收及罰金、專利稅及特權稅、從物業、投資及

土地交易所得的收益，及政府公用事業。此外，部分收入來

自提供各類貨物與服務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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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府帳目審計

審計署署長及其屬下人員負責審核所有政府帳目。此

外，審計署署長也負責審核香港房屋委員會、外匯基金、5

個營運基金及60多個其他基金的帳目。審計署的工作包括衡

量「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審計，即查核各政府部

門和個別受資助機構之節約程度、效率和效益。

《核數條例》就審計署署長的職責和權力作出規定，

明訂署長毋須聽命於任何人士或機構或受其控制5。審計署

署長每年10月須向立法會主席提交政府上個財政年度財政

報告所作的審計報告。此外，署長亦會於每年4月和10月

提交兩份「物有所值」審計報告書（Value-for-Money Audit 

Report）；報告書提交予立法會主席後，立法會的政府帳目

委員會即就報告書展開研究。

二、財政狀況

檢視過去30年香港的財政狀況，只有出現6年的財政赤

字，其中2000至2003年因亞洲金融風暴及SARS疫情就包辦了

連續4年財政赤字。

5 香港的《核數條例》於1971年12月制定，具體界定核數署署長的委任、任期、職責

及權力，並就政府帳目的審計和報告訂定條文。根據該條例，核數署署長是政府帳目

的外部審計師，享有廣泛權力，可查閱政府部門的記錄，也可要求任何公職人員作出

解釋，以及提供他認為執行職務所需的資料。在根據該條例執行職責和行使權力時，

核數署署長毋須聽命於任何人士或機構或受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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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30年財政盈餘及赤字

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2014年曾計算香港未來的財政

狀況，如按其假設的「基準情況」，香港的財政開支將會每年

增長5.3%，收入則每年增加4.5%，按此基準假設，開支將會

慢慢追過收入6，香港將在2029年面對結構性財政赤字，並在

2041年就會用罄所有的財政儲備。

6 政府估算香港會在2029年出現財政赤字，係以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2.8%，

再以每年增長4.7%計算政府收入；開支方面，則假定教育、社會福利和衞生的現行政

策與服務維持不變，其它開支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亦不變，隨著人口變化和通貨膨

脹，政府每年總開支增幅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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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政收支推算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第一期）

香港學者指出財政赤字出現的主因在於人口老化，政府收

入減少、開支增加，因利得稅與薪俸稅非最主要收入，所以勞

動人口下降並非最大問題，反而人口老化導致社會福利與醫療

開支大增，才是長遠財政應注意的地方。解決財政赤字只有

「開源節流」，要開源就只能選擇政治阻力最少的措施著手，

利得稅與薪俸稅一加稅就會引發全港市民群起反對，反而增加

印花稅或博彩稅阻力較少，並建議參照外國經驗，政府可增加

市民捐款予社福與慈善機構的退稅額，如此會鼓勵更多人捐款

予社福機構，到頭來反而能減少政府社會福利開支的負擔。

三、政府帳目結構

香港現行的公司利得稅及標準稅率分別為16%及15%，相

對國際而言是屬於低稅率；政府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保持政

府小規模及高效率，確保政府稅收不會占用私營機構過多資

源，政府不僅會將公共開支的增長率控制在中期經濟增長率以

內，在制定預算案時也會秉持量入為出原則，保持收支平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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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足夠的財政儲備應付嚴峻的情況。

香港政府透過多個基金帳目來管理財政，政府一般收入帳

目主要處理各部門的日常收支；另有8個基金用於管理投資或

支付非經常性開支及政府貸款，分別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資

本投資基金、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賑災基金、創新及科技

基金、土地基金、貸款基金及獎券基金。

(一)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公務計畫、徵用土地、非經常資助

金、主要系統和設備、電腦化計劃，及贖回土地交換權力提

供資金；收入主要來自地價收益。

(二) 資本投資基金

資本投資基金用以支付政府的資本投資，例如挹注機場

管理局、九廣鐵路公司及地鐵有限公司的資本，即在香港房

屋管理委員會作出的資本投資；收入主要來自政府一般收入

帳目的撥款及投資所得的股息。

(三) 公務員退休儲備基金

公務員退休儲備基金屬儲備性質，萬一一般政府收入帳

目未能支付公務員退休金，政府即可從該儲備基金撥款支

付；收入來自投資收益。

(四) 賑災基金

賑災基金提供予人道援助所需的款項，幫助香港以外地

區的災民；收入主要來自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撥款和投資收

益。

(五) 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新及科技基金為有助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項目提供

資金，當中包括提升創新科技水平的項目，及改良和發展業

務的項目；收入主要來自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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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基金

土地基金於1997年7月1日成立，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土地基金前受託人所持有的投資項目正式撥入政府帳目

內；收入來自投資收益。

(七) 貸款基金

貸款基金為購屋貸款和學生貸款等計畫提供資金；主要

收入來自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撥款、償還的貸款及貸款利

息。

(八) 獎券基金

獎券基金以補助和貸款方式資助福利服務；主要收入來

自廣受歡迎的六合彩獎券的部分收益。

四、港府2019/2020預算案

(一) 政府總收入及開支

2019/20年度政府總收入預計為6,261億港元。入息7 及

利得稅預計為2,359億港元；地價收入預算為1,430億港元，

較2018/19年度修訂預算上升23.3%；印花稅收入預算為760

億港元，較上年度修訂預算下跌5%。經營開支預計為5,015

億港元，按年增加15.4%，即669億港元，主要涉及去年關

愛共享計畫的112億港元開支；經常開支占經營開支超過八

成，為4,410億港元，按年增加9%，即363億港元。

7 入息是指香港公民應繳納的個人收下課稅，在境外商業中指的是收入繳稅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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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政府總收入及開支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2019/20年度的香港財政預算案，預算總收入6,261億

港元比總開支6,078億港元為多，表面上帳面預算仍有盈餘

183億港元，讓市民以為香港的公共財政非常穩健，符合量

入為出的理財原則。然而，如果仔細看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2019/20年度預算實際上是「赤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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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財政預算綜合摘要

資料來源：財政司 (2019) 2019-2020年度政府總收支

從上表可得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收入為4,702.23

億港元，開支為5,087.21億港元，反映赤字預算為-384.98

億港元，然而如加計各基金之間的轉撥479.26億港元，便可

將赤字預算變為盈餘+94.28億港元。這479.26億港元的轉撥

大部份來自隔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550億港元轉撥。

透過轉撥的財政手法即可以把帳面轉赤為盈，避免政府有違

反《基本法》第107條之虞。 

2019/20年度的經常開支預算中，教育、社會福利和醫

療衞生共占約六成，即超過2,500億港元。最近5年，這3個

範疇的經常開支累積增幅高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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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衞生共占經常開支預算約六成

資料來源：2019至20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附錄

(二) 多元經濟

1. 金融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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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首批政府綠色債券，推動綠色金融發展

 研究建立有限合夥制度和提供稅務安排，吸引私募基金

來港成立和營運

 推動與其他地區的基金互認安排，擴展本港基金產品的

銷售網絡

 為海事及專項保險業務提供稅務優惠，另發行保險相連

證券更便利

 推行以「轉數快」繳交政府帳單及付款

 發出虛擬銀行牌照

 在今年中成立金融學院，培育金融業領袖人才

 為財務匯報局提供4億港元種子基金，並寬免新規管制

度實施後首2年徵費

2. 旅遊業

 撥款3億5,300萬港元，繼續落實《香港旅遊業發展藍

圖》

3. 創新科技

 預留55億港元發展數碼港第五期，容納更多科技公司和

初創企業

 預留160億港元供大學增建或翻新校舍設施，尤其是科

研設備

 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研究基金注資

200億港元，提供研究經費

 推展2個專注「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和「醫療科技」

的創新平台，匯聚世界頂尖院校及機構進行研發合作

 推行20億港元「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擴大科技園公司「科技企業投資基金」至2億港元

 撥款8億港元支持大學、重點實驗室及工程技術中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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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研及研發成果轉化

 把「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每所大學資助上限倍

增至800萬港元

 提高「研究員計劃」下研究員每月津貼，吸引本地畢業

生投身創科行業

 延長「博士專才庫」及「研究員計劃」的資助期上限

4. 創意產業

 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港元

 啟動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計劃的工程

5. 專業服務

 撥款1億5,000萬港元，支持非政府機構開發國際爭議解

決網上平台

6. 建造業

 推動工程監督系統數碼化，提升工務工程監管水平和效

率

 推行「建造業2.0」，改善生產力、素質、安全及對環

境的影響

 升格發展局轄下的項目成本管理辦事處，加強工務工程

成本管理

 為「主要項目精英學院」預留首3年共4,000萬港元的運

作經費，提升公職人員推展工務工程項目的能力

7. 國際航運中心

 研究稅務和相關措施，吸引船舶融資公司進駐，發展船

舶租賃業務

 寬免海事保險業務一半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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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經濟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三) 利民紓困/支援企業

1. 利民紓困

 2018-19課稅年度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寬減75%，上

限2萬港元

 2018-19課稅年度利得稅寬減75%，上限2萬港元

 寬免2019-20年度4季差餉，每戶每季上限1,500港元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的人

士發放額外1個月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和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會作出若干安排

 一次性提供額外1,000港元長者醫療券金額，累積上限

提高至8,000港元

 向有需要學生發放一次性2,500港元津貼

 為2020年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2. 支援企業

 寬免2019-20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把「科技券計劃」恒常化，企業資助上限倍增至40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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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注資10億港元，擴大資助地域範圍及提高企業資助上限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

期至2020年6月底

 積極拓展自由貿易協定、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及全面

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網絡

 積極拓展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網絡，加強對外推廣，

為香港企業開拓商機

利民紓困/支援企業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四) 宜居城市

1.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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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留100億港元作為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確保公營

醫療服務有穩定資源及可應付不時之需

 預留50億港元，加快更新或添置醫療設備

 增撥4億港元經常性資助，擴增藥物名冊

 向醫院管理局增撥超過7億港元經常性資助，用以提高

士氣，挽留人才

 撥款12億港元成立香港基因組中心，促進基因組醫學應

用和發展

 繼續進行2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加強醫護人手培

訓和推動基層醫療服務

2. 文化藝術

 撥款1億7,600萬港元，未來5年舉辦大型世界級表演藝

術節目和加強社區藝術活動

 撥款2,000萬港元，推行電影菲林（Film）數碼化工

作，保育香港電影

 增撥5,400萬港元經常性資助，支持藝團的運作

3. 體育

 向「香港運動員基金」注資2億5,000萬港元，支持運動

員體學雙軌發展

 未來2年撥款約1億港元支持60個體育總會的工作

4. 城市建設

 預留60億港元優化海濱

 撥款6億港元，分階段翻新240所公厠

 設立2億港元的「城市林務發展基金」，加強護理樹木

的公眾教育和推廣，提升樹藝及園藝業的專業水平和吸

引人才

5.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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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1億2,000萬港元，擴大政府停車場電動車公共充電

網絡，並研究在路旁停車位安裝充電器

 增撥10億港元，讓政府部門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

6. 智慧城市

 預留3億港元發展地理空間數據共享平台，以及推出全

港三維數碼地圖

 分批指配及拍賣頻譜，為發展5G作準備

宜居城市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五) 土地房屋

 公營房屋︰預計未來5年建屋量約100,400個單位

 私人住宅︰預計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應約93,000個

單位；初步估計未來5年每年平均落成量約18,800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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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年度私人房屋土地潛在供應可興建約15,500個單

位

 2019-20年度推出7幅商業/酒店用地，可提供約814,600平

方米樓面面積

 預留20億港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

 預留220億港元，推展首批採用「一地多用」發展模式的

政府項目

土地房屋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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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關愛社會/培育人才

1. 關愛社會

 撥款200億港元購置60個物業，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

 獎券基金撥款2億港元，為社福機構提供無線上網服

務，鼓勵使用科技產品提升服務

 增加500個安老院宿位和300個資助日間護理名額，以

及推行試驗計劃，為私營院舍提供外展服務，合共涉及

13億6,000萬港元經常開支

 加強康復服務，包括增加服務名額、支援中心及相關人

手，涉及2億9,000萬港元經常開支

 增撥約12億9,800萬港元加強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服

務，包括把中學的社工人手增至「一校兩社工」

 向「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8 注資1億5,000萬港元

2. 培育人才

 撥款5億港元在未來3個學年推行「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

劃」，向每所資助中學提供100萬港元，提升學生資訊

科技基礎

 撥款2億港元擴大「建造業學徒計劃」和提高學員津

貼，鼓勵工人進修

8 伙伴倡自強是香港民政事務總署於2006年起推行的社區協作計劃，目的是配合扶貧委

員會有關地區為本的扶貧紓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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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社會/培育人才

資料來源：2019 - 20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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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財政儲備

香港政府當局指出財政儲備的作用是應付政府的運作需要、抵

銷經濟周期回落時出現的任何財政赤字，或應付緊急的突發事件，

例如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財政影響的區內或世界大事。由於香港

以「貨幣發行局」9（Currency Board）制度來維持貨幣穩定，根據

政府的政策，財政儲備的另一作用，應該是在出現無法預見的情況

時，用以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

香港歷年財政儲備統計表

財政年度

政府

收入總額

（百萬元）

政府

開支總額

（百萬元）

發行/(償還)

政府債券及票據

（百萬元）

盈餘/

（赤字）

（百萬元）

年終

財政儲備

（百萬元）

2018-19 599,774 531,825 - 67,949 1,170,883

2017-18 619,837 470,863 - 148,974 1,102,934

2016-17 573,124 462,052 - 111,072 953,960

2015-16 450,007 435,633 - 14,374 842,888

2014-15 478,668 396,183 (9,688) 72,797 828,514

2013-14 455,346 433,543 - 21,803 755,717

2012-13 442,150 377,324 - 64,826 733,914

2011-12 437,723 364,037 - 73,686 669,088

2010-11 376,481 301,360 - 75,121 595,402

2009-10 318,442 289,025 (3,500) 25,917 520,281

2008-09 316,562 312,412 (2,700) 1,450 494,364

2007-08 358,465 234,815 - 123,650 492,914

2006-07 288,014 226,863 (2,550) 58,601 369,264

2005-06 247,035 233,071 - 13,964 310,663

2004-05 238,197 242,235 25,394 21,356 295,981

2003-04 207,338 247,466 - (40,128) 275,343

2002-03 177,489 239,177 - (61,688) 311,402

2001-02 175,559 238,890 - (63,331) 372,503

2000-01 225,060 232,893 - (7,833) 430,278

1999-2000 232,995 223,043 - 9,952 444,254

1998-99 216,115 239,356 - (23,241) 434,302

1997-98 281,226 194,360 - 86,866 457,543

9 貨幣發行局（Currency Board）是固定匯率制的一種，即固定本國貨幣與某特定外幣之

匯率，並嚴格按照既定兌換比例，使貨幣發行量隨外匯存儲量聯動的貨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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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財政儲備係存放於外匯基金；財政司司長在《1998/99財

政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中宣布，由1998年4月1日起將財政儲備

的回報與整個外匯基金的回報掛鈎。本次考察適逢財政司陳茂波司

長於2月27日在立法會公布新年度（2019/20）財政預算案；預算

案包括多元經濟、利民紓困、宜居城市、土地房屋、政府收入開支

和預算部分。鑑於市民和工商界對香港經濟前景感到憂慮，新年度

預算案大方向為「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連同配合

《施政報告》各項措施的撥款，這份財政預算案預備動用的新資源

約1,500億港元，亦預留資源作多項用途。政府在2018/19年度估計

將有盈餘587億港元，預計至本財政年度終結（2019年3月底）的

財政儲備將達1兆1,616億港元。

上開1兆1,616億港元財政儲備是特區政府可以隨時動用的財

政資源，它是多年來財政收入高於開支所累積的成果。事實上，

香港的財政儲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直徘徊在210至250億港元

水準，直至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房地產景氣進入蓬勃時期，帶動

政府相關收入大增並持續出現盈餘，財政儲備方開始顯著增長。

進入九十年代初期，財政儲備已累積至逾700億港元。1997年回歸

中國，土地基金一次為財政儲備注入1,970億港元，連同該財政年

度809億港元的財政盈餘，讓1997/98財政年度財政儲備從前一年

的1,736億港元飆升至4,575億港元的新高。然而，其後的亞洲金融

風暴、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及2003年SARS疫情，造成連年的政府

財政赤字，財政儲備在2003/04財政年度曾一度較紀錄最高減少逾

1,800億港元至2,753億港元。

其後持續的經濟復甦始帶動財政儲備水平重建，至2007/08財

政年度，財政儲備以4,929億港元超越紀錄；即使2008-09二年遭逢

歐美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亦未對特區政府財政造成實質衝擊，財政

儲備在2010/11財政年度持續增至5,91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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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陳茂波司長在2019/20年度預算案表示預計總收入為

6,261億港元，包括：入息及利得稅收入預算為2,359億港元，地價

收入預算為1,430億港元，較上年度修訂預算上升23.3%，印花稅

收入預算為760億港元，較上年度修訂預算下跌5%。此外，經營開

支預計為5,015億港元，按年增加15.4%，即669億港元，主要涉及

去年關愛共享計劃的112億港元開支。經常開支佔經營開支超過八

成，為4,410億港元，按年增加9%，即363億港元。而2019/20年度

從房屋儲備金回撥的212億港元，預計該年度會取得168億港元的

綜合盈餘。財政儲備至2020年3月底預計為1兆1,784億港元，相當

於香港生產總值39.4%。

一、房屋儲備金

前任財政司曾俊華司長在2014年12月宣佈，將2014年政

府財政儲備的全部投資收益，即約270億港元撥入新設立的

「房屋儲備金」，並由金管局負責投資，以支持公營房屋發展

及相關基礎建設需求，在財政上全力配合未來10年公營房屋供

應目標10。

儲備金目前累積存款已有824億港元，並獨立於財政儲備

之外，這項基金的餘額持續增加，卻一直無具體的動支部署，

近年實際效用備受質疑；另一方面，香港房屋委員會未來幾

年的預測結餘均會超過400億港元，在可見將來無須動用儲備

金。因社會上對於房屋儲備金獨立於財政儲備之外，未能全面

反映政府財政狀況經常有意見，所以香港政府打算將房屋儲備

金逐年回撥至財政儲備，同時在財政儲備預留相同的額度作為

公營房屋發展之用，以表明對發展公營房屋的承擔不變。然為

10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29萬個單位，包括20萬個出

租公屋單位和9萬個資助出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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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一次回撥過多致使單一年度政府帳目所反映的財政狀況遭

扭曲，故規劃自2019/20年度起分4年將房屋儲備金回撥至財

政儲備中。

二、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前任財政司曾俊華司長在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宣布政

府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研究如何在公共財政上為人口高齡化及政

府其他長遠的財政承擔作出更周全的規劃；工作小組的目的是評估

在現行政策下長遠公共開支的需求，及政府收入的變化，並參考外

國相關經驗，建議可行的措施。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2013年6月成立，由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常任秘書長（庫務）領導；除官方委員外，工作小組的非官方委

員包括學者及專家，並於經濟、會計、財務和精算等專業界分別具

備豐富經驗及廣博知識。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已就香港的公共財政完成財政可持續

性評估，並於2014年3月3日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未來人口迅速老

化，其老化速度較許多其他經濟體為快，將影響生產總值（GDP）

增長、政府收入及開支；報告顯示，2014年，65歲以上年齡組

別佔總人口比例為15%，但至2041年，65歲以上人口將會上升至

30%，老年人口撫養比增至49.7%；醫療衞生服務和安老服務在政

府開支及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都會增加。

報告並預測至2041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

2.8%，至2041年政府收入為14,070億港元；而政府屆時的開支，

因應服務水平而有不同增長；報告假設在2013/14年度至2041/42

年度有關服務僅按人口變化和價格變動調整，而服務水平不進一步

提升（即在現有服務水平條件下），工作小組推算政府開支將按每

年5.3%的趨勢增長上升。假如因服務水平提升，而准許相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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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上升1%、2% 或3%，則政府開支的趨勢增長分別為每年6.0%、

6.7% 或7.5%。亦即開支情況介乎17,000億港元至29,490億港元，

故此時的香港財政將呈現政府開支遠超過政府收入之情形。

過去十年香港實質生產總值的趨勢增長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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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步伐預期將會減緩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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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令政府開支增加（一）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人口老化令政府開支增加（二）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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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準經濟情境的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之收支推估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在基準經濟情境的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情況下之收支推估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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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準經濟情境的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情況下之收支推估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在基準經濟情境的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下之收支推估

資料來源：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2014年3月3日）



�� 財政儲備、預算責任及債務管理之探討

三、未來基金（Future Fund）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推

算，以及經濟增長和政府開支各方面的趨勢預測，在2014年

3月提交了香港公共財政持續性的評估，並闡述香港公共財政

將面對的中長期挑戰。根據工作小組報告的長遠推算，政府的

短、中期整體財政狀況依然穩健，即使政府維持當時的服務水

平，但若政府的開支增長持續地超越本地生產總值和收入的增

長，結構性財政赤字可能將於未來10年間出現。

香港特區政府為因應人口老化及經濟增長放緩所導致的可

預見長遠挑戰，引入了一系列財政措施，「未來基金」為其

中之一。考量香港係屬於成熟的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上，除非

能找到新的增長點，否則隨著人口老化帶動公共開支增加，

當政府收入增長比不上開支增加時，未來香港將會出現結構性

財政赤字，爰於2015年2月25日由前任財政司曾俊華司長透過

《2015/2016財政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宣布將設立「未

來基金」（Future Fund），作為長期投資用途，以爭取高回報

的利益，並增強香港政府之財政可持續性。當香港政府財政儲

備降至不足半年的公共開支時，就會啟動預警，香港政府需要

就此進行「債務融資」或「資產證券化」，最後才會考慮動用

未來基金。動用未來基金須經立法院批准，甚至中斷未來基金

至少10年的存放期，以解公共支出的燃眉之急。

「未來基金」顧名思義是為了未來而設立，而基金內的財

政資源則以專款專案專用的方式，將未來要進行之投資在目

前先儲備起來；香港財政儲備相當雄厚，依據《基本法》所訂

下之「量入為出」原則，極少動用歷年累積盈餘。長遠財政

計畫工作小組建議將2,197億港元土地基金結餘撥予「未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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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作為其首筆資金，往後每年則將25%至33%（因應每年

財政狀況及社會需要再決定比率）香港政府財政盈餘注資入

「未來基金」。依據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資料顯示，「未來

基金」包含：（1）土地基金的2,197億港元結餘作為首筆資

金，以名義帳目的方式持有；（2）政府的恆常注資，財政司

司長每年可決定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以名義帳目的方式轉撥至

「未來基金」；及（3）「未來基金」的投資收入，每年將複

合計算。至於「未來基金」的管理和運用，仍然受土地基金決

議及《公共財政條例》所規範，若政府要動用「未來基金」，

仍須按現行法規提交立法會批准。

「未來基金」是長遠儲蓄計劃，不可在2025年12月31日

前提取使用。除非遇上緊急情況，當政府預計「營運及資本儲

備」可能將降至相當於6個月政府開支水平，而財政司司長認

為有需要提取「未來基金」之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可向金管局

作出指示，提早結束「未來基金」全部或部分存放於外匯基金

的投資。有關款項將由「未來基金」於合理時間內分別轉撥至

土地基金及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至於細節，則須與金管局商

議。

設立「未來基金」並非解決全部問題之對策，但確實可緩

減下一代的財政壓力；雖然基本理念很好，然在操作上卻面臨

一些爭議；一個明顯的現實問題是「未來基金」係要儲蓄作為

將來之用，當儲蓄上升就無可避免會使得當前的消費降低，在

預算案中也表明未來盈餘一部份有可能撥歸未來基金，亦即未

來的「派糖」（紅利）措施會因而減少，市民對此做法存有疑

問；至於如何界定「未來基金」之合理儲備量，也是另一個受

爭議之處，加上「未來基金」是一種專案式的儲蓄，自然也侷

限了政府開支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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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16年設立未來基金，首2年的綜合投資回報率分

別為4.5%及9.6%。為了進一步善用未來基金，財政司將會邀請

幾位資深財經界人士，就基金的投資策略和組合作出建議，並

研究如何作更多元化投資，在爭取較高回報的同時，鞏固香港

作為金融、商貿和創科中心的地位，長遠提升香港的生產力和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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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加坡政府投資機構

新加坡有二大政府投資機構－淡馬錫投資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欲瞭解二家公司之間的

差異，可以從管理新加坡儲備金的三家機構談起：（1）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成立於1971

年，為扮演新加坡中央銀行角色之法定機構，負責管理新加坡外匯

存底；（2）Temasek Holdings－成立於1974年，為新加坡獨立初

期所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以商業原則持有、管理資產及投資；

（3）GIC－成立於1981年，負責管理政府儲備金，包括自獨立以

來所累積之財政盈餘。MAS、Temasek Holdings和GIC皆為獨立機

構，其各有不同的任務及管理團隊。

一、淡馬錫投資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一) 概述

新加坡於1959年從英國取得完全自治權，特別是自

1965年從馬來西亞分離獨立成為新加坡國，可完全掌握國

家主權及經濟發展；剛誕生的新加坡政府第一要務是創造就

業機會、減輕就業壓力，因此，新加坡採取以政府為主導，

大力發展勞力密集型製造業的經濟方針。當時新加坡的一些

基礎產業，如交通運輸、造船業等都是由政府主導興辦的國

有企業，這類企業被認為與國家有關聯的企業，簡稱「國聯

企業」。

新加坡政府認為其職責係「管理經濟」，而非管理商務

公司；為帶動新加坡的策略性產業投資，提升國聯企業的獲

利水準與長期競爭力，故於1974年成立Temasek Holdings接

管政府持有的35家企業，其雖為新加坡財政部擁有1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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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國家投資控股公司，但本質上卻是完全地市場化運作。

成立之初，Temasek Holdings從新加坡財政部所移轉之投資

組合共有35個標的11，淨值合計3.54億新元；當時新加坡政

府所持有的國聯企業包括飛禽公園，酒店，製鞋商，洗滌劑

生產商，改建為修船業的海軍造船廠，一家新興航空公司以

及一家鋼鐵廠；其中一些企業至今仍是Temasek Holdings的

投資組合公司，包括星展集團、新加坡航空公司及新加坡動

物園。

「政企分離」明確區分了政策制定者與企業所有者之間

的權力與職責，財政部專注扮演決策及監管的核心角色，

Temasek Holdings負責管理新加坡政府持有的國有企業，同

時肩負以商業化資本運作培育有獨立經濟能力本土企業之政

策目的。

Temasek Holdings是一間在新加坡註冊成立，擁有全球

投資組合的投資公司，並依據《新加坡公司法》的規定進

行運營及管理投資，與任何其他商業公司一樣，Temasek 

Holdings擁有自己的董事會和專業的管理團隊；作為商業投

資控股公司，需向稅務機關繳納稅款，並分別向其股東分派

11 35個標的包括：Acma Electrical Industries Ltd 、食益補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遠東化

學工業有限公司、 新加坡發展銀行有限公司、Instant Asia Cultural Shows Pte Ltd、新

加坡保險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裕廊飛禽公園私人有限公司、裕廊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裕廊造船私人有限公

司、裕廊船廠私人有限公司、Metrawood Pte Ltd、明閣酒店有限公司、三菱新加坡重

工業私人有限公司、National Engineering Services Pte Ltd、National Grain Elevator Ltd 

、 新加坡大眾鋼鐵廠有限公司、海皇輪船有限公司、Primary Industries Enterprises Pte L

td、勝寶旺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port Duty-Free Emporium 

Pte Ltd、新加坡纜車私人有限公司、Singapore General Aviation Service Company Pte 

Ltd、新加坡國立印務館私人有限公司、Singapore Offshore Petroleum Services Pte Ltd、

Singapore Textiles Industries Ltd、Singapore Treasury Building Pte Ltd、新加坡動物

園、Singmanex Pte Ltd、Sugar Industry of Singapore Ltd、聯合工業有限公司與United 

Vegetable Oil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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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因其係由新加坡財政部100%出資設立，故仍直接或

間接受到新加坡政府之監督。此外，Temasek Holdings係為

《新加坡憲法》第五附表12 機構，具有憲法地位，同時依據

《新加坡公司法》第50章13 規定屬享有豁免權之私人公司，

與一般私人公司仍有差異。

Temasek Holdings持有所管理資產，並獲授予信貸評

級，亦發行國際債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及

標普全球評級公司（S&P）對其整體信用等級分別為Aaa / 

AAA。投資資金主要來自投資組合所派發股息、脫售資產所

得及商業借貸，包括發行債券等。由於Temasek Holdings投

資期限靈活及致力於從投資中獲得最大長期報酬，在投資策

略方面，較GIC顯得更為積極活躍。

Temasek Holdings創始資金總值僅3.54億新元，截至

2019年主權基金資產排名為世界第9名，其資產規模已高

達3,753.8億美元，投資遍布亞洲、美洲、歐洲、澳洲、非

洲等各大洲，主要仍集中在新加坡（29%）和其他亞洲地區

（40%）。

12 關於《新加坡憲法》第五附表機構的某些監管事項必須獲得新加坡總統的同意，包括

任免董事會成員和首席執行長，及提取現任政府任期之前所累積的儲備金予機構。第

五附表所列的法定機構及政府公司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負責管理新加坡政府

的儲備金）、中央公積金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建屋發展局和裕廊鎮管理局。
13 《新加坡公司法》第50章規定，享有豁免權的私人公司不得擁有超過20位股東且其股

權不得由任何公司持有，並且無需向公共註冊部門申報其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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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主權基金世界排名

資料來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6617/sovereign-wealth-funds-

worldwide-based-on-assets-under-management/

(二) 經營概況

作為一個商業性投資公司，Temasek Holdings將其定位

為「積極的投資者與股東」，依據商業原則管理投資，並採

取由下而上（Bottom-Up）之投資策略。Temasek Holdings投

資範圍聚焦於轉型中之經濟體、增長中之中產階級、強化相

對優勢、新興之龍頭企業等四大主題，並注重投資標的之內

在價值，將投資組合集中於少數資產之靈活性，藉以達成提

供其唯一股東（財政部長）14 長期持續回報之投資目標。

依據Temasek Holdings官方網站及其提供的《淡馬錫年

度報告概覽2019》顯示，投資組合淨值已高達3,130億新元

14 根據《新加坡財政部長（公司）法》（第183章），財政部長是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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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2,200億美元），相較千禧年科技股熱潮達到高峰

時，當時投資組合淨值略高於1,000億新元，現在成長了近2

倍；2018-19年投資額240億新元、脫售額為280億新元；1

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1.49%，3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8.88%，

期限較長的10年期及20年期股東總回報率分別為9%、7%；

自1974年成立以來的股東總回報率為15%。

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組合由上市和非上市投資、其

他資產和負債所組成。根據上市公司每年3月31日財政年度

結束時的股價（對於上市投資，如果股價不具有代表性，例

如交易頻率或交易量不足，將使用其他估值基礎）得出股票

投資價值，非上市公司投資得出帳面價值。

評價投資組合淨值

資料來源：https://www.temasek.com.sg/en/our-financials/portfolio-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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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期投資組合淨值

資料來源：https://www.temasek.com.sg/en/our-financials/portfolio-performance

各年期股東總回報率

資料來源：https://www.temasek.com.sg/en/who-we-are/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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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業績概覽

資料來源：淡馬錫年度報告概覽2019（P.4）

Temasek Holdings在1974年成立初期的投資組合是新

加坡工業化發展的縮影，其中一些公司及後續加入的投資

組合公司，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動物園，已成長為

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品牌。截至2019年3月31日，Temasek 

Holdings投資組合已達3,130億新元。其中2003年SARS疫情

期間，當時市值則處於低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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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sek Holdings自成立以來的投資組合淨值

資料來源：https://www.temasek.com.sg/en/our-financials/portfolio-performance

Temasek Holdings作為股東並不直接參與各子公司之商

業或營運決策，被投資公司均由各自管理階層自行管理，

並接受各自董事會之領導及監督。為保障其投資利益，

Temasek Holdings充分行使股東權利，包括參與股東會之表

決。

以所投資之新加坡發展銀行（簡稱星展銀行）為例，

Temasek Holdings持有星展銀行股權約29%，為星展銀行

最大股東；Temasek Holdings並不干涉星展銀行之日常營

運決策，而是由星展銀行的管理階層負責該公司之營運。

Temasek Holdings於星展銀行具2席董事，其中1席董事為星

展銀行董事長。

星展銀行於1968年創立，新加坡政府於1970年代認為

其無需再肩負國家發展任務，遂將其轉型為商業銀行，開

始從事商業貸款業務。1998年配合新加坡政府推動金融整

併，以提升本國銀行競爭力之政策，星展銀行與新加坡郵政

儲蓄銀行（POS Bank）合併，成為新加坡三大銀行之首，獨

佔新加坡超過400萬銀行客戶。星展銀行將其定位為亞洲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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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根亞洲，並以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印尼、印

度等國為主要發展重點。

(三) 投資組合

依Temasek Holdings年報截至2019年3月底投資組合及報

酬率等資料顯示投資組合主要為股權投資，組合中58%為流

動及上市資產。

1. 投資區域：投資在已開發經濟體（包括新加坡、日韓、北

美、歐洲、紐澳）及新興地區（亞洲不包括新加坡及日

韓、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及中東）的曝險（即投資組合

敞口）比例分別為57：43；區域部分，新加坡26%、中國

26%、其他亞洲地區14%、北美洲15%、歐洲10%、澳洲及

紐西蘭6%、非洲、中亞及中東2%、拉丁美洲1%，近1年主

要淨增加投資在北美洲及歐洲市場；有2/3的曝險分佈在

亞洲。

2. 產業領域：Temasek Holdings之主要投資領域為金融服

務、電信媒體與科技、消費與房地產、交通與工業、生

命科學與農業、能源與資源、多行業基金及其他等8大領

域，其中又以金融服務、電信媒體與科技、消費與房地

產等產業的投資為大宗，以2019年為例，分別占25%、

20%、17%，三者合計即高達62%。投資範疇集中於上述

產業，主要原因為銀行在驅動經濟成長上扮演資金中介之

重要角色，而電信媒體與科技可提供長期穩定之收益，符

合其戰略目標。

3. 資產流動性：Temasek Holdings可在新加坡當地或海外進

行投資，其投資於新加坡公司占比為27%，包括新電信、

星展集團和凱德集團等。主要投資於股票市場，上市公司

股票約占6成，其餘4成為非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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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

資料來源：淡馬錫年度報告概覽2019（P.5）

(四) 資金來源及用途

Temasek Holdings的資金主要來自於本身的投資組合，

其不管理「新加坡公積金儲蓄」、「新加坡政府儲備金」及

「新加坡外匯儲備」。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有脫售、投資組

合股息、基金收益，其他資金來源包括淡馬錫債券（透過

總值150億美元的全球中期票據項目，直接向債券投資者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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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淡馬錫歐元商務票據（透過發行歐元商務票據進行短

期借款，到期時間一般不超過1年）、銀行貸款（不定期從

銀行貸款滿足短期融資或過渡期之資金需求）及股東注入

的新資本（財政部可能向Temasek Holdings注入新資本或資

產）。

至於資金用途則包括投資及其他相關成本、派發給股

東的股息（國家儲備淨投資收益，2000至2015年，新加

坡政府至多可使用這些股息的50%用於預算開支，剩餘的

股息收入則鎖定為新加坡政府過去所累積的儲備金）、繳

稅（Temasek Holdings在各營運所在國取得收益時均會向當

地政府繳稅，其不同於可享有稅費豁免政策的主權財富基

金）、社群捐贈基金（Temasek Holdings設立了18項捐贈基

金，主要用於新加坡和亞洲培育人才、建設社群、增強能力

和重建生活）及員工義工活動。

國家儲備淨投資收益（Net Investment Income）/ 國家

儲備淨投資回報（Net Investment Returns）對政府財政預

算的貢獻已成為預算收入的最大來源，約占2018年政府預

算的18%，排在其後的3大收入來源則分別為企業所得稅

（17%）、個人所得稅（13%）及消費稅（13%）。2000

至2015年，在國家儲備淨投資收益的框架下，新加坡政府

可使用至多50%的Temasek Holdings股息。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自2009年起均被納入國家儲備淨

投資回報框架，從2016年起，新加坡政府可使用至多50%

的Temasek Holdings預期長期投資回報（扣除通貨膨脹因

素），這些回報是基於現有投資組合所預測的未實現回報，

國家儲備投資淨回報框架不要求Temasek Holdings派發更多

股息或脫售任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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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架構及運作

Temasek Holdings成立於1974年，係新加坡財政部當初

移轉若干國營企業（如新加坡電信、星展集團等），成為

其旗下之被控股子公司而成立之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為新加

坡政府100%擁有的主權投資基金，2019年董事會主席林文

興、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長何晶，員工人數約350人。

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的規範，Temasek Holdings的董

事會主席和董事由財政部任命，且依法律規定董事會主席和

董事成員尚須經新加坡總理批准。財政部並不干涉Temasek 

Holdings投資與營運活動，惟Temasek Holdings每年需定期提

交經審計之財務報表供財政部了解營運狀況。

董事會目前由13名董事組成，基於商業模式運作，多數

董事是非執行獨立董事，為來自私營部門的商界領袖。鑑於

Temasek Holdings是《新加坡憲法》第五附表機構，董事會

成員及首席執行長還肩負保護Temasek Holdings過去所累積

儲備金之額外憲法責任。

在公司治理上，董事會被全權委託管理Tema s e k 

Holdings所有業務。董事會向唯一股東（財政部長）負責，

而管理階層則向董事會負責。高階管理層由董事會聘任，主

要對董事會負責，董事會對其進行考核和監督，股東委派的

董事履行監督作用，Temasek Holdings的公司治理架構確保

監督權和管理權的分離。

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會議，每次歷時2天，如有必要，

董事會也會加開會議，例如對大額投資進行審議。董事會下

設3個專業的委員會，分別是執行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領

袖發展與薪酬委員會，委員會主席均由1名獨立於管理階層

的非執行董事擔任；董事會擁有不同的獨立資訊渠道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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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包括要求管理階層提供補充訊息或說明，管理階層持

續向董事會提供訊息，例如重要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使

董事會能夠有效履行其職責。

1.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執行委員會被授權在規定限額之內批准新的投資與脫

售決定，超過規定限額的交易則由董事會審議批准；執行

委員會提供會議記錄供董事會成員傳閱。

2. 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

審計委員會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其職責包括審查內

控體系、財務報告流程、審計流程及法律條例合規性的監

控流程等，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審計委員會也

審核外部審計範疇與結果，並保持外部審計師的獨立性。

審計委員會由公司內部審計部門所支持，為確保其獨

立性，內審部門只能上向審計委員會報告，在行政上則向

首席執行長辦公室報告；為了有效地履行職能，內審部門

有權不受限制地全面接觸所有記錄、財產和人員；內審部

門對所有辦公室的關鍵控制程序進行定期審查。為了資訊

保密，對核心薪酬流程相關財務報告的關鍵控制由外部審

計師進行，並作為集團財務聲明法定審計的一部分。內審

部門也可能在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或管理高層的要求下進

行特別審計。

3. 領袖發展與薪酬委員會（Leadership Development & 

Compensation Committee）

領袖發展與薪酬委員會負責向董事會推薦董事及管理

階層的領袖培育計劃，包括董事及首席執行長的繼任計

畫，以及提供有關業績衡量與薪酬計畫的指導方針與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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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政府與公司間的利益衝突，確保公正和獨立

性，由官方所派任的董事具有不同的薪酬制度，即官方董

事不從企業領薪酬。而一般非執行董事可領取兩部分薪

酬，包含董事會專屬薪酬與任職專業委員會之薪酬，前一

部分通常為固定薪酬，而後一部分通常為紅利薪酬制度。

委員會根據業績表現來確定管理階層的獎酬方案，並

對執行總裁及執行董事的薪酬和獎勵進行審核及批准，以

便與行業內的獎酬水平保持同步，吸引及留住最出色的人

才。

董事會及下設委員會會議上的決議採簡單多數決的方

式，成員也可透過電話或視訊會議方式參加表決，傳閱形式

的董事會決議則至少需三分之二的董事批准方可生效。若董

事會成員的利益與Temasek Holdings的特定利益有所衝突，

他們會迴避相關的資訊、審議與決策。

董事會的每季會議還包括只限非執行董事參與而管理階

層不參與的「執行會議」，首席執行長繼任計畫年度審核也

在「執行會議」的議程之中。

(六) 風險管理機制

Temasek Holdings在任何市場進行投資、脫售或持有

資產時，都無法避免得面臨風險。作為一個長期投資者，

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組合以股權為主，包括私募股權基

金等非上市資產，進而實現更高精準風險調整後的長期回

報。

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策略是要經得起短期市場波

動，專注於創造可持續的長期回報，鑑於對波動性的預期，

必須審慎地管理資金槓桿比例及資產流動性，即使在極端壓

力下仍可保持韌性與投資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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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sek Holdings的風險管理框架包括了風險回報偏好

原則15，設定了不同的風險容忍度，其中包括名譽風險、資

金流動性風險、總體投資組合長期持續虧損風險等類別。

為了使營運風險最小化，Temasek Holdings將風險管理

納入系統與流程之中，包括審批權限授權、公司政策、標準

營運流程及向董事會進行風險報告。

Temasek Holdings不以短期市值變化為考量來管理投資

組合，其對總體投資組合價值在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各類壓

力情境下進行測試，評估潛在的持續損失；在每一種壓力情

境下．預測單向投資內涵價值所受到的持續影響，並與原本

投資邏輯相比較，在對這些持續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後，才對

總體投資組合價值潛在的持續損失做出判斷。

根據所有潛在持續損失的評估，Temasek Holdings按以

下方式管理風險：（1）決定是否脫售、持有或保護受影響

之投資；（2）決定是否從長遠角度改變投資組合；（3）

採取保護投資組合之措施。除了根據情境進行壓力測試外，

Temasek Holdings亦監測如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

（VIX）等總體市場風險指標。

15 風險回報偏好原則包括：1.絕不容忍任何可能損害Temasek名譽和信用的風險、2.注重

長期業績表現、3.具有進行大額集中投資的靈活性、4.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表、5.評

估總體投資組合長期持續損失的潛在風險，並利用不同的情境測試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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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率指數（VIX）趨勢（2005年3月至2019年3月）

資料來源：淡馬錫年度報告概覽2019

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 GIC）

新加坡於上個世紀70年代因強勢的經濟成長、穩健的財

政政策及年輕的勞動人口，國家儲備迅速增長；由於新加坡是

一個小型而開放的經濟體，缺乏自然資源，如果沒有充足的外

匯儲備，很難面對及應付嚴重的經濟危機與不可預測的環境變

化，任何動盪都可能對國家財政及經濟成長造成嚴重衝擊，而

充足的外匯儲備即是國家經濟的重要保障。第一副總理兼金融

管理局主席吳慶瑞於1981年建議新加坡應設立一家專業而獨

立的投資管理機構，將國家儲備投資於海外市場，以獲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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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報，保證國家財富的長期穩定增長16。於是1981年5月22

日，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誕生了，而它當時管理的資

產僅有數十億美元。

(一) 概述

新加坡投資公司係政府100%出資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

也是在《新加坡憲法》第五附表下成立的一家機構，同時也

是《新加坡公司法》第50章規定享有豁免權的非上市公司。

GIC與Temasek Holdings並稱為新加坡的二大主權基金。

GIC負責管理新加坡中央公積金17（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之運用，主要用於海外投資佈局，職責為在全球通膨

上取得良好的長期回報，以保持其國家儲備之國際購買能

力，投資策略偏向保守和長遠，因其投資目的係在保留儲

備金之購買能力，所以GIC不投資新加坡市場或企業所涉及

各種不同資產種類，以降低投資風險，多數投資於公開市

場交易之股票、證券和貨幣，僅有少部分投資於私募股權

（11%）和房地產（7%）。

GIC資金來源主要是以財政盈餘、超額外匯存底與中央

公積金為主，其中中央公積金是由中央公積金局交付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再由金融管理局將資金及其他資產交給GIC進

行投資以獲得孳息；亦即GIC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財政部，

少部分來自於金融管理局，在過去幾十年中，新加坡的經濟

保持穩定成長，因此GIC的管理組合中一直有政府資金的持

續流入。由於受託管理的資金包括超額外匯存底，因此GIC

必須接受新加坡國會的直接監管，並要向新加坡總統提交財

16 新中社會發展對比研究，連瀛洲紀念獎學金理事會及項目辦公室
17 新加坡政府於1955年決定設置公積金，由雇主和受僱員工每月共同提撥退休金，經過

多年的演變與調整之後，這個制度與其說是退休金計畫，不如說是由政府規定的強迫

儲蓄計畫，無論是購屋、保險、甚至子女教育費或醫療費用都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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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其預算也必須經過總統認可，且總統有權隨時要求

GIC提供關於公司的所有資訊；也因投資資金均來自政府，

所以資產所得及所有權均歸政府，而政府再將部分獲利提撥

支付給特別政府公債之利息。

至於GIC的盈餘則受《新加坡公司法》的規範，必須向

新加坡總會計師（Account General）提供投資操作之月報及

季報，包括交易報表、帳戶餘額表及風險分析報表等。

GIC之角色為政府基金管理者，主要受新加坡財政部及

金融管理局委託管理政府資產（包括財政部所發行之新加坡

政府債券、特別政府債券、國有土地租售之收益及金融管理

局之外匯存底等資產），GIC與政府之間是受託與委託的關

係，財政部代表政府行使委託人職能，GIC則有如受政府委

任之「基金經理」，負責管理政府資產並從中收取管理費用

以保證其營運支出；其不像Temasek Holdings可持有所管理

資產，比較像是一家自負盈虧之投資公司。

(二) 經營概況

GIC成立之初由總理李光耀擔任董事會主席，目前董事

會主席係由現任總理李顯龍兼任，集團總裁為林祥源，員工

共有1,500多人，其全球團隊分別來自30多個國家，遍佈10

個辦事處（新加坡、紐約、北京、上海、倫敦、舊金山、首

爾、東京、孟買、聖保羅）18 

GIC長期被稱為「亞洲最大及最神祕的投資者」，其透

過主權基金的形式進行投資，目前管理的資產超過千億美

元，資產規模與巴菲特掌管的投資帝國Berkshire相當；目前

主權基金資產達4,40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6名，投資對象以

18 GIC：亞洲最大及最神祕的投資者，管理資產超千億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

articles/039706479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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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為主，它在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公司中有投資，

其中歐美即占50%以上。

GIC投資組合之區域分佈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GIC為新加坡二大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SWF）之一，與Temasek Holdings同屬於新加坡政府獨資擁

有的2個豁免私人企業，其股東均為財政部長；由財政部代

表新加坡政府委任GIC從事投資國外策略性投資，財政部負

責成立董事會，GIC則協助建議合格候選人，根據憲法，GIC

董事會成員變動需要總統批准。

政府授權GIC管理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同時為GIC規定了

管理儲備金的任用條件、投資目標、投資期限、風險參數及

投資指引等；GIC的運作由董事會全權負責，政府、總統、

財政部長均不會指導或干預GIC的投資決定。GIC係不受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監管的獨立機構，僅需向新加坡總統負責，營

利須受《新加坡公司法》規範，預算亦須經新加坡總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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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GIC透過新加坡總會計師向政府提供月度及季度報告，

年度報告則由則由總統任命的審計長向總統和議會提交。

GIC為了分散投資風險及進行專業分工，底下設置投

資群（Investment Groups）對不同的標的進行投資，例如

「Public Markets, GIC」負責投資公開市場，包括股票、債

券及貨幣市場等；「Private Markets, GIC」負責投資有機會

產生高額長期回報之多樣化組合，包括「Real Estate, GIC」

投資於不動產，是全球最大的地產公司之一；「Special 

Investments, GIC」主要投資於創業風險投資、企業重組、過

渡性融資及垃圾債券等。

GIC高層不僅會直接參與子公司的決策，為利從事海外

投資，並於全球各地設立9個海外辦事處，各辦事處皆須依

GIC所訂投資準則從事投資。

GIC海外辦事處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三) 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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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每種資產類別都有不同的風險收益曲線，GIC投資組

合依不同資產類別進行多元化的投資政策組合；投資政策

組合代表了長期資產配置策略，它佔GIC投資組合的大部分

風險及回報率潛力；投資政策組合試圖平衡及反應不同資

產類別對各種可能的經濟環境，正確地組合增長資產（例

如可產生較高回報但風險更高的股票）及防禦性資產（例

如主權債券），這些資產雖提供較低的回報率，但有助於

在市場低迷時保護投資組合。該政策組合包括6種資產類

別：已開發市場股票（Development Market Equities），新

興市場股票（Emerging Market Equities）、名義債券和現金

（Nominal Bonds and Cash），通貨膨脹關聯債券（Inflation-

linked Bonds）、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及房地產（Real 

Estate）等。由於未來的不確定性，GIC藉由資產類別的多樣

性，在各種可能的市場和經濟條件下保持彈性，方能確保20

年內產生良好的風險調整後收益。

依《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顯示投資組合及報酬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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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投資政策組合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GIC的任務是取得良好的長期回報，以維護和增強政府

儲備的國際購買力，因此投資組合的主要指標是提供比全

球通貨膨脹率高的良好回報率；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20年

中，GIC投資組合的20年實際回報率為每年3.4%，GIC的重點

是20年的年度實際收益率指標，這與其授權和投資範圍相

符；20年的期限比較合適，因為它跨越了幾個商業周期，因

此涵蓋了許多市場的高峰和低谷。

GIC也披露了5年、10年和20年期間的名目投資報酬率

（Nominal Return），5年和10年的回報率反映了GIC長期績

效的中間指標。如按美元計算，GIC過去20年的名目投資報

酬率則為5.5%。

截至2019年3月的10年期間，按美元名義價值計算GIC投

資組合每年回報8.6%，這些異常高的報酬率並未反映出全球

市場的潛力，尤其這10年的時間，包括股市從2009年全球金

融危機低谷中急劇復甦，資產市場10年來的強勁表現亦反映

出利率的空前下降以及全球流動性的增長。在過去的5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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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名義美元計算，GIC投資組合的年收益率為4.9%。儘管全球

經濟的好轉和支持性的貨幣政策幫助推高了市場估值，但全

球對流動性放緩和緊縮的擔憂則推動了市場的定期調整。

GIC透過海外投資布局，並積極投資基礎設施，以協助

國內重點產業發展，過去20年扣除通膨因素之實質年化報酬

率為3.4%，近5年、10年及20年以美元計價之名目年化收益

率，分別為4.9%、8.6%及5.5%。

GIC投資組合的名義年化收益率和波動率（以美元計）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在三個時間段內，GIC投資組合的波動性比參考投資組

合低，這是因為其資產組合的多樣性；儘管GIC投資組合的

風險敞口低於參考投資組合，但它在20年的時間裡表現良

好。 

GIC參考投資組合的名義年化收益率和波幅（以美元計）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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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GIC的資金來源包含退休準備金，為保障廣大受僱

員工的退休生活，投資策略以尋求穩定的報酬為原則，截至

2019年3月31日止，GIC實現了20年的年均回報率3.4%，雖

高於全球通貨膨脹率，但相較Temasek Holdings保守。

GIC年均回報率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四) 新投資框架

GIC的投資策略是建立一個包含資產類別的投資組合，

這些資產類別可以長期產生良好的實際回報，明確遵循客戶

（新加坡政府）的風險參數，提供高於全球通貨膨脹率的良

好長期回報來維護及管理國家儲備，以增強國際購買力。鑒

於金融危機後之投資環境日益複雜且更具挑戰性，GIC決定

自2013財政年度起，採用新投資框架管理投資組合；新框

架將充分發揮GIC的核心優勢，包括豐富國際投資經驗、跨

資產類別投資的能力、長期投資眼光、靈活的資本及完善的

治理結構。新框架更明確列出集團之投資風險、投資報酬驅

動力要素、長期投資目標，及劃分集團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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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新投資框架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1. 政策投資組合（Policy Portfolio）：政策投資組合係由投

資管理部門提出投資建議，並經董事會核准之各種投資項

目及配置比重，其目標在長期獲得比參考投資組合更高之

報酬率，以適度反應及控制市場系統性風險（Systematic 

Risk）；GIC重新分類投資組合由13類資產項目整合為6類

（Development Market Equities、Emerging Market Equities、

Nominal Bonds and Cash、Inflation-linked Bonds、Private 

Equity、Real Estate）。GIC考量重新分類資產項目可有效

反映市場風險，並取得更佳報酬。

2. 積極投資組合（Active Portfolio）：在此投資組合下，GIC

採取積極投資策略，為政策投資組合增值。GIC並將設有

一筆風險預算，俾使投資管理階層進行投資時保有更大靈

活性。

參考投資組合（Reference Portfolio）係GIC以政府可承擔

之風險所建構一套永續性的投資方法，以追求長期投資報

酬；GIC考量證券能為投資組合增值，債券則有穩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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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投資組合之65%資金投資在全球證券市場，35%資金投

資在全球債券市場。65:35的投資組合反映了風險和回報的

合理權衡，與其他大型機構投資者所願意承擔的風險相同。

GIC參考投資組合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五) 組織架構及運作

GIC的組織架構主要分為GIC董事會、國際顧問委員會、

董事委員會、GIC管理階層及投資團隊。

1. GIC董事會（GIC Board）

GIC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其依據財政部之委任投

資合約管理新加坡政府儲備金，負責GIC最終資產配置策

略及投資組合績效表現，並對集團提案做最後之核准，不

負責審核個別投資案；董事會負責成員之任命及免職必須

取得新加坡總統之同意，以確保GIC能任命正直且適任的

人選擔任董事，保全新加坡政府之資產。

2. 國際顧問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GIC在2011年10月1日新設國際顧問委員會，聘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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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及投資專家負責提供GIC在未來全球投資趨勢、新興資

產類別及關於市場總體發展的觀點，尤其是提供GIC中長

期投資建議，以洞悉全球市場投資趨勢、佈局新興資產標

的、有效掌握投資機會。

3. 董事委員會（Board Committees）

董事委員會原本只設置投資策略委員會、風險委員會

及員工薪酬委員會，鑒於金融環境日益複雜，GIC自2012

年起增設投資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以補充過往委員會在

審議投資決策及風險政策方面之不足，並強化集團內部控

制。目前董事委員會下設：

(1) 投資策略委員會（Investment Strategies Committee）：協

助GIC董事會審視評估管理階層提出的資產配置建議，

並監督整體投資組合之績效。

(2) 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Board）：協助GIC董事會監督

與評估投資流程，特別是大型、個別投資案之可行性，

依個別交易之投資決定審議投資流程。

(3) 風險委員會（Risk Committee）：主要任務為對GIC董事

會提出風險事項之建議，並提供風險管理政策及做法，

以進行監督。

(4) 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加強GIC對法律遵循

與財報披露的內部控制與監管，研究內部控制系統在保

護公司資產及客戶投資組合方面之有效性，審核財務報

表之可靠性。

(5) 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委員會（Human Resource and 

Organization Committee）：評估與改善GIC組織內部事

項，包括薪酬制度、人才培訓、管理、升遷及繼任計

畫，監督組織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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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GIC 2017/18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4. GIC管理階層（GIC Management）

制定並執行投資策略；構建有效的投資組合，並涵蓋

積極的、技術基礎的策略。

GIC管理階層負責提報投資組合績效予董事委員會下設

之投資策略委員會（Investment Strategies Committee），投資

策略委員會定期審議及評估管理階層提報董事會核准之資產

配置變動及新投資案之提案，惟不針對特定交易或政策之執

行提供決策；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tee）則監督投

資流程及評估大型投資案之可行性，依個別交易之投資決定

審議投資流程，以確保該交易完善評估並執行良好。

此外，GIC 設有公司總管理部（Corporate Headquarters）

掌管公司之日常經營運作與投資管理群（Inv e s tmen t 

Group），專責投資策略之制定及執行、建構投資組合。

旗下依據投資標的之不同分設：GIC財產管理公司（Public 

Markets）、 GIC不動產投資公司（Real Estate）與GIC特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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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公司（Special Investments），此三家子公司依據GIC之投

資準則進行投資組合之布局。

(六) 風險管理機制

GIC的風險管理模型遵循「三道防線」，以確保風險所

有權及問責制之清晰透明。

1. 第一道防線：運營單位（Operating Units）

所有運營單位均對其活動的固有風險具有責任，並對

其承擔主要責任；其有責任確保在日常運營中建立適當

的風險及控制環境、健全的流程。風險評估必須具備前瞻

性，為長期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具有潛在長期影響

的各種風險，包括可持續性風險及由指定代理商管理的活

動所帶來的風險。

2. 第二道防線：獨立風險功能（Independent Risk Functions）

第二道防線是獨立於業務部門的風險管理及職能控

制，其提供適當的日常風險監督與控制，這些功能包括風

險管理、法律合規性、資訊及技術風險管理、稅收及財務

等；儘管各自都有明確的職責，但也共同努力為GIC集團

的投資活動提供必要的制衡。

3. 第三道防線：內部審計（Internal Audit）

GIC的內部審計部門（IAD）構成了第三道防線，其對

內部風險管理控制提供了充分及有效的獨立評估與保證，

在功能上向審計委員會主席報告、在行政上向首席執行官

報告。



�� 財政儲備、預算責任及債務管理之探討

GIC風險管理機制

資料來源：GIC 2018/19 Repor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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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加坡的國家儲備

國家儲備（National’s Reserves）是歷屆政府謹慎理財所累積的

財富，每屆政府任期內的財政盈餘不能交由下屆政府使用，必須轉

入國家儲備，由憲法保障，確保不被政府濫用。因此國家儲備不

僅是新加坡的未來重要資源，更是戰略資產。儲備有二個重要目

的，首先是在危機時期能為新加坡提供重要的防禦，例如發生自然

災害、經濟危機，甚至戰爭開打，國家儲備將是重要的戰略資產，

可以讓政府採取立即有效的應對措施；其次是儲備金的投資也為政

府預算提供了主要收入來源，這些收入可用於支應當代及後代的需

求。

政府能夠從公共支出中獲得淨投資收益的國家通常是那些擁有

大量自然資源（例如石油）的國家。對新加坡而言，以可持續方式

利用儲備的能力是一項重大財務優勢。與許多必須每年從預算中償

還債務或其他負債的國家不同，這些國家可能得透過加稅或借貸來

處理債務問題；而新加坡可以根據憲法規定，不僅能夠從儲備的投

資收益中獲利以補充預算，更重要的是，以有紀律的方式利用過往

儲備的投資回報，確保儲備可隨著經濟增長而累積，此將為未來的

政府提供穩定的回報以支持預算。這些投資回報為政府支出提供了

更多資源，使新加坡人受益。這包括政府在教育、醫療保健、交通

基礎設施、研發和其他領域的投資，以改善生活環境並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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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投資回報與OECD國家利息支出之比較

資料來源：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00229-1032913

儲備金是根據《新加坡憲法》規定的政府及附表5所列機構的

總資產減除負債。政府的資產包括「土地和建築物等有形資產」、

「現金、證券及債券等金融資產」；政府的負債包括「新加坡政府

證券（SGS）」19、「新加坡特別政府證券（SSGS）」20。

國家儲備金主要經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新加坡政府

投資公司（GIC）及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管理；三者當

中以金融管理局採取最保守的方式管理國家的外匯儲備，約3,0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世界第11高國家，主要投資於安全和流動性高

的外國資產。GIC則以專業基金經理的方式管理政府的資產，管理

19 新加坡政府證券（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 SGS）發行目的是發展國內債務市

場並提供無風險基準，其他風險市場工具也以此為基准進行定價。
20 新加坡特別政府證券（Singapore Special Government Securities, SSGS）是發給中央公積

金局不可交易的政府債券，公積金投資於這些特殊證券，由政府完全擔保。這些證券

為中央公積金局賺取了與會員所獲得的公積金利率掛鉤的息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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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超過1,000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投資於海外各地多元化

風險較高的資產組合，目標是取得良好的長期回報，保存及提升國

家儲備金的國際購買力；其以保守的方式在全球多個市場的不同資

產類別進行多元化投資，其中大部分投資在公開市場，也有少部分

的另類資產投資，例如私募股權及房地產。至於Temasek Holdings

則是政府100%擁有的投資公司，負責在國內外企業的股權投資，

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投資在新加坡，目標

是為其股東（新加坡政府）取得最大的股東價值。

一、政府儲備管理框架

過去儲備（Past Reserves）是指政府先前任期內所累積的

儲備，為了防止當代政府的不當支出，導致過去累積儲備的減

少，於《新加坡憲法》中保護了政府及附表5所列機構的過去

儲備。

由於儲備具有高度戰略目的，因此政府必須設法提高儲備

的長期價值，為了實現這一個目標，資產必須在嚴格的商業基

礎上進行專業的投資，以確保可長期產生持續性的回報，所以

這些儲備資產主要交由GIC進行海外投資管理，以獲得穩定的

投資收益。

新加坡人受益於GIC和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這些投

資透過淨投資報酬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 

NIRC）補充了年度預算。NIRC在2019財年（FY）估計為172

億新元，使政府能夠長期進行進一步投資，例如教育、研發、

醫療保健和改善自然環境。

在每個財政年度開始時，政府會將3家機構的國家儲備

NIRC的50%納入預算，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以資助政府開

支（NIRC在2019財政年度貢獻了172億新元，是政府的最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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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來源），與財政年度末決算相比，由於財政狀況的變化及

NIRC實際支出的差異，在財政年度末實際採用的NIRC可能會有

所不同。

(一) 政府在儲備金運用的角色

1. 確定MAS、GIC、Temasek Holdings等機構的總體投資任務與

目標；

2. 為GIC、Temasek Holdings二個委員會任命合適且合格的個

人，確保這些機構都有一個主管委員會來監督管理階層，並

努力履行各自的任務；至於GIC和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策

略則是由各自的董事會和管理層負責。

3. 系統性審查MAS、GIC、Temasek Holdings實體投資的全部資

產總合之總體風險，包括監測資產類別、地域是否存在適當

的多元性，並評估中長期範圍內各種不利的全球情景對整體

投資組合的影響，以確保整體投資組合之風險不會過大；

4. 根據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狀況，決定如何在MAS、GIC、

Temasek Holdings間分配政府資本。

至於投資機構財務報表的審核有所不同，MAS及GIC

的財務報表均由總統任命的審計長進行審計；而Temasek 

Holdings的合併財務報表則由國際會計公司審計。此外，其

財務表現會受到債券評級機構的審查，債券評級機構給予

AAA信用等級。

MAS和Temasek Holdings公佈了其管理的資金規模，

截至2018年3月31日，官方外匯儲備由MAS管理的資產為

4,010億新元、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組合規模為3,130億

新元。至於GIC管理的政府資金規模則未公布，據透露，GIC

管理的資產已超過1,000億美元。

(二) 過去儲備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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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政府或附表5機構的支出超過其在當前政府任期內所

累積的儲備，則會提取過去儲備。

2. 當資產以低於公平市場價值21 的價格出售，且其差額未從

當前政府任期中所累積的儲備補足時，便會提取過去儲

備。

過去儲備用於資助與土地有關的項目，例如土地複墾22

（Land Reclamation）與創建裕廊岩洞（Jurong Rock Cavern）

等地下空間，及選擇性整體重建計畫（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 SERS）等土地收購項目。這是過去儲

備金從金融資產的形式轉換為國有土地的形式；創造或獲得

的土地及空間是國家土地所有權的一部分，因屬於過去的儲

備而受到保護，將來這些土地或空間被出售時，收益將全部

累積到過去儲備中，因此並無過去儲備的提用。

只要以公允市場價值進行投資處置，投資損失就不會構

成對過去儲備的提取。儲備金保護框架目的在防止故意以低

於公平市場價值所進行的任何形式銷售，當做出任何善意的

投資決定時，都希望能獲得收益，但是，投資具有一定的風

險要素，沒有任何投資者可以避免在投資後遭受一些損失。

進行投資後，以公允市價出售所產生的任何損失均不構成對

過去儲備的提取。同理，按市價計價的損失（即仍然持有投

資的市場價值下降）也不會視為過去儲備的提取。因此，儲

備金投資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損益的問題，與過去

是否提取儲備金的問題是有所不同的。

(三) 公積金的投資及管理

21 自願買賣雙方公平交易的價格
22 土地復墾是指對在生產建設過程中，因挖掘、坍塌、壓占等造成破壞的土地，採取整

治措施，使之恢復到可供利用的狀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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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發行和擔保的特殊新加坡政府證券（SSGS）

是世界上少數獲得AAA評級的產品之一，中央公積金局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CPFB）將公積金的資金投資

於政府發行的SSGS，政府再將發行的收益23 透過MAS和GIC

進行投資；因此可以確保公積金董事會能夠在到期時向其成

員支付所有款項，及其承諾向公積金帳戶支付的利息。

政府發行SSGS的收益與政府其餘資金（例如在市場上

發行SGS的收益、政府盈餘、土地出讓金中過去儲備所占比

例）集中在一起，混合後的資金以政府存款方式存入MAS；

MAS再透過外匯市場將這些資金轉換為外國資產，大部分的

資產是長期性質，例如為長期政府債務（如SSGS）提供支持

的資產、政府盈餘及土地出讓金的未支配資產。這些資產最

終將轉移到GIC進行長期投資。

由上可知，政府的資產主要由GIC管理，GIC是基金經

理，而非資產所有者；它只是從政府獲得長期管理資金，而

毋需考慮政府資金來源，例如SGS、SSGS或政府盈餘。GIC

的任務是在不受限制的基礎上對單個資產池進行管理，以期

獲得良好的長期回報，政府並沒有向GIC指定存放資產的來

源，也沒有規定資產是抵押或未抵押，亦沒有說明比例。

在GIC成立之前，是由MAS作為中央銀行來管理這些資

產；資產的投資與中央銀行的傳統方法保持一致，對流動性

低風險的工具進行大量分配。GIC在1981年成立後，資產逐

漸從MAS轉移到GIC進行管理，這是為了使資產能夠投資於

更高風險的工具，而這些工具有望在長期內獲得更高的回

報。

23 根據1992年頒布的《政府證券法》，政府支出的款項不能使用從SGS和SSGS所籌集的

資金；這也代表公積金投資SSGS，其資金並無法用於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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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發行SSGS的收益從未轉交給Temasek Holdings管

理，所以Temasek Holdings未管理任何公積金；Temasek 

Holdings管理自己的資產，這些資產主要來自出售其投資、

從投資組合公司和其他投資獲得的股息、現金分配的再投資

所得；Temasek Holdings擁有自己的借款及債務融資來源。

二、總統在保護儲備金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若要動要國家儲備，必須獲得總統的批准；根

據《憲法》，總統透過以下方式保護政府和附表5實體的過去

儲備，除支出規則框架的正常運作外，政府只有在獲得總統批

准的情況下才能使用過去儲備。

(一) 批准政府年度預算

總統對每年預算的同意是一項重要的保障措施，政府只

有在獲得總統批准後才能動用過去儲備；如果總統認為政府

和附表5實體的年度預算可能會利用過去儲備，則可以否決

（避免揮霍無度的政府支出超過其收入，並用盡其在任期內

所積累的儲備。）如此可確保在持續的基礎上未經同意就利

用過去儲備。

(二) 批准任命和罷免附表5實體的主要政府官員及董事會成員

總統擁有任命和罷免「附表5實體董事會成員或董

事」、「總會計師，審計長和首席評估師等重要政府官

員」之否決權。總統在諮詢總統顧問理事會（Council of 

Presidential Advisers, CPA）之後，可自行決定是否批准政府

提議的董事會任命。

而總統不會指示附表5實體的運作，亦無權指導GIC及

Temasek Holdings的投資策略。

(三) 獲得內閣和附表5實體董事會的所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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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有權要求部長、常任秘書長和高級公職人員，及附

表5實體的任何董事會成員、董事或首席執行官提供此類資

訊；當被詢問時，這些人都有義務提供所要求的資訊，使總

統可全面了解儲備規模（包括土地等有形資產清單）及投資

業績。總統接收GIC及Temasek Holdings經審計的年度帳目，

這些財務報表每年由總會計師準備，並由審計長獨立審核。

(四) 總統批准動用過去儲備之案例

1. 新加坡政府第一次請求總統批准動用國家儲備是在2008

年10月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當時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恐慌，

多國政府紛紛對銀行存款提出擔保，以確保銀行體系的流

動性。當時的總統納丹（SR Nathan）批准對新加坡所有

銀行存款提供1,500億新元的擔保，並由過去儲備（Past 

Reserves）予以支持，以穩住國內信心。這是在全球金融

危機的背景下，其他司法管轄區也在保證銀行存款，如果

新加坡沒有提供擔保，即使金融體系健全，也會冒著資

金從新加坡流向擁有擔保之其他轄區的風險；該擔保於

2010年12月31日失效，沒有被觸發，在這種情況下，雖

有可能使用過去儲備，但並未使用。

2. 2009年1月，鑑於新加坡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

退，新加坡政府首次獲得總統批准，從過去儲備中提取

49億新元資助2009年財政預算案的振興配套（Resilience 

Package）；兩項配套措施分別是補貼雇主工資帳單的

「工作信貸計畫」（Jobs Credit Scheme）和幫助有生存

能力的公司獲得信貸的「特殊風險分擔計畫」（Special 

Risk-Sharing Initiative）。這兩項措施的實際支出為40億

新元，也是唯一一次利用過去儲備的案例。2011年2月，

政府決定歸還從過去儲備中提取的40億新元。這是因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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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已從衰退中恢復了，使政府的財政狀況更加穩固。即使

政府沒有法律或憲法義務將提取的任何款項歸還予過去儲

備，但如果政府在其任期內確保了穩定的財政狀況，這是

負責任和謹慎的態度。

(五) 過去儲備之移轉

新加坡政府在2002年和2004年對憲法進行修正，使過

去儲備可以在儲備金保護框架內（亦即在政府和第五附表機

構之間）移轉，此等移轉並沒有失去對過去儲備的保護；因

為未經總統批准，是無法將過去儲備移轉至儲備金保護框

架之外。需要移轉過去儲備以促進重組第五附表機構，提

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例如新加坡貨幣管理委員會（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BCCS）於2002年與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MAS）合併，並要求將BCCS的過去儲備移轉至MAS；

從BCCS移轉至MAS的過去儲備中，受保護的過去儲備數量並

沒有損失，這是因為MAS董事會已決定將從BCCS移轉過來之

過去儲備添加至MAS的過去儲備中，並加以保護。

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只要在儲備金保護框架內的實體

之間移轉過去儲備，就不會動用；接收實體承諾保護移轉的

過去儲備。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保護的過去儲備總金額沒有

發生變化，因此此類移轉就無須獲得總統的批准。

三、國家儲備淨投資收益（Net Investment Income, NII）/ 國家儲

備淨投資回報（Net Investment Returns, NIR）

(一) 淨投資收益（NII）與淨投資回報（NIR）的區別

淨投資收益（NII）係指扣除準備金、投資及管理儲備

金所需費用後，從投資儲備金中所獲得的實際股息、利息、

其他收入及從貸款中收取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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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投資回報（NIR）框架旨在確保以紀律及審慎的方式

利用投資收益，對支出提供了一個可以根據投資實體在框架

上的預期長期實際回報率的公式，以計算政府可以從準備金

中支出多少。

在NIR框架下，政府可以將相關資產預期的長期實際收

益（包括資本收益）最多花費50%；預期的長期實際收益率

係指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可以預期長期獲得的投資收益

率。預期的（相對於實際的）回報率多年來用於提供可花費

NIR數量一定程度的平滑度。支出高達預期收益的50%，不

僅使政府能夠獲得一些投資回報來進行支出，同時也可繼續

增加儲備，讓當代及後代的需求取得平衡。

(二) 國家儲備淨投資回報（NIR）框架是NII的增強

1. NIR框架將投資收益的定義擴展到「總收益」，包括已實

現和未實現的資本收益。新框架側重於長期實現總收益最

大化，與資產分配更加契合；僅基於利息及股息的支出

規則可能導致對非資本收益的投資產生偏差，如此將與儲

備投資目的在實現長期回報之多元化投資組合的目標相抵

觸。

2. NIR框架允許政府根據NII下的預期長期收益而非實際的投

資收入（包括股息和利息）進行支出，此使政府能夠消除

支出的波動；例如，可確保政府在牛市中不會超支，導致

最終在熊市中才發現資源不足。

3. NIR框架使政府能夠根據實際回報進行支出，此與NII不

同，NII的支出係基於名目股息及利息收入；支出規則必

須確保能繼續保持儲備金的國際購買力，否則在全球通貨

膨脹率持續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即使可獲得合理的名義投

資回報，過去的儲備也會隨著通貨膨脹導致實際價值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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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減少。

在2009財年之前，納入政府預算只有NII，NIR框架則是

在2009財年引入後實施，該框架使政府能夠從投資實體投

資的淨資產中支出高達預期長期實際回報（包括資本收益）

的50%。

儲備金的投資回報透過淨投資回報貢獻（NIRC）補充年

度預算， NIRC則包括MAS、GIC、Temasek Holdings投資的淨

資產的最高50%的淨投資回報率（NIR）＋剩餘資產過去儲

備最高50%的淨投資收入（NII）。每年的NIRC金額會在政府

年度預算中公佈，NIRC在2019財年估計為172億新元，占預

算的18%。

(三) NIR框架確保以紀律及審慎的方式利用投資收益進行支出

1. 政府最多只能花費長期預期實際回報的50%。

2. NIR框架使用實際回報率（即扣除通脹因素後）來保護儲

備實際價值。

3. NIR框架允許政府僅從淨資產收益中支出，即資產超過機

構投資實體投資之負債的盈餘減去政府的負債；如此確保

可以留出收益以支付償還債務的費用。

4. NIR框架透過一個嚴格的過程確定投資實體的長期預期實

際回報率。

5. 在每個財政年度開始之前，由投資實體的董事會根據3個

機構中投資專家的詳細研究及評估，並參考各種外部專家

的意見提出費率。

6. 財政部對投資實體使用的方法進行徹底審查，以確保其方

法之正確性及預計長期收益率之合理性。

7. 總統會先與總統顧問理事會（CPA）協商，再決定是否同

意政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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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期的回報率必須每年由總統批准，如果政府和總統不同

意任何預期的回報率，則將使用各自20年歷史平均回報率

來計算政府可以支出的金額。20年歷史回報率為解決總統

與政府之間的任何爭端提供了中立和務實之基礎，避免當

今的政府陷入癱瘓。

9. 財政年度結束後，財政部長將向總統證明政府在《憲法》

規定的上限內實際納入預算的國家清單報告數量。

(四) 如何將過去儲備的投資收益納入每年的支出預算的規則

議會於2008年10月通過《憲法》修訂案，為投資收益

中政府支出提供了新框架；該框架允許政府在扣除政府債務

後，將投資機構投資的淨資產預期長期實際收益的50%納入

預算。   

預期的長期實際收益率是指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可

以預期長期獲得的投資收益率。預期的（相對於實際實現

的）回報率用於為可以花費的金額提供一定的穩定性。預期

收益率是根據投資機構經驗豐富的投資專家判斷得出，是長

期的前瞻性預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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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for.Budget.Responsibility,.OBR）

在2010年之前，英國財政部官方的經濟及財政預測對於公共

部門的赤字預測持續過於樂觀，加上英國政府為提升財政透明度，

及實現英國2010年大選承諾，遂於2010年5月正式成立預算責任

辦公室（OBR），為英國公共財政提供獨立且具權威的分析報告，

也是全球越來越多的官方獨立財政監督機構（Official independent 

fiscal watchdogs）之一。當時OBR算是英國財政部所資助的「非行

政部門公共機構」24（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為官

方獨立財政監督機構，主要職責為提供獨立的經濟預測及對公共財

政的權威分析，作為英國政府年度預算制定的基礎。

英國國會並於2011年通過《預算責任及國家審計法》（The 

Budget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Audit Act），自此，OBR正式成

為法定獨立機構；2014年修訂《預算責任憲章》（The Charter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賦予OBR新增設立福利限額（Welfare Cap）

的責任，並強化對財政政策的控制。

一、組織架構

OBR為英國財政部所屬非行政部門的獨立機構，其由預算

責任委員會（Budget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BRC）、監督委

員會（Oversight Board）、諮詢小組（Advisory panel）及辦公

室編制部門（Permanent staff of the OBR）等4部分所組成。

24 在英國，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NDPB）是內閣辦公室、財政部、蘇格蘭政府及

北愛爾蘭行政部門對「準自治非政府組織」（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quango）的一種應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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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責任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20

(一) 預算責任委員會（Budget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BRC）

預算責任委員會為OBR的領導單位，其對OBR履行核心

職能負有行政管理責任，BRC目前由3位委員組成，負責核

定OBR的各項預測分析報告。BRC的3位成員係由財政大臣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任命並徵得財政部特別委員會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同意，任期為5年，並不得超

過2個任期，而為確保3位成員的任期可分別於不同時間點到

期，前2位任命成員會少於5年。目前3位委員分別是原財政

研究所主任Robert Chote、經濟學專家Charlie Bean爵士、原辦

公室編制部門的領導Andy King，委員會主席由Robert Chote

擔任。



伍、預算責任辦公室 ��

(二) 監督委員會（Oversight Board）

在BRC之上有監督委員會，其為OBR的風險管理、治理

及內部控制提供保證，並確保實施有效安排。監督委員會由

BRC中3名委員及2名非執行委員所組成，目前這2名非執行

委員分別是Christopher Kelly爵士與Bronwyn Curtis OBE。

(三) 諮詢小組（Advisory Panel）

此外，OBR設有諮詢小組，諮詢小組的成員來自大學、

研究機構及企業的專業人員，目前係由財政及經濟領域等9

位專家25 所組成，負責定期召開會議提供OBR有關工作計畫

及分析方法之諮詢及建議。

(四) 辦公室編制部門（Permanent staff of the OBR）

BRC的各項工作需要依賴長期僱員來完成，目前編制部

門成員計有Steve Farrington領導OBR的36名長期僱員，這些

僱員以小組方式展開工作，負責OBR之經濟、財政、社會福

利之獨立預測及分析、持續性分析戰略、溝通及營運等工

作。

二、工作職掌

OBR係為一個獨立機構，僅提供獨立、正面之經濟預測分

析，及客觀、透明、公正地審查與報告永續性公共財政，不干

涉政府政策制定，亦不提供政策建議。

該機構每年為英國政府提供未來5年經濟及公共財政的預

測報告，其四大功能包括：（1）為英國經濟及公共財政進行

25 目前的成員包括：Professor Wendy Carlin （UCL）、Kevin Daly （Goldman Sachs）、

Carl Emmerso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Jonathan Gillham （PwC）、John 

Llewellyn（Llewellyn Consulting）、Professor Andrew Scott （LBS）、Professor Peter 

Spencer （York and ITEM Club）、Professor Coen Teulings （Cambridge）and Professor 

Simon Wren Lewis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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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2）就政府是否達成財政目標的表現進行評估；（3）

政府政策成本的審查；（4）評估公共政策的長期永續性26。

其工作職掌分述如下：

(一) 提供經濟和財政預測（Economic and Fiscal Forecasting）

OBR每年編製2次《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 EFO），對經濟及公共財政進行未來5

年預測報告（報告並包括對稅收政策與支出政策的影響分

析）；預測報告併同財政部向國會提交預算報告（Budget 

Statement，通常在11月下旬發佈）及春季財政報告（Spring 

Statement，通常在3月發佈）一起發佈。藉由預算報告及春

季財政報告，財政部長得以在那些聲明中讓國會知道英國目

前的經濟、公共財政狀況、任何稅收與支出措施之影響及未

來的財務預測。

預測的詳情記載於《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OBR每年

秋季發布年度《預測評估報告》（Forecast Evaluation Report, 

FER），對其預測績效進行事後評估，詳細比較分析宏觀經

濟及財政預測結果與實際之間的差異，並為下一年度的預測

提供經驗教訓與建議。

(二) 根據財政目標評估政府績效（Evaluating Performance Against 

Targets）

OBR根據政府財政目標及社會福利支出目標，運用公共

財政預測評估政府的表現績效；英國政府於2017年1月制

定二個新的中期財政目標，首先，至2020-21年結構性赤字

（經過週期性調整的公共部門淨借款）低於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2%；其次．公共部門淨債

務占GDP的比重在2020-21年下降。

26 Digitimes，李佳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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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R在《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會評估英國政府在當行

政策下，達成財政目標的機會是否會超過50%。英國政府自

2014年3月起對其部分社會保障福利及稅收抵免支出方面

的一部分設定現金支出上限（Welfare Cap，福利限額）；在

2016年秋季預測報告（Autumn Forecast Statement）中，英國

政府重新定義福利限額，其僅適用於2021-22年；《憲章》

要求政府在新議會的第一份預算中設定新的福利限額，所以

在2017年秋季財政預測報告中，該福利限額進行調整並適

用於2022-23年。OBR在每份《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會監

測發展情況，並評估英國政府是否正按計畫在每個《經濟及

財政展望報告》中達到目標年度之福利限額。同時，OBR亦

會編製年度《福利支出趨勢報告》（Welfare Trends Report, 

WTR），並審查福利支出的驅動因素，包括福利限額之內外

因素。

(三) 財政可持續性及資產負債表分析（Sustainability and Balance 

Sheet Analysis）

OBR為評估公共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編製《財政可持

續報告》（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FSR），對於不同類

別之支出、收入及財務交易設定了長期預測，並評估於公共

部門債務情況下，前開預測是否仍具有可持續性。

《財政可持續報告》還分析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

同時運用傳統國民會計（Conven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核算及商業會計原則編製英國公共部門的整體資產負債表

（Whole of Government Accounts, WGA）。《財政可持續報

告》自2016年起每2年出版一次，其與國家統計局人口預測

之更新頻率保持一致性，以反映人口預測變化所帶來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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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政風險評估（Evaluation of Fiscal Risks）

OBR每2年出版一次《財政風險報告》（Fiscal Risks 

Report, FRR），對全球經濟及金融體系的風險進行全面評

估，例如英國脫歐風險等；首份《財政風險報告》於2017

年7月發佈。OBR分析了稅收、公共支出及資產負債表，並

進行財政壓力測試，除了為公共財政提供預測外，《經濟及

財政展望報告》及《財政可持續報告》也討論相關預測所醞

釀的風險（包括上行和下行風險）；整體政府會計核算體系

（WGA）亦就關特定財政風險提供進一步的資訊，包括負債

（例如政府擔保）的風險。

(五) 審查稅收減免及各項福利政策的成本（Scrutinising Tax and 

Welfare Policy Costing）

英國政府每年向國會進行預算及秋季財政預測報告時，

都會向OBR提供政府對個人稅收及福利支出措施的成本計算

草案，並在《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之附錄A及財政部的政

策成本計算文件中申明其是否認可前開支出成本估算，及在

預測中是否使用這些成本資料。

OBR根據所支撐的數據、所涉及模型的複雜性及該策略

的可能行為影響，於2017年11月《經濟及財政展望報告》

中發布每項認證成本計算相關的不確定性評級（Rating）。

以上工作職掌均集中在英國一級公共財政，英國政府自

2012年起也要求OBR進行重要的稅務預測，預測對蘇格蘭及

威爾斯的稅收轉移支付（威爾斯政府並要求OBR在預算中對

其使用的預測進行獨立審查）；預測結果則隨《經濟及財政

展望報告》一起公開發布。此外，《預算責任憲章》（The 

Charter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規定OBR的職權範圍、履

行職責方式、主要出版物必要內容及確定其預測與其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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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時間的安排，並列出政府的財政目標，因此近年來已

多次更新內容。

三、立法文件

以下4份文件詳實列出OBR的正式權利及責任：

(一) 2 0 1 1 年 《 預 算 責 任 及 國 家 審 計 法 》 （ T h e  B u d g e t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Audit Act）

根據2011年《預算責任及國家審計法》規定，OBR是一

個非行政部門的公共機構，該法規定設立辦事處並設定其職

能和廣泛的治理結構。OBR的首要職責為檢核及報告公共財

政的可持續性，只要OBR客觀、透明且獨立地履行職責，並

考慮到現任政府的政策而非替代政策，它還可以完全賦予

OBR履行職責的自由裁量權。《預算責任憲章》概述了OBR

的獨立性，其中包括以下可以完全裁量的權力：

1. 支持OBR的預測、評估及分析的方法；

2. OBR在產生這些輸出時所做出的判斷；

3. OBR出版物的內容；

4. OBR的研究及附加分析工作計畫。

(二) 預算責任憲章（The Charter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預算責任憲章》規定了OBR的職權範圍、履行職責的

方式、關鍵出版物的要求內容、確定預測時間及其他關鍵出

版物的安排。它並規定了政府的財政目標，因此近年來進行

了多次更新。2015年10月的更新版本新增納入OBR須每兩

年生成一次《財政風險報告》的要求，並正式要求每年編製

《福利支出趨勢報告》。

(三) 框架文件（The Framework Document）

在財政部起草並獲得OBR同意的框架文件中詳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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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OBR的治理及管理安排，此規範OBR如何向國會和總理負

責、治理和結構、會計人員的職責、年度報告的內容、審計

安排以及其管理與預算流程。框架文檔於2014年5月及2019

年3月進行審核與修訂。

(四) 備忘錄（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017年3月發佈的備忘錄規定了OBR、英國稅務及海關

部（HM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勞動及退休金部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及財政部（HM 

Treasury）之間商定的工作關係。其列出了有效工作所需的

安排，涵蓋了每個機構的主要職責，協調預測過程及資訊共

享過程。

OBR使用大型宏觀經濟模型來編製經濟預測，該模型最

初係由財政部所設計及開發，目前則由財政部與OBR共同維

護開發；備忘錄為宏觀經濟模型的聯合治理、管理及發展建

立了框架。

四、財政預測程序

財政預測是從許多單獨的收入及支出預測中所建立起來，

OBR的財政預測程序如下：

(一) OBR編製經濟預測草案

在編製及評估財政預測時，OBR考慮了大量關於稅收制

度和公共支出各個方面的資訊，其編製預測模式，特別是稅

收收入與福利支出主要組成部分的預測模型係分別由HMRC

（稅務及海關部）和DWP（勞動及退休金部）部門負責，此

也反映其在個人稅收及福利制度之收支系統方面的專業知

識，及其對個人納稅人和受益人之機密數據的訪問權限。

(二) 經濟預測的決定因素（Economic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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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成長率、通貨膨脹、失業率等被遞送給HMRC

（稅務及海關部）、DWP（勞動及退休金部）、HMT（財政

部）及其他部門的團隊；

(三) OBR審查和挑戰預測模型之各項因素

OBR會先審查各部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除了涉及個人

的機密資料外，OBR對於有關預測模型的所有資訊均可以接

觸。

(四) 將收入與支出之預測回報給OBR進行審查及挑戰，並納入公

共財政的總體預測中

在收入方面，HMRC及情報部門的分析師致力於理解與

監控稅收收入，維護用於生成稅收預測及成本政策措施的模

型；在支出方面，社會保障支出預測由DWP預測部門提供，

而稅收抵免預測則由HMRC負責。

(五) 預算責任委員會（BRC）同意為支持預測所做的假設

財政預測中所有的判斷及假設均是由OBR之BRC所做

成，BRC將對最終的財政預測承擔全部責任。

(六) OBR編製修正後的經濟預測，並與最新的財務預測維持一致

性，程序重新再開始

這個程序將持續更迭數次，每輪之後，OBR將向財政部

提供最新的財政預測，整個過程中，財政預測會隨著經濟預

測的演變而變化，問題得到解決並作出判斷，且獲得新的結

果訊息（例如收入）。在每次的財政預測中，BRC與負責運

作主要收入與支出模型的官員開會，挑戰並檢視其產製的預

測，以確保這些預測能反映BRC對於未來經濟發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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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責任辦公室財政預測程序

資料來源：Briefing paper No. 1, Forecasting the public finances, OBR

五、經濟預測程序

OBR對經濟狀況進行5年期預測，並編製《經濟及財政展

望報告》；經濟預測將對稅收收入及政府支出等公共財政提供

設計。OBR必須多方考慮不同面向的因素，包括：GDP、勞動

力市場、通貨膨漲、世界經濟成長及貿易、公司獲利、家庭債

務及儲蓄等項目，唯不預測個別行業領域（北海石油及天然氣

除外）

關於經濟預測程序說明如下：

(一) OBR在建構經濟預測時會與外部預測人員及分析師進行廣泛

協商，以確保儘可能多了解相關數據和證據。預測結果完全

由OBR工作人員運用預算責任委員會（BRC）同意的假設及

判斷得出。此與公共財政預測的過程不同，在公共財政預測

中關於稅收及支出的單獨預測係由相關政府部門的專家使用

模型、假設及獨立的判斷所得出，然後再由OBR工作人員進

行整理，以建立對BRC的預測財政總量。

(二) 經濟預測程序通常在建議發布日期之前兩個月左右開始進



伍、預算責任辦公室 ��

行，由OBR員工製作初始預測開始，該初始預測考慮自上次

發布預測以來所出現的資訊，包括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數據、私營部門調查證據、國內外

經濟及金融環境的發展。這些對經濟預測及數個財政決定關

鍵因素（例如名義GDP、消費、工資和薪水）的初步看法，

使OBR能夠開始編製公共財政預測。

(三) 經濟預測是採多輪迭代過程，後續的經濟預測合併先前公共

財政預測的輸出。經濟預測與公共財政預測是相互依存，因

此此種多輪迭代過程可確保當對某一個要素進行更改時，在

整個預測中所造成的影響。

(四) 隨著此過程的繼續，將合併新的經濟數據發布，包括所有的

政策措施清單也不斷地發展，BRC會採用所有指導經濟預測

的關鍵判斷。

(五) OBR與焦點小組和雙邊會議中的其他經濟預測者合作，以促

進知識共享並增進OBR對經濟預測工具的理解。雙邊討論可

以針對特定的經濟問題，例如世界經濟和信貸條件，或一般

知識共享會議。OBR與來自英格蘭銀行、國家經濟和社會科

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NIESR）、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及政府經濟學家與分析師積極合作。

(六) OBR將評估與預測成果一起宣布任何新政策措施的潛在經濟

影響，並由BRC判斷這些措施是否可能對經濟前景產生不可

忽略的影響，如果是，則應該如何相應地調整預測。

OBR對2019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從1.6%降低至1.2%，然而並

未改變其對經濟中期成長潛力的看法。因此，在預測初期，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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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放緩的成長意味著在產出缺口縮小後，將稍加快地成長。從

2021年起，經濟增長將穩定在每年約1.6%的水準。

英國經濟成長預測自2021年起將穩定在每年約1.6%的水準

資料來源：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 March 2019, OBR

然而經驗告訴我們，經濟成長不太可能像現在這樣平穩，

而且在任何5年期間，大約有二分之一的機會會出現衰退。

OBR根據過去的預測效果，通過概率扇形圖（fan chart）說明

中心預測周圍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到2020年經濟萎縮的可

能性大約為五分之一，而後者將成長2.5%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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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概率扇形圖說明經濟成長預測的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 March 2019, OBR

每個顏色區域代表不同區間的可能範圍，根據過去30年官

方預測誤差的大小和分佈，每個色階代表20%概率，從最深的

20%概率帶至最淺的80%概率帶。

六、英國公共財政（2019-20年度）概況

(一) 概述

OBR依據2019年3月的預測編製2019-20年度公共財

政，其中涵蓋5個會計年度至2023-24；在每個預測中，OBR

在現有政府稅收及支出政策與經濟發展最可能出現的預測基

礎上，評估公共財政的發展趨勢。

在2019-20財政年度，預估公共部門將從稅收和其他

收入來源中籌集8,114億英鎊，相當於每個家庭約28,000英

鎊，佔國民收入的36.9%；另一方面，也預估公共部門將在

公共服務、國家養老金和債務利息等方面支出為8,407億英

鎊，相當於每個家庭約29,000英鎊，佔國民收入的38.2%。

預估有293億英鎊的赤字（deficit）。由於預計收入的成長

速度會比未來的支出成長速度快一些，因此OBR預計赤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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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並在2023-24財政年度縮小至135

億英鎊，而未來5年並不會出現盈餘（surplus）。

英國公共部門2019-20年度財政收支

資料來源：A brief guide to the UK public finances, March 2019, OBR

英國債務在2016-17財政年度達到最高峰，佔國民收入

的85.1%，是自1960年代初以來的最高比率。（在金融危機

之前，淨債務還不到GDP的40%）；OBR預計2019-20財政年

度的債務將相當於GDP的82.2%，約為18,400億英鎊，即每

個家庭64,000英鎊。隨著赤字減少，OBR預計淨債務與GDP

的比率將逐年下降，並在2023-24財政年度達到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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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債務預測

資料來源：Spring Statement 2019, March 2019, House of Lords

(二) 收入

OBR預估2019-20財政年度公共部門的收入可達到8,114

億英鎊，相當於每戶28,000英鎊，佔GDP的36.9%。這些

在官方統計數據中被稱為來自許多來源的「公共部門當前

收入」（Public Sector Current Receipts）中，稅收是最重要

的，佔2019-20財政年度收入總額的93%。稅收收入最高的

是所得稅（Income Tax）和國民保險繳款（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預計合計可籌集約3,400億英鎊；第二重要

的是增值稅（Value Added Tax, VAT），預計將籌集約1,370

億英鎊；其他重要稅收包括公司稅（Corporation Tax）、市

政稅（Council Tax）、營業稅（Business Rates）和燃油稅

（Fuel Duty）。至於其他稅收預計籌集不會超過200億英

鎊。

公共部門還會獲得其他收入，包括資產收益，例如外匯

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和學生貸款，及公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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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產生的一些收入。在未來5年中，OBR預計總收入將

成長19%，與經濟現金規模的成長相似。OBR預計某些稅種

會更快增長，包括資本利得稅（由住房和股票等資產市場驅

動）及所得稅（因收入增長導致有更多收入以較高稅率課

徵）。但是，預計某些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比整個經濟增

長緩慢，包括公司稅（稅率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少），燃油稅

（因為汽車變得更省油）和煙草稅（因為人們少吸煙）。

英國財政收入（2019-20）

資料來源：A brief guide to the UK public finances, March 2019, OBR

(三) 支出

公共部門籌集資金用於支出，主要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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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成本、資本投資及支持各種個人與家庭收入的現金轉移

支付。

OBR預估2019-20財政年度公共支出將達到8,407億英

鎊，相當於每個家庭約29,000英鎊，佔國民收入的38.2%。

這被稱為「支出管理總額」（Total Managed Expenditure, 

TME），涵蓋許多不同類型的支出。其中，中央政府部門

在公共服務、補助金及日常行政管理營運成本支出3,122億

英鎊，佔公共支出的37%；最大的項目為健康（1,301億英

鎊）、教育（635億英鎊）和國防（290億英鎊）。這些支

出必須遵守財政部設定的多年限額，也就是「資源部門支出

限額」（Resource Departmental Expenditure Limits, RDEL）；

而公共部門資本投資（例如道路及建築物）另外預計花費

881億英鎊，約佔總支出10%，其中將有70%由政府部門支

出，亦是須受到財政部設定多年限額之限制，也就是「資

本部門支出限額」（Capital Departmental Expenditure Limits, 

CDEL），其餘則由地方政府（主要為道路、學校及房屋）

與公共事業公司（例如倫敦交通局）辦理。

英國政府在2015支出審查報告（Spending Review）中

已為RDEL及CDEL制訂詳細的部門計畫，這涵蓋2019-20所

有部門的RDEL（部分為2020-21）及2020-21所有部門的

C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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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支出（2019-20）

資料來源：A brief guide to the UK public finances, March 2019, OBR

支 出 管 理 總 額 （ T M E ） 扣 除 資 源 部 門 支 出 限 額

（RDEL）及資本部門支出限額（CDEL），剩餘部分稱為

「年度管理支出」（Annually Managed Expenditure, AME），

這項支出不受多年支出限額之限制；AME最大組成部分是

通過福利系統的現金轉移，OBR預計2019-20財政年度的支

出為2,273億英鎊，這些轉移中約有56%支付給退休金領取

者，其中國家退休金是最大的一筆，預計為1,013億英鎊。

其他較大項目包括個人稅收抵免（248億英鎊，大部分支付

給工作年齡的人）及住房補貼（234億英鎊，大約3/4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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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工作年齡的人）。求職者津貼與支付失業者新的一般信貸

（new universal credit ）中會獲得同等支持，預計只需花費

25億英鎊。至於國債利息支出預計2019-20財政年度將達到

511億英鎊。這包括政府發行債券，需向債券持有人支付的

利息，以及英格蘭銀行對2000年代後期金融貨幣「量化寬

鬆」（Quantitative Easing），並自2016年8月以來再次出現

歐債經濟危機和衰退，期間產生之貨幣所支付的利息。

OBR預估在未來5年中以現金計算的公共支出將增長

18%，此將比經濟增長的速度略慢，這是基於春季聲明

（Spring Statement）中所列出的部門支出臨時計畫及對AME

的預測，預計AME將增長12%，但某些項目上的支出增長更

快（例如，隨著年齡的增長，國家退休金的支付成本會增

加，而高齡化也會增加退休金的數量），部分項目增長速度

較慢（例如，工作年齡福利支出，目前向接收者支付的款

項以現金形式凍結）。政府多年支出計劃意味到2023-24財

政年度，RDEL的現金價值將增長21%，因此它將使GDP成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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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預測未來5年的公共支出

資料來源：A brief guide to the UK public finances, March 2019, OBR

(四) 赤字或盈餘

歐盟於 1992 年簽訂之「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 ty），要求各會員國每年預算赤字或淨舉債（Net 

Borrowing）不得超過GDP比重之3%，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占

GDP比率不得高於60%；另於1997年簽訂「穩定暨成長協

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近一步要求會員國

財政赤字超過規定上限，將依照歐盟執委會（EC）所採取的

超額赤字程序，面臨課徵罰款之可能約束。

如果一年的總支出高於總收入，則政府需要透過借款以

彌補差額。這種缺口稱為「預算赤字」或「公共部門淨借

款」（Public Sector Net Borrowing）；當總收入高於總支出

時，政府就會有盈餘。赤字和盈餘類似於公司的虧損或利

潤。

OBR預估2019-20財政年度的預算赤字為293億英鎊，佔



伍、預算責任辦公室 ��

GDP的1.3%，低於英國戰後高峰期的預算赤字1,531億英鎊

或佔GDP的9.9%水準。

英國公共財政收支缺口

資料來源：A brief guide to the UK public finances, March 2019, OBR

OBR預估未來幾年收入將比支出增長更快，因此赤字將

逐漸變少。但是，未來5年內預算都不會出現盈餘。預估到

2023-24財政年度赤字將降至135億英鎊，屆時總收入將佔

GDP的37.2%、支出佔37.8%。在戰後時期，赤字的波動已經

越來越明顯。

英國自1948年以來僅12年就實現了預算盈餘，而

1971-72年以來僅5年就實現了預算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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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1948年公共部門預算赤字

資料來源：Spring Statement 2019, March 2019, House of Lords

預算赤字變動部分是經濟起伏的結果，當經濟強勁時，

隨著稅收流入和福利支出成本的減少，赤字將會減少；當

經濟疲軟時，情況則會恰恰相反。「結構性預算赤字」

（Structural Budget Deficit）是假設在正常經濟狀態，可持續

就業及活動水平運行下將產生多少赤字的估計。我們永遠無

法確切知道所謂「正常」（Normal）的水平，因此這些估算

始終不確定。OBR目前估計2019-20年經濟將比正常產能低

0.1%。因此，結構性赤字幾乎與總體赤字相同，幾乎沒有赤

字的「週期性」（Cyclical）部分會隨著經濟恢復正常活動水

平而自動消失。

總體赤字是總收入與總支出之間的差額，但人們也對

「當前赤字或盈餘」（Current Deficit or Surplus）感到興

趣。這將計算所有收入和所有當前支出，但不包括淨投資支

出；只要淨投資為正，當前赤字就會小於總赤字。我們預計

2019-20財政年度的當前盈餘將達到177億英鎊，2023-24財

政年度將達到403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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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門淨借款 VS 當前預算平衡

資料來源：Spring Statement 2019, March 2019, House of Lords

(五) 債務

前面一直在探討每年發生的支出與收入，及它們產生的

赤字或盈餘；然而，由於政府經常出現赤字而非盈餘，因此

隨著時間的推移累積了大量的未償債務。一般而言，如果公

共部門在特定年份出現赤字，債務將以現金形式增加。但

是，如果經濟的現金規模增長足夠強勁，赤字仍可能在GDP

中所佔比例下降。

在英國最受關注的債務衡量標準是「公共部門淨債

務」，它從總額中減去了政府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將其轉化為

現金的相對少量資產（例如，外匯儲備）。公共部門的淨債

務相對於GDP的峰值在2016-17財政年度達到了85.1%，OBR

預計在2019-20財政年度將下降到82.2%，相當於約18,400

億英鎊或每戶64,000英鎊。

政府的財政目標之一是確保債務在2020-21財政年度相

對於GDP的下降，從而開始扭轉關於金融危機衰退的巨額增

長。OBR預計目標將會實現，債務將從2017-18財政年度開

始下降，至2023-24財政年度達到73.0%。如以現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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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2023-24財政年度債務將達到18,870億英鎊。

債務佔GDP比例及實際未償債務餘額

資料來源：Spring Statement 2019, March 2019, House of L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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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債務管理辦公室（Debt.Management.Office,.DMO）27.

債務管理辦公室（DMO）成立於1998年4月1日，是英國皇家財

政部（HM Treasury）負責執行政府債務管理的執行機構（Executive 

Agency）。英國首相布萊爾於1997年5月20日決定將負責設定英

國官方利率的操作職責從英國皇家財政部移轉至央行--英格蘭銀行

（Bank of England），讓銀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之後，考量英格蘭銀

行在「債務及現金管理」及「貨幣政策」兩方面可能產生之利益衝

突28，並為避免金融市場對於政策目標間利益衝突之種種猜測，原由

英格蘭銀行所負責之債務管理及現金管理，則分別於1998年與2004

年劃歸財政部（HM Treasury），財政部則指定DMO接管了英格蘭銀

行的債券發行，成為財政部之債務及現金管理代理人，負責債務管

理（Debt Management）及國庫現金管理（Cash Management）、向地

方政府（Local Authorities）提供貸款，並管理某些公共部門的資金

（Managing Certain Public Sector Funds）等業務，同時配合政府債務管

理目標與財政部緊密結合，負責英國公債之發行及相關風險控管等業

務。

27 本章節係依據本人於2019年赴英國考察及擔任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長任內指導之「107

年臺北市政府赴英參訪預算預測編製與財政稅收財產評價等業務出國報告」進行綜合

改寫。
28 例如債務政策為了減輕債息要求利率極小化、而貨幣政策為了提高獲益要求利率極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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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部門淨債務之GDP占比

資料來源：Trading Economics,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債務管理組織的職責是制定及執行政府債務管理政策，其目的

在於中期及長期內要儘量以最低融資成本、審慎考慮風險程度，並儘

量減少抵消政府隨時間推移的現金流量淨額之成本來籌措所需融資數

額。DMO負責執行英國政府的債務管理政策，其債務管理目標係因應

政府財政需要，降低長期舉債成本並考量相關風險，以最具成本效益

的方式管理現金需求總量，同時必須與政府貨幣政策目標配合。

此外，「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Public Works Loan Board, 

PWLB）29 及「國家減債委員會」（Commissioners for the Reduction of 

National Debt, CNRD）30 亦自2002年7月1日起併入DMO管理。

DMO主要業務包括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負責市場資訊蒐集以

協助財政部作出相關決策、配合財政部訂定預算及舉債計畫，另一部

分是執行債務及國庫現金管理，辦理債券發行及相關業務，包括風

險控管、交割業務等。為達成上述目標，DMO必須建構公開、透明且

可預期的公債發行操作制度，以發展活絡、有效率之公債市場。經

29 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PWLB）是英國政府的法定機構，向國家融資基金提供貸款給

公共機構。
30 國家減債委員會（CRND）是英國政府的法定機構，其主要職能是政府資金的投資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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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種靈活之操作方式，包括建立指標公債、轉換出售（conversion 

offer）、轉換標售（switch auction）以及買回操作等，以適時機動調

整政府債務之年期及類別架構。

DMO會提供長短期債券發行比例的規劃建議給財政部，例如財政

融資需求數額多寡、市場對現行發債情形之反應、有無需要維持殖利

率曲線形狀等，財政部綜整所有資訊後，即著手進行預算與舉債的相

關規劃作業。財政部須於11月份提出預算案（pre-budget），此時會

視情況修正3月所提之預算籌編內容。

英國國債除了DMO發行的政府公債外，尚包括國家儲蓄及投資部

（National Savings and Investment）及其他行政機關政府公部門之債務

與外幣等。DMO會在降低長期融資成本及風險衡量下，執行政府債務

管理政策，並會視整體情況作綜合考量，非僅考量成本因素，除了執

行政府債務管理政策及國庫資金管理外，DMO尚必須與金融市場有良

好互動，並針對金融市場情況提供專業意見予財政部，協助財政部落

實相關政策。

至於地方政府也有發行債券之權利，然由於舉債成本高昂，自

19世紀中葉後鮮有地方政府自行發行債券。目前地方政府75%債務之

債權人為英國DMO轄下之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PW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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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O與DMA與其他組織及基金之關聯圖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2019，United Kingdom Debt 

Management Office and the Debt Management Account

DMO透過債務管理帳戶（DMA）為國家融資基金（National Loans 

Fund, NFL）執行中長期債券（如指數連結公債）之發行、抵押融

資、貼現、次級市場交換等金融操作，亦針對國庫券及短期現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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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操作。

國家融資基金在募集資金之後，挹注於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

（PWLB），再由委員會對需求單位進行資金分配及後續的償還作

業。債務管理帳戶（DMA）也與國家減債委員會（CRND）有連結互

動，以維持國家整體債務管理之健全。地方政府或其他公部門可向公

共工程貸款委員會（PWLB）提出融資需求及其後續清償作業。

DMO主要藉由英鎊附買回交易市場之操作，以持續滿足政府淨現

金需求；另每週亦透過國庫券操作去支持每日現金管理活動。其維持

強大的市場需求以購買國庫券及買賣雙邊協議，此外，債務管理帳存

入機制（Debt Management Account Deposit Facility, DMADF）持續從地

方政府及公部門取得現金，這可為DMA創造多達6個月的剩餘資金，

使帳戶存款水位維持十分穩定狀態；DMO也操作貨幣市場工具以確保

政府平時現金需求獲得滿足。

債務管理帳戶（DMA）透過握有債券做為附買回交易之抵押

用，抵押部位一直維持在某一定水準，且自2000年2月3日以來，在

各種偶發狀況下向國家融資基金（NLF）購買國庫券進行現金調節。

在2018-19年度，DMA購買122億英鎊債券部位做為其現金操作的抵

押，截至2019年3月31日，該部位已達到759億英鎊規模。

DMA的規模反映在DMO融資交易，特別是與現金管理操作有關

聯，DMA交易總量在2018-19年度已達到近5.5兆英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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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管理帳戶（DMA）交易量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2019，United Kingdom Debt 

Management Office and the Debt Management Account

一、組織架構

就 機 構 而 言 ，  D M O 在 法 律 及 憲 法 上 是 英 國 財 政 部

（HMT）的一部分，作為執行機構，它與部長保持一定距離。

財政大臣確定了DMO運作的政策及財務框架，並委託首席執行

官（Chief Executive）執行有關債務、現金管理及辦公室日常

管理的營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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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管理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DMO官方網站（dmo.gov.uk）, 2018

DMO組織單位計有：政策市場處（Policy and Markets）、

作業資源處（Operations and Resources）、內部稽核室（Internal 

Audit）及人力資源室（CEO’s Office and HR）等。

DMO的工作事項包括：（1）提供建議並實施政府的債務

管理策略、（2）提供建議並實施政府的現金管理要求、（3）

就與政府資產負債表管理有關的問題向英國財政部提供諮詢和

營運服務、（4）就批發市場相關問題及活動向政府部門提供

諮詢和營運服務、（5）制定並履行其基金管理職責，尤其是

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務、（6）透過PWLB貸款

向地方當局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貸款服務、（7）為DMO提供

資源、人員和管理，使其具備高效率及成本效益，以確保履行

關鍵職責、（8）管理、操作及訂定適當的風險和控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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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債務管理

英國財政部負責制訂年度預算及擬訂舉債計畫，DMO則配

合財政部政策規劃執行債務管理作業；財政部每年3月提出預

算籌編規劃，並對DMO下達指示，包括各種不同籌資工具之金

額及到期日，再交由DMO決定操作時間、操作方式及操作組

合。執行過程於年度中可能會隨市場變化而調整，但年終仍必

須達成財政部的指示目標。

財政部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前會為DMO設置下一個財政年

度的融資職權，職權範圍規定了本財政年度計畫的年銷售總金

額及指數連結公債與傳統公債（包括短期，中期和長期）之

細部規劃；當秋季預算發佈修訂後之公共財政預測時（通常會

在每年11月至12月對職權範圍進行修訂），如果公佈上一個

財政年度的中央政府淨現金需求（Central Government Net Cash 

Requirement, CGNCR），也可以在4月份進行修改。財政部的年

度債務和儲備管理報告會呈現相關的規劃內容，其中敘述了政

府更廣泛的債務管理方法。

根據《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2019》，DMO相

當成功執行2018-19公債銷售計劃，並達成中央政府淨現金需

求（CGNCR）31；2018年3月12日宣布的春季預算將DMO的公

債銷售目標訂為1,029億英鎊，隨著中央政府淨現金的需求，

公債發行量微幅增加至1,060億英鎊。在2018年10月29日的秋

季預算中，DMO的淨融資需求（NFR）減少124億英鎊來到935

億英鎊，而整體公債銷售為986億英鎊，成功達標。

公債的競價拍賣（Auctions）一直是所有融資計畫的核

心，約794億英鎊（佔公債銷售量80.5%），競價拍賣係輔以4

31 包括：Northern Rock Asset Management（NRAM）、Bradford & Bingley（B&B）及

Network Rail（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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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聯盟發行（2種型態各對應長期公債與指數連結公債），此

額度達到192億英鎊（佔全部債權銷售19.5%）

公債發行類型與數量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2019，United Kingdom Debt 

Management Office and the Debt Management Account

三、公債發行與管理

英國政府公債市場歷史悠久，起源可追溯至17世紀，經由

公債發行及管理制度之不斷變革，英國政府公債市場在現代金

融市場中已具有代表性地位。目前在整體政府市場性債務中，

政府公債（Gilts）占95%以上，而國庫券（Treasury bills）僅為

3%至5%。

DMO負責英國政府公債之發行，其於每年年初發布一整年

的政府公債發行日期，每一季季初，列舉當季將發行之政府公

債，並於發行債券一周前提供發行額度等詳細資訊，及決定

新發行債券之利率。政府公債開放給英國居民及外國投資人購

買，但須先通過DMO審核加入被核准之投資人團體（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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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of Investors），投資人亦可透過DMO購入或出售政府公

債，惟DMO僅提供執行交易行為，不會給予任何投資建議。

(一) 英國政府公債市場：

1. 無風險：英國政府公債（Gilts）是以英鎊計價之債務，

是由英國財政部發行並於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上市公開交易。以「Gilt」命名英國政府公

債，係援引英文「鑲金邊之證券」來表達該公債未曾有政

府屆期不付息或償付本金之情形發生，具有高度安全性，

享有AAA的最高信用等級。

2. 流動性高：具有深化且流動性高的市場，提供有效率的價

格調整，市場規模及交易營業額均呈長期成長趨勢。

3. 多元投資組合：債券種類和到期日的組合多元化。

4. 效率高：儘管市場動盪，還是能順利運作。

5. 全球化：多元化投資者及更多海外投資者參與。

6. 具國際影響力：在全球債券指數具有較大的市場占有率。

7. 主要公債交易商制度：英國政府公債市場係透過主要公債

交易商（Gilt-Edged Market Makers, GEMMs）運作，主要

交易商需為經政府核可並由債務管理辦公室選定之投資交

易所（Recognized Investment Exchange, RIE）會員。主要

公債交易商須隨時提供市場最新動態資訊予債務管理辦公

室，而債務管理辦公室亦會每季召開諮詢會議，邀請主要

公債交易商及相關投資人參與，作為業務規劃執行之參

考。

(二) 英國公債類型

英國政府公債（Gilts）由兩種不同類型的證券組成：

「傳統公債」（Conventional gilts）及「指數連結公債」

（Index-linked gilts），其中傳統公債約佔國債投資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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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採複數價格標發售；指數連結公債約佔國債投資組合

的25%，採單一價格標發售。主要交易商GEMMs在英國公債

市場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1. 傳統公債（Conventional gilts）：為最單純之政府債券形

式，占英國政府債務最大比例。傳統公債是政府的一項責

任，它保證在到期日之前每6個月向債券持有人支付固定

金額之利息（票息），直到債券到期日為止；在債券到期

日會給付最後一筆票息付款並返還本金。傳統公債的價格

以名義上的100英鎊報價，但是它們可以小至1美分的單

位進行交易；其命名方式為債券利率加上到期年份（例

如：1.5% Treasury Gilt 2047）表示，債券利率通常反應債

券首次發行時之市場利率，因此，市場上任何時候都可以

使用各種票息利率，這反映了過去借款利率的波動情況。

債券持有人每年將收到每100英鎊名義現金支付利

息，在固定日期以兩個相等的半年度付款（間隔6個月，

如果付款日非屬工作日，則會到下一個工作日付款）；例

如，持有1,000英鎊名義的1.5%國債2047年的投資人，將

在1月22日及7月22日分別收到2次7.50英鎊的利息，至於

本金將於2047年7月22日償還給投資人。近年來，英國政

府發行之傳統公債到期期間多為5年、10年及30年。財政

部考量舉債成本、風險、殖利率曲線之形狀及投資者需

求，採維持較長公債期限之結構以降低舉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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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工業國組織中最長的平均債券到期日

資料來源：Economist.com

2. 指數連結公債（Index-linked gilts）：英國為全球較早發行

指數連結公債的國家，首次發行在1981年。指數連結公

債之票面利息和傳統公債一樣，皆是由初次發行公債時之

市場利率決定，二者差異在於指數連結公債給付之利息和

到期日清償之本金，會隨英國零售物價指數（Retail Price 

Index, RPI）調整，亦即實質利率固定，而名目利率則須

考慮通膨之影響，隨RPI指數之變動而變動。此類公債之

發行，主要係因傳統公債之名目借款利率，會因市場利率

之變動，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已無法反映政府實際借款利

率或融資成本，致使市場實質借款利率與名目借款利率產

生落差，為反映實質借款利率，故發行指數連結公債。

指數連結公債與傳統公債的的差異在於半年期利息支

付及本金均根據英國零售價格指數（RPI）進行了調整。

指數連結公債支付之利息，每6個月支付一次，利息由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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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組成：50%票面利率及RPI調整數。計算利息公式如

下：

 支付利息

 = 債券持有金額X [50%票面利率 X （利息支付日之RPI / 

基期RPI）]

3. 雙到期日公債（Double-dated gilts）及無到期日公債

（Undated gilts）：英國政府過去曾發行了許多雙到期日

公債，其到期日可以由政府選擇，此類最後剩餘的存貨

已於2013年12月贖回。而至2014年下半年，英國尚有8

檔無到期日公債，僅佔英國政府債務的一小部分，這些債

券的贖回由英國政府決定，但由於票面利率都很低，因此

政府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動力來贖回這些債券。英國政府

於2014年末至2015年初發出通知，於2015年初贖回包括

戰爭貸款在內的4檔無到期日公債，再於2015年7月5日贖

回剩餘的最後4檔票面利率為2.5％或2.75%的無到期日公

債。

(三) 公債成本及風險之權衡

DMO的長期重點決策立基於認知英國是永久的借款國，

因此免除了短期的機會主義策略，決策重點在於長期成本與

風險最小化，長期成本與風險的權衡方式包括：

1. 評估需求：與主要交易商及最終投資者進行持續對話，並

與市場利益相關者定期直接接觸，從買方及賣方得到有關

市場狀況的最新情報，以評估英國公債的架構性需求。

2. 分析收益率曲線：分析結構性需求對名目及實質收益率曲

線形狀的影響，評估曲線內的潛在風險。

3. 利率：以標售方式發行公債，降低發行利率，達到節省融

資成本的目標，但政府不看未來利率走勢，亦即不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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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市場。

4. 評估風險平衡：包括利率風險、再融資風險、不利的固定

利率風險、通貨膨漲風險、流動性風險及履行風險。

5. 考量實際因素，例如操作次數及頻率。

(四) 債務管理原則

在權衡長期成本及風險後，DMO將透過以下債務管理原

則發行公債：

1. 透過公開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原則，根據預先設定的時

間表規劃相關作業，並公開資訊，將市場的不確定性最小

化。

2. 維持流動性和高效率的公債市場，並鼓勵二級市場流動

性，因為政府將是重複借款者。

3. 在收益率曲線的基準點發行大額公債，以達到基準溢價。

4. 平衡成本和考慮風險。

四、國庫現金管理

(一) 國庫資金存管制度

英國首相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根據Adam Smith之思想，

於1787年提出國庫集中管理制度及政府單一銀行帳戶（Single 

Government Bank Account）之概念。英國國庫資金管理採行

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國庫收入及撥付作業透由英國中央銀行

英格蘭銀行32 之統一基金帳戶33（Consolidated Fund Account, 

CFA）辦理，國庫收入（稅收及非稅收入）透過銀行體系每日

均應繳存或結轉至統一基金帳戶，避免資金滯留其他金融機

32 英格蘭銀行為英國之中央銀行，依法收存國庫資金，所有國庫帳戶皆開立於該行，以

避免在商業銀行開戶之信用風險。
33 統一基金帳戶可視為中央政府之經常帳戶，設置於1787 年，由財政部管理，用以收

存政府收入資金並支付政府支出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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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政府各部門之支出則由統一基金帳戶撥付至政府銀行服

務部門於中央銀行設立之政府銀行服務帳戶，再透過與政府

銀行服務部門合作的商業銀行直接支付給商品和勞務供應者

或用款單位，國庫資金餘額只存管於統一基金帳戶。

進行國庫收支即時動態監控，控管國庫帳戶現金流量為

DMO執行國庫現金管理的基礎工作，即時監控每一筆國庫收入

與支出情況包括縮短收入繳庫時間，以及時因應支出需要，並

儘可能使收支時程相互配合，以降低籌資成本。

(二) 國庫現金管理的目標與內涵

DMO於2000年4月3日接管英格蘭銀行對政府財政現金

管理的全部責任。現金管理目標是確保始終有足夠的資金滿

足中央政府每日淨現金缺口，並確保每天均有淨現金盈餘及

不能產生赤字。

DMO的職責是安排資金和淨現金調頭寸，主要是根據財

政部提供的每日淨現金流入或流出國家貸款基金（NLF）帳

戶的預測進行市場操作。DMO執行這些業務的目標是盡量減

少政府彌平資金缺口的成本，同時在部長批准的風險框架內

運作。

為此， DMO尋求避免採取可能破壞英鎊貨幣市場有效

運作的行動或安排，或與英格蘭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業務要

求有所衝突。

財政部的現金流量具有相當規律的季節和月度模式，但

也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主要與一些稅收和支出流動時間

的不可預測性有關。DMO的做法是粗略調整流量的季節性模

式，主要透過每周發行國庫券以及在一系列貨幣市場工具中

進行雙邊交易。

(三) 國庫券發行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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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英國國庫券（Treasury Bills）都是英國政府無條件

承擔的債務，它們是從債務管理帳戶（DMA）發行的，並且

是債務管理賬戶的負債。DMO透過每周定期或臨時招標方式

發行國庫券，或依特定條件，根據國庫券主要交易商的要求

雙邊發行。

短期國庫券最短期限為1天，最長期限為364天。然

而，每周定期投標通常為1個月（約28天）、3個月（約91

天）或6個月（約182天）期。除了按每周投標方式發行國

庫券外，DMO有時還會臨時發行1至364天的短期國庫券。

另根據任何符合條件的國庫券主要交易商的要求，DMO

可以雙邊簽發國庫券。但只有在DMO確信這種發行符合其現

金管理運營要求的情況下，交易商的報價才會根據有關到期

日的現行市場利率來確定。

英國小額信貸機構（不包括中央銀行）按剩餘期限持有的公債

資料來源：Bank of England（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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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國庫資金調節操作

政府如發生臨時性資金需求，來不及透過市場取得資金

時，則可向商業銀行借款以為因應。當國庫有盈餘時，可將

餘裕資金貸予銀行或從事投資以增加國庫收入；在公債接近

到期日時，如市場價格較便宜，則適時操作贖回債券，直接

從市場買回，以節省政府支出。

五、國家減債委員會（CRND）

國家減債委員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86年《國家債務削

減法》（National Debt Reduction Act）的通過；儘管過去已嘗

試建立沈沒資金（Sinking fund）來減少國家債務，包括Robert 

Walpole爵士於1716年所提出的一項嘗試，然而都遭受可以將

這些資金用於支付經常性支出的缺陷，而且遲早都會被用到此

目的。

然而，到了1780年代初期，政府承受巨大壓力，必須採

取積極措施以確保減少並最終消除國債；這才導致通過1786

年的法令，建立後來稱為William Pitt的沈沒基金，並任命6名

國家減債委員，同時授權他們可雇用必要的官員，進而建立了

最初的國家債務辦公室，也就是目前的CRND。

從歷史上來看，國債的規模是根據國家貸款基金（NLF）

的名義債務總額來衡量；但是，更好的衡量方式是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每月公布公共部門淨債務

（Public Sector Net Debt）的數字。自2002年7月以來，CRND

的法定職能已改由DMO行使。

(一) 國家減債委員

CRND最初的6個委員係為當然任命，包括：財政大臣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英格蘭銀行行長及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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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or and Deputy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下議院議長（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主事官

（Master of the Rolls）、總會計師（Accountant General of the 

Court of Chancery）。

1808年《終身年金法》（The Life Annuities Act）增加

了理財法院首席法官（The Chief Baron of the Exchequer），

但該職位於1880年被廢除，由1881年《最高司法法院

法》（Th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Act）首席大法官

（The Lord Chief Justice）取代。同樣地，1872年內閣府

部長（Paymaster General）繼任了總會計師。根據1925年

《最高司法（合併）法》規定，改由最高法院總會計師

（Accountant General of the Supreme Court），根據1998年

《英格蘭銀行法》增加了英格蘭銀行副行長的規定。因此，

目前有10名國家減債委員。

1818年《國家債務委員會法》規定任何3名或3名以上

委員共同行動即可以行使委員會的權力。

根據過去紀錄顯示，委員會議通常是在財政大臣官邸定

期召開，但最後一次會議紀錄是在1860年10月12日召開，

突然中止的原因迄今尚不清楚。但自此之後，委員會日常決

策已下達給總審計長（Comptroller General）及助理總審計長

（Assistant Comptroller），他們均是公務人員，但由委員會

任命並代表委員行事。在少數情況下才有必要將基本的政策

問題交給委員做出決定，此時由財政大臣、英格蘭銀行行長

及副行長共同組成法定人數（有時也稱為主動的委員）；實

際上，只有在需要進行正式任命時才會提到他們。

(二) 減少債務

委員會減少債務的原始功能幾乎沒有被保留，早期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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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基金的概念也被1968年《國家貸款法》（National Loans 

Act）刪除；然而以償還3.5%轉換貸款（Conversion Loan）的

一項特定沈沒基金仍在運作，直到2015年4月1日贖回債券

為止。

CRND最著名的功能之一是為減少英國國債的特定目的

而管理公眾的捐贈及遺贈，CRND有時以現金、有價證券或

其他動產（例如財產）的形式提供予國家，有時透過財政事

務律師的協助處理英格蘭銀行的捐贈及遺贈帳戶；而此類捐

贈或遺贈的現金收入可用於購買和定期從市場贖回現有的債

券，從而相對減少了政府的未償債務。

1808年引入將永久債務轉換為可終止債務的計畫，使

委員有權出售終生年金（Life Annuities），這項工作經過

150多年的持續修改，其不變的特點是以購買的資金來贖

回發行的債券，並由國庫支付年金。1962年的《金融法》

（Finance Act）廢除了出售年金的賦予權力，僅保留CRND按

季度向剩餘的少數未償人支付現有年金的責任。

(三) 政府資金投資

委員會從成立之初便與金融市場建立了聯繫，這導致其

在金融領域獲得一定的角色，尤其是政府資金的投資及管

理的責任。現在這成為CRND的主要職能，目前CRND的總資

產為440億英鎊，代表各種投資基金的資產。各個基金之間

的投資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此取決於議會相關法令

的規定，但基本上投資僅限於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發行或擔保

的證券或政府支持的存款；目前最大的基金是國家保險基

金投資帳戶（National Insurance Fund Investment Account）、

國家彩票發行基金投資帳戶（National Lottery Distribution 

Fund Investment Account）和法院基金投資帳戶（Court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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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Account）。

投資的目標通常是了維持足夠的流動資金，以應付客戶

部門的提款，確保收入最大化及保護基金的資本價值。為了

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與客戶部門進行頻繁的資訊交流和定期

會議。

儘管CRND能在確實可行的情況下投資可銷售的債券，

但CRND在市場上購買大量的債券可能會導致債務管理人在

執行政府債務發行政策時遇到衝突。過去，經常為CRND預

留特定數量的新債券，這減輕對大規模市場購買的需求，但

並非是可行的解決方案，其可能會與債務發行的可預測性和

透明性原則相衝突。

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於1981年專門創建了NILO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oans Office，以前國家投資和貸款

辦公室之名義命名）股票來滿足CRND的投資需求，當時沒

有其他方法可以這樣做。財政部發行不可銷售的NILO股票，

其條件及相關規定與可贖回債券發行相同，NILO股票的所有

交易均根據債券當前市場價格進行處理，並由國庫署購買以

取消CRND不再需要的NILO庫存。

六、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PWLB）

DMO代表英國財政部由PWLB在財政部制定的政策框架

內，從國家融資基金（NLF）向地方政府及指定機構提供貸

款，該貸款只能用於基本建設項目。2016年《2020年公共機

構（廢除公共工程貸款委員會）令》【Public Bodies（Abolition 

of Public Works Loan Commissioners）Order 2020】廢除了委員

會，並將公共工程貸款的法定權力移轉給財政部。

(一) PWLB貸款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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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的項目及安排由英國財政部確定，並在DMO網站

上列出PWLB提供的貸款安排。PWLB的貸款利率也由財政部

根據1968年《國家貸款法》（National Loans Act）第5節確

定，利率由DMO代表財政部依照議定的程序和方法進行計算

及發布。

較大的地方政府（例如都會區、自治市、郡、市及聯

合政府）可以申請PWLB貸款；自2004年以來，地方政府

可以在審慎的制度下負責自己的財務決策，只要有能力以

自己的收入償還債務，就可以透過借款為基本建設項目融

資，於決定負擔多少債務時，法律會要求地方政府考慮

由英國公共財政和會計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 CIPFA）發布的《地方政府融資審

慎守則》（The Prudential Code for Capital Finance in Local 

Authorities），並有權決定必須滿足此一法定要求。

每個地方議會的責任是決定要進行哪些基本建設項目，

及是否為這些投資借款，地方政府應對其選民負責。只要財

務主管遵守法規並有能力償還貸款，地方政府就可以自由借

款。PWLB並非全權委託的貸款人，它不會要求貸款目的，

因為這將造成各地方政府決策結構的疊床架屋。

較小的地方政府（例如，英格蘭的鎮或教區議會、威

爾士的鎮或社區議會）也可以向PWLB借款。英格蘭的鎮

或教區議會需要獲得住房、社區和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MHCLG）的

批准才能借款；威爾士的鎮或社區議會也需要得到威爾士

政府的批准才能借款。排水委員會（Drainage Boards）亦

可以向PWLB貸款，同樣也必須取得環境、食品和農村事

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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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RA）的同意。對於這些借款人的所有類別，均必須先獲

得批准才能申請貸款。

根據法律規定，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將自動以政府的

收入作為抵押，而不是參考特定收入、資產或抵押品。根

據《國會法案》（Act of Parliament）的規定，貸款款項係

從國家融資基金（NLF）中提取。PWLB貸款帳目由主計長

（Comptroller）和審計長（Auditor General）審核，審核報告

並提交議會。

(二) 優惠利率

英國政府自2012年11月1日起引入「確定性利率」

（Certainty Rate），對於提供長期借款依據及相關資本計畫

支出等資訊之地方政府，其向PWLB貸款之標準利率可以調

降20個基點（0.20%）。

英國政府自2018年4月11日起引入了「本地基礎設

施利率」（Local Infrastructure Rate），對於高效益（high 

Value for Money）的基礎建設可適用債券利率加上60個基點

（0.60%）的貸款。

英國政府自2020年3月12日起開始實行「住房收入帳戶

確定率」（Housing Revenue Account Certainty Rate），該利

率適用於英國國債收益率加上80個基點（0.80%）的利率；

而「住房收入帳戶標準利率」（Housing Revenue Account 

Standard Rate）則適用於英國國債收益率加上100個基點

（1.0%）的利率，用於支持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社會

住房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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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後之近期觀察

一、香港財政儲備及未來基金

香港政府公布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10多年來首次出

現財政赤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受2019年的「反送中」

示威浪潮和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政府多次提

供補助計劃，因此開支大增。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表聲明，認為香港在過去累積許多儲

備，現在是時候動用這些儲備幫助香港渡過難關。外界早先關

注政府是否會向香港市民派發現金，陳茂波於2020年2月26日

公布預算案期間一如預期，宣佈向每名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

10,000港元（約合1,280美元），長期居住海外但在香港有銀

行帳戶的香港市民也會受惠，預計普惠約700萬人，最快2020

年7月至8月會收到款項。

香港經濟去年在過去10多年來首次萎縮，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預計也會進一步打擊經濟和就業市場，因此各個政治派系早

先都陸續要求政府向市民派發現金。

回顧香港前2次的派發現金方案，2011年時任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在2011/1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向平均月入低於

1萬港元的市民積金戶頭注資6,000港元，惟因引發公眾強烈

反彈，後來改為直接向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每人派錢

6,000港元。2018年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推動「關愛共享計

劃」，讓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未能受惠人士，可獲派錢

4,000港元，至於退稅少於4,000港元的市民亦可獲發差額。

各界對香港預算案的評價不一，部份政黨歡迎政府針對受

經濟緊縮影響的中小企業提供低利貸款，但一些意見認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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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該進一步向部份受影響的基層工人提供金錢上的協助。

在未來基金部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0/21年度財

政預算案》中表示，政府在2016年設立未來基金，首三年的

綜合投資回報率分別為4.5%、9.6%及6.1%；根據專家小組建

議，為了進一步善用未來基金，香港政府計畫於「未來基金」

撥出百分之十的款項（220億港元），成立「港版淡馬錫」進

行策略性投資，注入一個名為「香港增長組合」的投資組合，

直接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在爭取較高回報的同

時，鞏固香港作為金融、商貿和創科中心的地位，長遠提升香

港的生產力與競爭力。

所謂「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包括：以香港為基地之公

司所推行的項目，或將於香港推行的項目。在投資範疇方面，

將為投資組合制定2至3個涉及新經濟、生物科技、創新及生活

科技等授權範圍，包括容許投資於私募基金及風險投資，但最

初授權不會投資於香港的房地產公司或項目。

二、新加坡國家儲備

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衝擊，新加坡官方初估

2020年首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年減2.2%，創2009年金

融海嘯以來最大降幅，全年GDP預計將萎縮1%至4%之間；為了

因應疫情嚴峻衝擊，新加坡政府宣布第二波財政刺激方案，規

模480億新元（約1兆台幣），加上之前已宣布的紓困基金預

算，刺激措施總計加碼至近550億新元（約1.15兆台幣）；相

當於GDP的11%；追加的刺激措施將使今年預算赤字占GDP的

比例提高到7.9%。

為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對經濟、就業等各領域

的衝擊，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杰於2020年5月26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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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第四次總值達330億新元的「堅毅向前」抗疫預算案，主要

包括20億新元的就業培訓方案、29億新元的雇傭補貼計畫、

20億新元的工商農業租金補貼、8億新元的失業或收入補貼、

130億新元的應急基金及逾5億新元的數位化獎勵措施，同時

對暫時無法復工產業延長外勞稅豁免，及對新加坡公民提供水

電費補貼等。

新加坡自2020年2月迄今已相繼推出64億新元的「團

結」、484億新元的「堅韌」、51億新元的「同舟共濟」34 及

330億新元的「堅毅向前」等4大抗疫預算案，總預算達929億

新元。新加坡2020/21年總財政赤字達743億新元，占GDP的

15.4%，共動用2次總額約520億新元的國家儲備。新加坡總統

哈莉馬（Halimah Yacob）於4月9日正式簽字，批准政府動用國

家儲備，資助上開預算案中的援助配套，以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的衝擊；這是新加坡自金融海嘯以來再次動用國家儲備，以支

撐朝向衰退的經濟。

三、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

OBR於2020年4月14日發布的《冠狀病毒參考情景》

（Coronavirus Reference Scenario）指出，英國政府在2020-21財

政年度全年的融資需求可能會增加約2,200億英鎊至3,820億英

鎊。

OBR在2020年4月評估新冠病毒疫情對經濟和公共財政的

潛在影響，除了對公眾健康和家庭福祉造成影響外，相關的經

濟動盪及為支持個人和企業而採取的政策措施，也大幅增加預

算赤字及公共債務。OBR估計，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導致全國大

34 新加坡政府對21歲以上公民發放600新元的一次性現金補貼，對企業員工4月的薪資

也將補助4,600新元為上限的75%，希望雇主不要辭退員工或讓員工放無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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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區陷入停滯，英國經濟在2020年第2季可能萎縮35%；

由於政府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採取封鎖措施，英國今年經濟可能

萎縮12.8%，這將是英國過去3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OBR指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封城等措施

的實施期間長短，以下預測是假設嚴格的封城措施僅維持3個

月，然後部分抗疫措施仍會再多實施3個月，相信疫情對民眾

生活水平的直接打擊可能會比2008年金融危機的最初衝擊還

要嚴重，估計失業率可能在6月底上升逾1倍達到10%

Updated 14 May Q2 2020 Q3 2020 2020 2020-21

Real GDP (percentage change on previous period) -35% 27% -12.8%

Unemployment rate (per cent) 10% 8.5% 7.3%

PSNB (£ billion) 298.4

PSND (Per cent of GDP) 95.8

英國財政部內部文件顯示，預測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將使

英國在2020年損失近3,000億英鎊，而預算赤字為3,370億

英鎊。倘經濟呈現「V形」反彈，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

35%，回到2021年爆發前的水平，預估今年的赤字為2,090

億英鎊。然而，OBR的主席Robert Chote悲觀表示，英國經濟

難以在2020年反彈，並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

肯定會導致借貸增加，並警告對經濟的疤痕效應（Scarring 

Effect）35。

Robert Chote表示「假設經濟規模永久變小，那麼稅收就會

永久減少。」他還強調公共債務的利率水平，英國希望在衛生

35 疤痕效應係指當一個人的就業歷程出現失業，失業將會對往後的就業歷程產生長期性

的影響，且影響的範圍相當廣，包含收入、就業狀況、身心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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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服務上費用支出及民眾行為改變等因素，例如人們是否

願意回到工作場所、商店及餐廳。OBR提出解決債務的建議方

法，包括增加所得稅及終止對國家養老金的部分限制。智庫機

構Resolution Foundation的執行長Torsten Bell解釋「政府因應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持續的經濟復甦。」其中

的關鍵部分應該是解決高失業率問題，並表示「重複2010年

代出現的緊縮措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一位經濟學家表示，

由於目前借款相對便宜，因此政治選擇可能導致英國政府增加

醫療和社會護理方面的支出。因此，債務水平自行上升的事實

並不一定意味著需要在金融危機之後採取某種緊縮措施。

四、英國債務管理辦公室（DMO）

與2020年預算相比，支持COVID-19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勢

必會增加政府融資的需求；因此，DMO將於2020年3月31日發

布2020年4月的國債發行計畫修訂版，DMO並在網站發布2020

年5月至7月的國債發行計劃，計劃未來3個月內的英國國債銷

售總額將達到1,800億英鎊。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帶來大量開支，英國政府計畫

提高央行透支額度，直接自英國央行（BOE）獲取資金，作為

發債以外的籌款機制，此意味若政府無力支應短期現金流，央

行同意增加貨幣投放為政府挹注流動性。不過英國政府也強調

此為暫時、短期的融資方案，政府仍將以市場作為主要資金來

源。

根據財政研究所數據，因防疫所導致的龐大支出和稅收縮

減，英國還需要在2020/21財政年度增加1,300億英鎊的收入，

這將使其融資需求超過 2,900億英鎊，約佔GDP的13%。DMO

預計在2020年4月23日公布最新債務發行計畫，部分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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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2020/21財政年度的預算赤字可能超過該國GDP的10%，將

創下戰後最高水平。

DMO於2020年5月20日出售一批殖利率-0.003%、3年期

（2023年7月到期）的債券，規模達37.5億英鎊，此為英國首

度以「負利率」發行國債，等於是市場首次貼錢貸款給政府。

在市場買賣中，英國國債早已出現過負利率，但在政府一發行

即為負利率則是一個新的里程碑，此也進一步顯示英國已處於

負利率環境。貼錢貸款給政府的主要因素為投資人對經濟前景

相當悲觀，特別是如果經濟差到出現通貨緊縮，將現金換成負

利率的債券，至少可讓資產縮水的幅度小於手持現金貶值的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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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一、考察訪問進修計畫書

財政是市政推動的原動力，舉凡地方自治的落實、都市建

設的推展、公共政策的施行、社會福利的提升及爭取舉辦大型

國際性活動等，都須有充裕的財政支援，才能順利完成。臺北

市為臺灣首都及中央機關所在地，政經高度發展，在有限資源

及人民對政府服務要求益形多元之環境下，須有妥適財政規

劃，以因應施政調整公共建設推動政策。

　．研究主題一：財政投資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簡稱GIC）成立於1981年5月，屬政府全資成立之資產管

理公司，與淡馬錫控股公司同為新加坡兩大主權基金；新加坡

政府為吸引國際知名資產管理公司在新加坡發展，促進新加坡

成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透過GIC提撥部分資金予在新加坡成

立基金經理公司之外商公司操作管理，以投資國際股市，從而

促進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GIC運作獨立、功能權責分明，有

效運用多元且策略投資，達成資產增值，同時引進國際關鍵技

術，帶領國內產業發展，近10年投資報酬率可達8.8%。

香港港區政府提出新一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在確保公共

財政穩健的前提下，可以採取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善

用盈餘，為香港投資、為市民紓困；在制訂公共財政政策時，

力求創新，快速有效地回應社會訴求，為未來發展早佔先機。

香港約有33萬中小企業，占全港企業總數超過98%，為協助中

小企業，包括初創企業，將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

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注資15億港元，為「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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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支援基金」注資10億港元。

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從早期的「稅收型」財政、至近

期的「土地開發型」財政，然而台北市可供開發之市有土地已

越來越少，實有需要思考下一階段之「投資型」財政；近年來

本市落實強化財政紀律並致力加速減債，整體財政狀況雖較以

往更為穩健，惟因應未來，包括市場重（改）建、供水管網改

善、公共住宅之興建與用地取得、兒童育兒津貼、校園及醫院

改建工程等重大施政項目之經費需求壓力龐大，僅從稅收及土

地開發收入將無法滿足上述經費需求，如何透過投資協助企業

發展並增加市庫收入是未來地方財政必須及早規劃事項。

　．研究主題二：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 OBR）

為利政府財政永續性，國家長久性發展，英國政府積極推

動財政透明度公開財政資訊，國會於2011年通過「2011年預

算責任和國家審計法（The Budget Responsibility and National 

Audit Act）」，成立預算獨立機構－預算責任辦公室，專責

各項稅收及公共福利支出預測，提供政府預算編列依據及評

估政府施政績效。2014年修訂預算責任憲章（The Charter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賦予預算責任辦公室新增設立福利限額

的責任並強化了對財政政策的控制。

預算責任辦公室運用公共財政預測以評估政府財政目標

和福利支出目標之績效。2017年1月英國政府制定了兩個新

的中期財政目標：（1）2020-21年結構性赤字（經過週期性

調整的公共部門淨借款）低於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的2%；（2）在2020-21年公共部門

淨債務占GDP的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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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責任辦公室評估公共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其編製之

財政永續發展報告（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FSR），對於

不同類型的支出、收入及財務交易列出長期預測，並評估於公

共部門債務情況下，前開預測是否仍具有持續性。

台北市政府經過4年的勵精圖治，資本門支出執行率由過

去的66%提升至74%，為因應未來擴大公共建設支出，實有需

要運用公共財政預測以評估適當之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同時因

應人口結構老化，對於福利支出規模與目標也應及早預為因

應。

　．研究主題三：債務管理辦公室（Debt Management Office , 

DMO）

英國債務管理辦公室（DMO）是負責執行英國政府債務

管理的執行機構，成立於1998年4月1日，在布萊爾首相決定

讓英格蘭銀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之後，DMO取代英格蘭銀行

成為財政部之債務管理及現金管理代理人，負責債務（debt 

management）及國庫現金管理（cash management）、放款予

地方政府及管理特定公共基金（managing certain public sector 

funds）等業務，並配合政府債務管理的目標，和財政部緊密

結合，負責英國公債之發行及相關風險控管等業務。

DMO負責英國政府債務的日常管理。它負責執行英國政府

的債務管理政策，其債務管理目標為因應政府財政需要，降低

長期舉債成本並考量相關風險，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現

金需求總量，同時必須與政府貨幣政策之目標配合，另公共工

程貸款委員會和減少國債委員會亦納入DMO一併管理。

台北市政府4年償還債務520億元，然隨著公宅興建、市

場改建，必須預為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在配合市府財政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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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訂定適當之債務管理政策及目標，並考量融資利率風

險有效降低資金取得成本。

二、感謝

本次出國考察參訪感謝以下等人的協助及安排：

1.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鄭治洪博

士、徐詩妍女士

2.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張旨華秘書

3. GIC經濟及投資策略部鄭貴敬副總裁

4. Temasek Holdings可持續發展和統籌部胡以晨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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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國債務管理辦公室（DMO）Jessica Pu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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