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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根
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遊客境外消費金額達2,150

億美元，較2014年的數據成長53％，成為境外消費額世界第

一名。報告指出，中國遊客去年在境外消費金額，超過包括美

國人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遊客的國外消費額。該數額也超過

了海灣國家卡達1年的經濟產出。根據中國國家旅遊局和世界

旅遊業理事會的數據，過去五年來赴國外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數

成長超過1倍，人數達1.2億人次。這表示每十名國際旅客中就

有一名是中國人。中國出國旅遊人數的增長驚人，很大一部分

得益於越來越多的人邁入中產階級的門檻，通常中國家庭年收

入達到3.5萬美元，便會開始考慮出國旅遊。從2003年至2013

年，中國約有2,100個家庭達到這一門檻。到2023年，達到該

標準的中國家庭將再增加6,100萬戶。報導指出，中國境外旅

遊的繁榮也使得日本等國的經濟大為受益。本期【全球視野】

對此有詳細報導。

從公元1171年，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威尼斯銀行」誕生

之後，近九百年來，銀行金融業幾乎不曾發生過革命性的變

動。現今的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卻翻轉了傳統的金融服

務，以破壞式的創新引發許多變革，對現行的銀行金融體系勢

必帶來不少挑戰。從付款、財富管理、到借貸和群眾募資，新

一代的FinTech創新企業正瞄準了金融產業的核心領域，以去

仲介化的大改變，對傳統金融業造成震撼式的衝擊，銀行不再

是人們唯一的選擇。因此，有人稱之為這是自有銀行以來最大

的金融革命。這是未來的金融服務的大改變，也是「變革中的

金融科技」的創新，推動銀行金融業的大變革，本期【封面故

事】以此為主題，刊出了五篇相關的內容給大家參考。

本期其他欄目【特別報導】、【產業風雲】、【財經訊

息】還有很多精彩的內容，報導最近各行各業最新的變動情

形，包括「鴻海集團策略投資日本夏普」、「中國美的集團收

購東芝家電八成股權」、「翻轉中的韓國」、「三兆人民幣—

阿里巴巴躍居全球最大零售體」等文章，以及其他豐富多樣的

報導，還請讀者自己詳細閱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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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Global View

缺水常肇因於管理不善，而非水資源不足。許多水源

因企業與農業使用效率低落而遭到浪費，在某些城市，因

管線漏水而流失的水量甚至高於家庭實際用量。因此，若

政府能勇於面對缺水問題，提高水資源的效率和分配到更

高價值的用途，全球受缺水問題的經濟影響將大幅降低，

一些國家甚至會降到完全不受影響。舉例來說，政府投資

廢水回收利用，或者海水淡化廠都可以幫助增加都市的水

供給量，雖然這些作法的成本高昂，但仍比毫無作為來得

好。

此外，報告也警告，充足的經濟因素顯示，反常的降

雨量可能演變為暴力衝突，非洲、巴西與印度均曾在旱年

或水災後發生衝突。報告指出，水是生產的關鍵要素，水

資源減少可能導致經濟成長減緩，讓經濟前景烏雲罩頂。

亞洲缺水蔓延 經濟大衝擊
亞洲的缺水隱憂正日益惡化，不僅已是全球最乾旱的

大陸（以人均計算），如今正遭逢從越南南部蔓延至印度

中部的嚴重乾旱。

東南亞和南亞部分地區目前正遭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

旱災，其中以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亞洲稻米產區）和中部

高地、泰國76省中的27省區、柬埔寨部分地區、緬甸大城

仰光和曼德勒，以及印度超過25％人口居住的區域，均為

受創最重的地區。

雖然乾旱不會像水災一樣摧毀樓房，但將耗費很高的

社會和經濟成本。數百萬亞洲人民目前正面對嚴峻的缺水

危機，有些甚至必須被迫遷徙。緬甸、泰國和柬埔寨也必

須縮減新年期間所舉辦的傳統潑水慶典。

同時，全球稻米生產大國泰國、越南和印度因旱災而

不斷升高的損失，已威脅全球原就緊縮的稻米市場。由於

泰國和越南稻米高占全球稻米出口的一半，也占這十年來

缺水危機‧經濟大衝擊
氣候變遷讓淡水愈見稀少，導致水源短缺危機惡化，將讓中東、北非等地區付出高昂代價，至2050
年的GDP恐損失6％。亞洲今年以來大旱天災不斷，第1季就已造成約120億美元經濟損失。

世
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報告指出，隨著都市快

速發展、人口擴張，推升水資源需求出現指數型成

長，即便是水源豐沛的地區到2050年都將面臨難關。水源

供應的不確定性已日漸升高，乾旱與氣候變遷等因素更可

能導致缺水危機惡化，造成糧價上漲、移民動盪、甚至暴

力衝突。

缺水危機，世銀警告2050年GDP損失6％
報告表示，現在有近1/4的人口居住在水資源缺乏的

國家，若維持目前的水源管理政策，加上對於氣候變遷的

模型預估也是正確的，未來肯定會有更多國家面臨缺水問

題，一些原本就缺水的國家狀況可能還會更加惡化。缺水

問題將影響各國的健康和農業，一些容易受乾旱影響的

食物價格將因此飆升，進一步造成移民等多項問題。一些

中東和非洲國家早已面臨缺水問題，這些影響將使當地的

GDP成長率在2050年前減少最高達6％。

全球經濟成長受缺水問題影響的幅度則較小，約介於

0.37％到0.49％之間。2015年時，美銀美林就曾發布報告

指出，2020年前全球每年需付出的環境變遷成本將增加到

1.5％的GDP成長率。花旗銀行（Citigroup）也曾表示，環

境變遷將使全球GDP在2060年前損失達44兆美元。

4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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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預估成長的近75％，因此對泰越兩國來說，稻米損失

的影響頗鉅。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水稻栽種區中，已有23

萬公頃被摧毀，因枯竭的河流導致南海鹽水倒灌，造成近

10％的農地面臨貧瘠的可能。

這波旱災可能前所未見，但也不算異常。反而在亞洲

的環境挑戰，例如生態系統退化、地下水枯竭、水資源汙

染、聖嬰的熱帶天氣模式和全球暖化效應，都只會讓乾旱

愈來愈常見和嚴重。

此外，亞洲就算不受到乾旱的衝擊，也正面臨重大的

限水危機，因亞洲每年人均供水量為2,816立方公尺，已低

於全球平均6,079立方公尺的一半。

越南逢大旱，景氣受創

越南近期正面臨土壤鹹化、旱災、地層下陷等問題，

這三個相互影響的問題使該國的農業及漁業受創，進而衝

擊高度仰賴大宗商品出口的越南經濟，整個湄公河流域的

未來更令人憂心。越南是全球稻米、咖啡、胡椒、魚蝦的

主要供應國，該國政府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這些農作物

今年截至目前的損失初估有5.57兆越南盾（2.5億美元），

其中近70％的損失來自湄公河三角洲。

亞洲天災頻傳，首季損失120億美元
亞洲今年開年以來極凍氣候、大旱與地震等天災不

斷，光是第1季就已造成約120億美元經濟損失，是去年同

期的兩倍。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水災和極端氣候等災害，似

乎也更頻繁，保險業者無不嚴陣以待。

根據倫敦再保經紀商Aon Benfield的統計資料，亞洲

今年第1季因天災

導致的120億美元

經損，約為去年整

年的20％，而熊本

地震的理賠金額可

能直逼10年平均值

59億美元，勢必成

為第2季、甚至是

全亞洲今年損失最

慘重的天然災害。

接下來亞洲第3季

又將面臨颱風高峰

期，去年颱風在亞洲造成至少10億美元損失。

中國民政部的統計顯示，今年頭兩個月天災在中國造

成人民幣110億元經濟損失，比2015年第1季激增76％，主

要是因為浙江和廣東等省份在1月下旬遭受嚴重的寒害侵

襲。

也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大西洋兩岸的氣候同樣慢慢

在改變。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科學家預測，今年大西

洋颶風的活動就會恢復正常，預估由於聖嬰現象減弱，今

年會有六個颶風形成，且至少有一個強烈颶風襲擊美國本

土的機率為50％。

另外，2013／14年的冬天，是英特蘭與威爾斯自1766

年有紀錄以來最潮濕的一個冬季。根據Jenkins et al的報

告，英國未來冬天的降雨／雪量會大增，到2080年左右

全英國多數地區都會增加10-30％；英國史上最熱的十年

裡，有八年是在2002年至今這段期間出現；2005到2014年

這十年間，英國的平均氣溫比

1961-90年高出攝氏0.9度。在

彭博資訊追蹤的全球再保業者

中，前三年吸收的天災損失低

於八年平均值84億美元，其中

去年更降至2009年以來的新低

31億美元。但如果氣候變遷的

狀況持續惡化，保險業的日子

恐怕會愈來愈難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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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拉圭記者、作家兼詩人愛德華多 ·加萊亞諾

（Eduardo Galeano）在1971年寫了一本關於拉丁

美洲文化背景的經典之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在書中作者明確

地提出藏在拉丁美洲血管裡的血液是：黃金、白銀、農產

品（蔗糖、可可、橡膠、棉花、咖啡）、勞動力、耕地與

礦產（銅、錫、鐵、石油）。

拉丁美洲蘊藏大量的天然資源和原物料，許多國家就

是靠著原物料和天然資源來發展主要產業。但這些國家不

僅不趁著經濟成長時擴大進行產業提升，卻有恃無恐的揮

霍祖產，想靠買賣原物料就能賺到貿易財。但當原物料的

價格有致命性的波動時，過度倚賴原物料產業的國家，很

快地就嘗到國家經濟體質不良發展的苦果--高通貨膨脹、

高失業率、高國家負債、國家貨幣大幅貶值等，造成國內

的動盪不安。長期倚靠原油的委內瑞拉、倚靠原物料和礦

業的巴西，都面臨此險峻的挑戰。

經濟問題蔓延成為政治問題，政商局勢不穩容易引發

外資撤逃，導致匯率貶值，匯率貶值又容易引發通貨膨

脹，結果高度通貨膨脹會傷害民眾的消費力。民生經濟一

旦出了問題，難辭其咎的政府領導人勢必會要下台、換人

以示負責，而汰換率高的政府更讓經濟政策無法長期順利

運作下去。

委內瑞拉面臨嚴重惡性通膨

委內瑞拉石油含量豐富，是全球石油最多的國家。國

際油價和原物料從2014年下半年以來的跌勢，沒有讓中南

美洲的物價大幅下跌，正當已開發國家不斷的透過寬鬆貨

幣抵抗通貨緊縮的同時，中南美洲深陷惡性通貨膨脹的深

淵。

委內瑞拉面臨經濟嚴重衰退，GDP年度成長率連續七

季負成長，還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通膨率高

達720％，導致委內瑞拉貨幣（VEF）對美元匯率大幅貶

值。委內瑞拉96％的外匯收入來自於石油，國際油價近期

崩盤，也連帶地癱瘓委內瑞拉的國家經濟—原物料貿易系

統停滯，連可口可樂公司都宣布停止在委內瑞拉生產含糖

飲料，而委內瑞拉大型的民生飲食公司Empresas Polar，甚

至需要停止生產部分民生必需品。

糖、糧食、小麥等必需品缺貨嚴重，民生物資極度缺

乏之下，許多人每天得排上數小時的隊伍搶購基本日常

用品，例如牙膏、衛生紙和食物。一個漢堡得付出相當

於 170美元的代價。快速飆漲的物價漲導致民間暴動、搶

劫和掠奪的行為越來越頻繁，政經動亂一發不可收拾，迫

使該國總統馬杜羅頒布「60天緊急命令」；而被授權進駐

各地市場跟工廠的軍警，卻被抗爭者視為「公權力」的鎮

壓，委內瑞拉全國上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暴動。由於嚴重缺

水缺電，中央政府最近下令非處理緊急必要事務的公務員

週休5日但薪水照領，時間暫定2周，更規定全國時間調快

半小時，以節省夜間電力使用。

台灣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歐鴻鍊會長就指出，身

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創始國的委內瑞拉陷入

當前險境的主因有二。其一是難逃資源詛咒命運（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該國石油出口占全國總收入的

95％、政府總收入的近50％，「玻利瓦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貶值的經濟原因即在無法平衡石油的生產和消

費。

其二是前總統查維茲倡導的「21世紀社會主義」導致

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據官方統計，1999至2012年公務員人

數增加一倍達200萬人，另有逾300萬人間接受聘於政府機

關，其豐厚的福利成為執政黨勝選的主因之一，但也陷國

家經濟發展於泥沼。

政經失控的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國家面臨著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高國家負債、國家貨幣大幅貶值等問題，造成國

內的動盪不安。特別是長期倚靠原油的委內瑞拉、以及倚靠原物料和礦業的巴西。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6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期



之後常見的衰退，是在信貸榮景後試圖減債，引發資產負

債表衰退。巴西家庭債務近年來急遽攀升，家庭債務占可

支配所得比率過去七年大增14個百分點至41％，再加上高

利率，推高償債負擔。政府債務也大增。巴西政府試圖穩

定債務水準的行動已證明失敗。要像美國與英國民間近幾

年來徹底去槓桿化是不太可能的，而巴西經濟所有領域現

在能進行更多舉債的能力也受到嚴重限制。

第三種衰退是受到貿易衝擊，當一國的出口價格跌幅

遠高於進口物價跌幅時就會發生。巴西和其他仰賴商品出

口的國家一樣，因出口商品價格大跌而經濟衰退。

2016里約奧運開幕典禮8月5日登場，正式進入倒數計

時階段，但現任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被控2014

選前篡改政府經濟數據，不久前遭到了彈劾（羅賽芙稱為

政變），現在很難知道，里約奧運開幕時的總統還是不是

她。

新上任的巴西代理總統德梅爾宣布為拯救巴西數十年

來最嚴重衰退危機的而實施撙節措施，他警告說，不能堅

決行動的話，巴西的未來世代將陷入「非比尋常的苦日

子」。此外，他表示，要恢復巴西的債信評級、壓制利

率，將國家從數十年來最大的衰退中拉拔出來，他所提措

施才是上策。

但巴西經濟學家Marcelo Portugal悲觀表示，巴西有如

迷你版的委內瑞拉，新領導人只想找出新方法揮霍巴西的

石油財富。華

三種衰退重擊．巴西經濟倒地

南美洲第一大國巴西，在2011年以前被國際媒體譽為

金磚四國之一，如今也同樣面臨連七季的GDP負成長，而

且衰退情況逐漸擴大，絲毫不見好轉。

巴西經濟是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關鍵火車頭，2015年

衰退近4％，今年預測再萎縮3％。巴西由於赤字走高而於

去年12月喪失令人欣羨的投資級債信評等；基準利率去年

飆上14.25％，通膨率攀上兩位數，投資人信心掉谷底。巴

西正陷入1980年代以來最糟的經濟衰退中。失業率達2009

年來最高，通膨從2012年年中的4.92％一度攀升至10％以

上，巴西里拉波段累積跌幅逾60％。

巴西去年逾100萬人失業，經濟萎縮3.8％，通膨率突

破10％，債信評等被打入垃圾級，民眾有理由對執政的工

黨沮喪不已。外界將嚴重衰退歸咎於前總統魯拉與現任總

統羅塞芙靠大舉支出膨脹經濟後，為修補財政而減支，以

及深受全球商品價格大跌衝擊。不過有經濟學家指出，巴

西是不幸同時遭遇三種衰退。

英國經濟學家譚普頓（Paul Temperton）指出，巴西

的第一種衰退是由較高的政策利率引發，通常是通膨攀升

後過度升息，通膨還沒獲得控制，經濟先陷衰退（即停滯

性通膨）。羅塞芙2011年1月開始執政時，通膨率從6.5％

持續上揚，央行則自2013年初展開17度升息，利率升至

14.15％，但通膨率續增，2月攀抵10.4％。

第二種則是許多已開發經濟體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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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運制裁尚未解除 
古巴強人卡斯楚1959年革命奪權後，建立西半球首個

共產主義政權，沒收了美國的財產，與美國決裂。為此華

盛頓對古巴實行禁運作為回應，兩國也為此關係緊張。古

巴一直要求美國解除禁運以使兩國關係趨於穩定。

但是，這超出了歐巴馬的職能範圍，因為要解除禁運

需要得到以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的批准。而美國國會反

對禁運的聲音很大，除非古巴向民主邁出更大的步伐。

因此，在這個禁運政策下，美國企業非經許可不准與

古巴有生意往來或在古巴直接投資，出口或轉出口到古巴

的物品除特定例外項目外都須先獲許可等。美國近一年來

稍有放寬部分規定，但相當有限。在歐巴馬啟程前，美國

再度宣布幾個鬆綁措施，如往來美國與古巴的美國貨輪與

客輪不再需要等美國海岸防衛隊登船檢查才能出港；美國

金融機構將能處理對古巴的銀行業務，放寬兩國匯款限制

等，將有助活絡古巴的經濟。

 除非美國的

制裁完全解除，除

旅遊業外，一般人

不會覺得兩國關係

正常化對生活有太

大改變。自從美國

放寬到古巴旅遊限

制，並在古巴設大

使館後，赴古巴的

美國人從30萬增加

到50萬。美國近期

再放寬讓其公民不

必隨團即可以教育

目的及名義到古巴

美
國歐巴馬總統3月20日抵達古巴訪問，是自1928年

柯立芝總統（Calvin Coolidge）乘著戰艦抵達古巴以

來，時隔88年後，第一位走訪古巴的美國總統。標誌著這

兩個交惡大半個世紀的敵人關係有新的契機。

自歐巴馬在2009年元月就任美國總統後，其諸多政策

反映出了美國—古巴關係的「暖化」：2009年4月，歐巴

馬在第五屆美洲國家高峰會中，宣布解除古巴裔美國人赴

古巴旅遊與匯款的禁令；2009年4月13日，歐巴馬總統發

表備忘錄，文中增加古巴與美國間的通訊聯絡，並責負國

務院商業部，授權鋪設美古之間的光纖電纜與衛星通訊等

業務；同年5月，雙方就2004年以來就終止的移民問題展

開談判；9月，重啟自1963年以來終止的通郵談判。

歐巴馬和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2014

年12月17日宣布展開關係正常化，結束超過半世紀敵對。

近一年來，歐巴馬發布至少21項放寬對古巴貿易與旅遊限

制的行政措施，允許美國金融機構處理涉及古巴的交易。

美國、古巴關係開啟新頁
美國與古巴恢復邦交，經濟制裁有待鬆綁，但商業依舊是利之所趨，從好萊塢前進古巴拍攝、

到熱錢流入房地產，資本主義已悄然地滲透到哈瓦那，商機處處浮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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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觀光發展會帶動基礎建設，例如上網熱點變多了，

但因索費昂貴，主要仍是服務觀光客，哈瓦那上網費每小

時要5CUC（即5美元），而古巴的平均月薪是20美元。

禁運雖在，美國企業排隊搶進古巴淘金

美古關係加溫，許多美國企業對在古巴做生意表現強

烈興趣，然而已經與古巴方面簽署協議的美國企業還只是

少數。

根據美國與古巴開通定期航班的協議，每天最多將

有110架航班往返，這將使古巴觀光業爆炸性成長。若

每架航班平均載客量為100人，每天將增加一萬名觀光

客，一週就有七萬人，一年的觀光客將額外增加300萬

人。因此，美國飯店業龍頭萬豪（Marriott）與喜達屋

（Starwood）爭相在古巴展業，線上房屋租賃平台Airbnb

已可為一萬三千名美國旅客提供住房服務。此外， 雪茄出

口商也放眼美國市場，古巴的藥廠也將美國視為其產品銷

量的成長平台。

美官員認為，擴大雙邊經貿關係有助促成古巴的民主

轉型，商業合約一旦簽署就很難毀約，間接導致歐巴馬對

古巴採取的開放政策成為美外交政策的常態環節之一。

古巴遊客暴增 啤酒賣到缺貨
古巴啤酒與雪茄一樣享有盛名，也是觀光客必嘗體

驗，隨著古巴開放、與美國改善關係，大量遊客蜂擁而

至，Cristal、Bucanero這兩種最受歡迎的啤酒最近斷貨，

釀酒用水也吃緊，啤酒廠打算從同在加勒比海的島國多

米尼克進口啤酒並開設新廠因應。這2種啤酒都是由古巴

政府與全球最大啤酒廠、比利時百威英博（ANHEUSER-

BUSCH InBev，AB InBev）合資的「海盜啤酒廠」生產。

海盜啤酒廠銷售主管表示，他們不得不蓋新工廠，才能滿

足遊客和新興餐廳的需求。 

美國自前年底推動與古巴的正常化，總統歐巴馬訪問

古巴前再放寬旅遊限制，到訪古巴的美國遊客大增，成長

77％，古巴去年有350萬人次觀光客，較前年成長17％。 

古巴政府表示，2016年1至4月到古巴旅遊的美國人比去年

同期暴增93％。

自5月1日起，美國邁阿密到古巴的郵輪將啟航，這是

美國對古巴實施貿易禁運逾半世紀後，首度開通的航線，

預計將帶入更多觀光客。 

演唱、時尚也不缺席

古巴政府開放，不僅和美國恢復邦交，今年已吸引電

音、搖滾天團開唱。英國「滾石合唱團」也在古巴首都

哈瓦那舉辦免費戶外大型演唱會，吸引近五十萬人到場狂

歡。古巴遭禁運期間，所有搖滾樂都被視為反抗共產國家

的敵對陰謀。雖然這不是近年來首次有西方樂團到古巴表

演，但這麼有名的樂團到此表演還是頭一遭。

此外，連法國品牌香奈兒CHANEL也搶時尚頭香，

2017早春大秀選在哈瓦那普拉多大道登場，音樂、色彩加

上歷史文化的交錯，一場無與倫比的時尚嘉年華在此華麗

登場。

海明威心中的世外桃源

據說古巴人有三個神：真神「耶穌」、革命之神

「切‧格瓦拉」和財神「海明威」。美國作家海明威有1/3

的人生在古巴度過。在古巴時，他寫出的作品總數占有其

一生創作量的70％，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以古巴漁夫的故

事靈感所寫出諾貝爾文學獎《老人與海》。他在古巴生活

的點滴和作品的普及，讓普羅大眾都想體驗那神秘的古巴

異國風情。

封閉五十年後的古巴，依舊是海明威心中那美好的世

外桃源？還是商人眼中的璞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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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旅遊業理事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公布數據顯示，去年中國遊客境外消費金額達2,150

億美元，較2014年成長53％，境外消費額居世界第一。

中國旅客境外消費額 世界第一
報告指出，中國遊客去年在境外消費金額，超過包括

美國人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遊客的國外消費額。該數額

也超過了海灣國家卡達1年的經濟產出。根據中國國家旅

遊局和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的數據， 過去5年來赴國外旅遊

的中國遊客人數成長超過1倍，至1.2億人次。這意味著，

每10名國際旅客中就有1名中國人。

中國出國旅遊人數的增長驚人，很大一部分得益於越

來越多的人邁入中產階級的門檻。通常中國家庭收入達到

3.5萬美元，便會開始考慮到國外旅遊。2003年至2013年，

中國約有2,100萬家庭達到這一門檻。到2023年，達到該標

準的中國家庭將再增6,100萬戶。

報導指出，中國境外旅遊的繁榮也使得日本等國經濟

大為受益。根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的統計，由於中國遊客

激增，日本2015年來自境外遊客收入年增率高達49％。

冰島則是另外一個受益於中國遊客的國家，2015年該

國旅遊業收入大增19.4％，遠超過該國的整體經濟增速。

知名諮詢機構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公布的

報告指出，中國消費者對未來5年的收入增長預期依然大

多持樂觀態度，且正在從大眾產品向高端產品升級，50％

消費者聲稱自己追求優質且昂貴的產品，而出境旅遊是消

費升級4大趨勢之一。

報告指出，去年中國出境旅遊中，購物是中國消費者

境外遊的必備活動，8成中國遊客會在海外購物。海外旅

遊占到這些中國遊客個人年度開支的四分之一。從境外消

費結構來看，服裝和化妝品是最熱門的購物品類。

中國勞動人口消費在2030將貢獻18％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預測，

2030年中國城市勞動年齡人口消費將比2015年增逾1倍至

6.7兆美元，佔全球都市消費額12％，在已

開發國家人口老化之際，為消費成長貢獻

18％，影響力料不下於西方戰後嬰兒潮世代

鼎盛時期，勢將重塑全球經濟浪潮。

麥肯錫指出，這一代的中國消費者更為

富裕、教育程度更高，消費意願也勝過前幾

代人同齡時期，且當前所得水準恰好企及

服務性消費料開始高速增加的門檻。訪調

18~54歲中國消費者發現，若未來12個月薪

水增加1成，他們將花掉其中43％，高於西

歐和日本的31~32％，以及北美的20％。 

麥肯錫預測，2030年中國15~59歲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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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2015年境外消費額居世界首位。專家預測，2030年中國城市勞動年齡人口消費將達

6.7兆美元，佔全球都市消費額12％。內需市場消費也強，造就中國武漢與重慶分居全球最活躍的新

建、在建購物中心市場之冠。

中國消費力穩居全球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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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5∼59歲）

北美（15∼59歲）中國（60歲以上）

已開發國家（60歲以上）

其他

2015至2030年全球都市消費成長貢獻
單位：％ 資料來源：麥肯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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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人口將增至6.28億人，城市地區該年齡層家戶月薪

達2100美元或以上的佔比，可望自2010年的4％躍升至

54％。 

隨勞動人口增加且薪資水準上揚，2030年前中國都市

勞動年齡人口人均消費年均複合成長率預測將達5.4％，使

人均消費從4800美元攀上1萬700美元。雖仍比不上北美都

市人均消費到2030年可能升抵4.8萬美元，但麥肯錫仍看好

中國龐大消費潛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

根據麥肯錫，2030年前全球都市消費成長將有18％來

自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0％來自中國60歲以上人口，無任

何其他單一國家可比擬；歐洲千禧世代（生於1985~2000

年）同期對全球消費成長的貢獻料不到2％，已開發國家

60歲以上人口貢獻雖佔19％，但到2030年嬰兒潮世代已全

體步入65歲以上，消費力料漸趨凋零。

 

全球最活躍的新建、在建購物中心市場  均在中國
中國強大的消費力道也顯示在內需市場中。依據全球

最大商業地產服務和投資公司世邦魏理仕發布「全球購物

中心開發」報告指出，亞洲市場在全球購物中心開發活躍

度佔據首位，儘管受到零售需求疲弱和部分市場供應過剩

的影響，中國目前依舊是全球範圍內最活躍的在建購物中

心和新建成購物中心市場。

該份報告針對2015年全球168個主要城市購物中心的

開發水準進行綜合衡量，研究範圍覆蓋超過20000平方米

的購物中心面積。

重慶：全球最活躍在建購物中心市場之首

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在建購物中心面積4190萬平方

米。十大最活躍市場中國占九席（占60％以上面積），

重慶以近370萬平方米位列全球之首。一線城市方面，深

圳、上海、廣州分別以360萬平方米、316萬平方米、196

萬平方米分列第二、第四以及第七名。

重慶商業地產市場板塊每年高速向新興區域擴張。重

慶商業地產市場近年來在激烈競爭中迅速發展，IFS、新

光天地、萊佛士廣場等商業項目都將成為未來的城市地

標，並帶動更多國際品牌入渝。另一方面，社區家庭消費

的興起吸引商業運營商走出傳統商圈、步行街，將目光聚

焦家庭日常消費，因而區域型及社區商業的發展，近期也

將成為市場發展另一趨勢。 

 

武漢：全球最活躍新建成購物中心市場

此外，面臨因商鋪租賃需求疲弱而引發的供應過剩

風險，2015年中國各地新建成購物中心總面積由2014年的

670萬平方米降至600萬平方米。武漢憑藉覆蓋近80萬平方

米交付面積的6個新建項目蟬聯2015年最活躍新建成購物

中心市場第一名。上海、廣州、深圳三座一線城市則分

別以54萬平方米、48萬平方米、47萬平方米位列第五、第

七、第八名。

從武漢市場2015年新建項目的業態類型來看，「快時

尚」和「輕餐飲品牌」在招商過程中備受青睞。武漢商業

的熱絡無疑投射出開發商對這個城市的偏愛，對於一個商

業形態還充滿無限可塑性的城市來說，簡單的複製已不能

適應武漢商業體的發展速度，如何更好詮釋「創新」，將

成為商業運營模式的突破口。步入2016年，武漢零售市場

的新增供應將會下降，這也將促使零售商加速業態調整的

腳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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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市場人口老化的速度也遠超過已開發國家。美銀

美林報告（America Merrill Lynch）指出，到2050年

時人類平均壽命將延長到77.1歲，且每隔五年平均壽命便

將延長一年；60歲以上老人將從目前的9.01億人增至21億

人。新興市場的平均壽命將與現今的日本一樣長。

新增的老人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亞太，另外四分之一

來自非洲及拉美，歐洲及北美洲老人增加反而不多。單單

是中國，老年人口將由目前的2.09億（占總人口15％）增

加到4.92億（占36％）；巴西、土耳其等國的人口也將快

速老化。美銀指出，法國經歷157年，老人（65歲以上）

比例才從7％增加到21％，共花157年，但預估南韓僅需27

年。

美銀美林指出：由於人的壽命比資產更長，因此如何

為人口老化預做準備，對各國政府、企業及個人而言都

是一項急迫的任務。美銀美林並警告，目前已開發國家與

人口老化相關的公共支出已占40％，未來將進一步提高到

60％。全球約有2/3的勞工沒有為退休預做儲蓄。

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測，人口老化將

重創新興經濟體的財政。預估到2050年時，英、美、法

公共年金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將分別為

6.1％、8.1％及12.8％，而土耳其、巴西及中國的比例將分

別達17％、16.8％及9.2％。

許多新興市場政府的健保支出也將增加。世界經濟論

壇指出，目前新興市場健保支出占GDP的5.6％，已開發國

家占12.5％；但從現在到2022年間，新興市場的平均年增

率達10.7％，已開發國家僅3.7％。

 

標普：高齡化威脅國家主權評級

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對全球58個發達國家和

新興市場國家的人口結構分析發現，各地的新興市場都有

人口老化現象，且正迫使政府擴大健保覆蓋率，同時卻只

能倚靠日益萎縮的勞動力來負擔社會福利支出，這將導致

公共財政惡化、政府債務攀高。除非這些國家實施改革措

施以解決人口老化相關的支出問題，否則其中4分之1以上

的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可能在2050年前被下調至垃圾級。幾

乎所有國家都將面臨公共財政的急遽惡化，必須採取進一

步的政策行動，特別是遏制保健和長期護理成本的增長，

並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

這些國家若不調整政策、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標普

預估，到2050年，新興市場平均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比率將從目前的42％升高到136％，比先進國

家的134％還要高。

標普警告，這種轉變可能導致享有「投資

級」主權信評的國家減少，到2050年，甚至有

超過25％的國家主權信評可能被打入「投機

級」，也就是「垃圾」債。

標普報告指出：人口結構導向的預算曲線

有必要調整，這對一些新興市場主權國家來

說，其迫切性與先進經濟體不相上下。未來數

年，巴西、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健

保支出可能大增。華

新興國家人口老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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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新興市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占全球老人的80％，退休年金及健保支出激增將使各

國政府的財政備受壓力。標準普爾則警告，高齡化將威脅國家主權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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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老人比例從7％提高
到21％歷時157年，中
國預估僅需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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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註：65歲以上老人比例從7％提高到14％及21％所需時間

新興市場人口快速老化



世界最長鐵路隧道開通
瑞士「哥達基線隧道」全長57公哩，於6月正式開通，也代表日本青函隧道的「世界最長鐵路隧

道」頭銜將正式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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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士哥達基線隧道（Gotthard Base Tunnel）北起烏里

州的埃斯特費爾德（Erstfeld），南迄提契諾州的博

迪奧（Bodio），軌道平坦深入地底，最深約2.3公里，隧

道可讓列車在平緩的軌道上奔馳，時速最快可達249.45公

里。耗時17年完工、全長57公里，隧道長度，居世界鐵路

隧道之冠。挖掘出的岩石總重量達2800萬公噸。瑞士當局

估計，列車要完整穿越隧道，得花上約20分鐘。

鐵路貨運的效率也可望提升，新隧道可支撐較重貨

運，減少柴油卡車運輸，進而改善交通與降低空汙。預

估日載客量將在2020年時，從現今的9000人增至一萬五千

人。

歷時17年終於完工
哥達基線隧道工程的難度在於穿越阿

爾卑斯山脈，相當於在過去17年中，每天

開鑿的隧道長度約30.48公尺。該隧道開通

後，仍將進行長達數月的測試，預計12月

完全投入營運，歐洲心臟地帶國家的旅遊

將有更省時的新選擇。

阿爾卑斯山脈崎嶇難行，1947年就有

人提出開鑿隧道的構想，但因工程浩大，

始終未付諸實行。1998年瑞士舉行公投，

獲64％民眾支持，哥達基線隧道的計劃

終於定案。1999年，哥達基線隧道工程展

開，過程中一度受到官僚主義和龐大工程

經費的阻礙，但歷時17年，總算在今年完

工。瑞士官方估算，125名工人若採三班制

不眠不休鋪設版式軌道（slab track），共

需4.38萬小時才能鋪設好。大約造價是120

億瑞士法郎。

瑞士到米蘭節省1小時
瑞士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哥達基線隧道完工對於促

進歐洲的交通運輸意義重大。目前從瑞士蘇黎世到義大利

米蘭所需的鐵路運輸時間約為3小時40分鐘，哥達基線隧

道啟用後，兩地的鐵路運輸時間將節省約1個小時。歐洲

的貨物運輸將更便捷、減少空氣污染、並帶動旅遊業。

日本青函隧道及英法海底隧道變第二及第三

哥達基線隧道後天舉行開通典禮後，連接日本本州與

北海道兩大島的青函隧道將讓出「世界最長鐵路隧道」頭

銜，連接英國和法國的英法海底隧道也將從世界第二長的

鐵路隧道退居到第三。青函隧道全長53.85公里，英法海底

隧道則為50.45公里。華

伯恩

日內瓦

蘇黎世

米蘭

埃斯特費爾德

博迪奧

法國
義大利

哥達基線隧道位置圖

瑞士哥達基線隧道

長約57公里

主圖位置主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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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計劃興建一座超越全球第一高

樓——哈利發塔（Burj Khalifa）的高塔，設計是受

到傳說中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啟發，將會建有旋轉瞭望台，

造價高達10億美元，預定2020年杜拜舉行世界博覽會之前

完工啟用。

新建築將會成為旅遊區「杜拜溪」（Dubai Creek）開

發區的主建築，但與傳統的摩天大樓不同，設計更像一個

由纜索支撐的尖塔，建商稱，新設計包括建有「空中花

園」觀景台，加入樹木及其他植物；內部會有精品旅館和

餐廳，以及一個會在塔牆外旋轉的玻璃瞭望台。

此計畫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支持，負責興建這座

新建築的杜拜國營發展商艾瑪爾地產（Emaar Properties）

公司是哈利發塔的建商，新大樓將比高828公尺的哈利發

塔「高一點」，但未說明具體數字。

杜拜野心勃勃，超大型建築計畫遠不止於此，構想中

的超級建築還包括全球最大的機場、世界最大的摩天輪、

模仿印度泰姬瑪哈陵，但規模更大的雄偉建築。

哈利發塔（Burj Khalifa）自從2010完工以後，就坐上

了世上第一高摩天大樓的王座，根據資料顯示它樓高828

公尺，總共169樓層，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座高度超過800

公尺的建築怪物。

吉達王國塔 高度超過1000公尺
但是，新高塔和哈里發塔也可能被沙國吉達正在興建

的王國塔（Kingdom Tower）摩天大樓超越，沙國先前曾

指出這棟新的摩天大樓高度將會超過1000公尺。

由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ure （AS+GG）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王國塔工程

已於2014年4月27日展開。黎巴嫩的建設顧問服務公司 

Advanc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ervices，最近宣布將測

試興建這棟摩天大樓的材料，王國塔高1公里，哈里發塔

高827公尺，原本計劃的摩天大樓高約1,600公尺，高度接

近全球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Mount Everes）的五分之

一，不過後續修改縮減到1,000公尺，大樓建成後將取代杜

拜的哈里發塔成為全球最高建築物。

王國塔估計將花費12億3000萬美元建造，有200層

樓，沙特王子 Al Waleed Bin Talal 是其主要投資人，高樓裡

將設有酒店、辦公室、公寓，當然還有世界上最高的觀景

台。建築師表示，其建築外觀是從沙漠植物的葉子形狀中

獲得啟發，王國塔每個側面都會有大陽台，可以俯瞰整座

城市和紅海美景。

王國塔位于吉達市北部、紅海之濱，將來圍繞王國塔

將興建佔地面積5.3平方公里的新城區—王國城，而王國塔

將成為新城區的地標和最早期建築。華

全球第一高樓名號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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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計劃興建一座超越目前全球第一高樓哈利發塔的高塔，但沙國吉達興建中的王國塔（吉達

塔）可能更略勝一籌，高度將超越10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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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四月底公告，在「海峽兩岸醫

藥衛生全作協議」框架下，經兩岸共同評估議定，

自公告之日起，台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台大醫

院、林口長庚醫院等四家醫院，可以接受藥品註冊申請

人的委託，承擔符合兩岸監管要求的藥物臨床試驗，符合

「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等相關要求的臨床試驗數

據，可用於在大陸申報藥品註冊。

減少兩岸重複執行臨床試驗，縮短新藥上市時程

大陸當局表示，未來台灣在上述四家醫院所執行的藥

物臨床實驗數據，可用於大陸的藥證申請，將可減少在

兩岸重複執行臨床試驗，縮短新藥上市時程和節省開發成

本，並協助台灣成為亞太新藥研發樞紐及臨床試驗中心。

兩岸自2010年12月21日第六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

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內容宣布，兩岸可依照國際臨

床試驗ICH標準，進行臨床試驗合作、數據互認。此協議

直到2011年6月26日才正式生效，兩岸雙方主管部門進一

步於2014年底共同商定「海峽兩岸藥物臨床試驗合作方

案」，去年完成雙方各4家臨床試驗機構的評估程序，並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出現重大進展，台灣衛福部與大陸藥監總局四月底共同宣布，兩岸臨床

試驗合作正式啟動，未來兩岸將確認以各自四家醫院，作為新藥開發臨床試驗基地，未來兩岸新藥

公司可以此八家醫院的試驗數據，互相申請對岸的藥證，有助於新藥業者發展。

由雙方於今年4月共同宣布這項合作方案啟動。

兩岸各4家臨床試驗機構包括台灣的台大醫院、台北

榮民總醫院、林口長庚醫院、三軍總醫院，以及大陸的北

京協和醫院、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

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未來新藥在兩

岸上市前，不需要分別在兩地進行臨床試驗，只通過一方

的臨床實驗，就可辦理查驗登記、申請上市。

台灣食藥署指出，兩岸醫院可透過這項方案實質合

作，也鼓勵業界新藥研發能夠多加運用此合作架構進行臨

床試驗，加速兩岸新藥研發合作，促進新藥提早進入兩岸

市場，增進兩岸人民健康發展，創造產官學多贏的成果。

此外，對台灣生技發展是加分的，藉由台灣與大陸的這個

平台，可以吸引國外藥廠與台灣醫學中心合作，進而進軍

大陸，台灣可望居中成為亞洲生技臨床試驗的樞紐。

一般台灣要向大陸提出臨床試驗申請，通常要4~5

年，互相採認後，有機會可以縮短至1~2年。業界期望藉

由此象徵性的開始，希望未來相互承認能夠逐步擴及國內

所有醫學中心。

台灣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表示，大陸公

告承認台灣臨床試驗數據是兩岸臨床合作重要開端，為了

讓生技產業可以快速導入新藥案例進入「4＋4」整合共同

試驗、數據分析，將於6月上旬舉辦業界說明會，以及安

排大陸4家臨床試驗機構專家來台，訂定兩岸CIRB（聯合

倫理審查機制）及GCP（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等相關

新藥臨床試驗執行辦法。希望讓新藥研發企業掌握兩岸臨

床試驗申請步驟、與流程，盡速推進台灣新藥、兩岸臨床

共同試驗的首例。華

Taiwan Strait
兩岸聚焦

大陸與台灣生技合作
有助新藥發展

兩岸臨床合作概況

合作對象 合作主軸 試驗認可標準

台灣衛福部、大陸藥監總局 兩岸新藥臨床試驗數據
互認

依照國際ICH標準進行臨
床試驗合作

簽署合作時間表 試驗基地 合作模式

． 2010年12月21日第六次
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
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 2014年底透過兩岸企業
家峰會初步宣布「四加
四」合作

． 2016年4月25日兩岸官方
正式發布合作內容

． 台灣：台北榮民總醫
院、三軍總醫院、台
大醫院、林口長庚醫
院

． 大陸：北京協和醫
院、北京大學第一醫
院、上海復旦大學附
屬中山醫院、上海交
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
金醫院

． 未來兩岸新藥公司可
向各自四家醫院申請
臨床試驗，並以四家
醫院的臨床數據向對
方申請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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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語文大辭典》代表兩岸政治上的和解，也可促進分治60年的兩岸同胞溝通交流、傳承弘

揚中華文化。

隊，與大陸中國辭書學會合作編寫。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說，兩岸合作編纂中華語文

工具書是兩岸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語言文字的良好開端，

目前已基本形成交流合作機制。希望雙方持續推進這項工

作，取得更多成果。我們將為推動和深化兩岸語言文字交

流合作，促進兩岸同胞溝通交流、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創

造良好條件，提供積極幫助。華

為
落實馬英九總統2008年文化政策白皮書「兩岸合編

中華大辭典」之構想，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特邀集兩

岸數百位學者專家，歷經六年努力，合力編纂《中華語文

大辭典》，台灣已在4月出版，大陸版的電子版將於今年7

月發佈，紙質版將於2018年出版發行。

兩岸剛開放交流時，許多台灣民眾看到「獼猴桃」、

「激光打印機」，免不了一頭霧水；在台灣，土豆是花

生，到了對岸，卻變成馬鈴薯；在大陸，衝著別人叫「小

姐」，恐怕只會招來白眼。兩岸分隔60多年，各自產生了

許多不同的辭彙，或是對於某些辭彙有著不同的意義。兩

岸民間日前合作完成了「中華語文大辭典」，就是希望並

陳這些差異，化解兩岸語文上的隔閡。

此項兩岸合編辭典之重大工程，自2010年初啟動，在

經過與北京國務院臺辦協商後，兩岸決定避開官方色彩，

以利工作的進行。這部辭典收錄兩岸當代生活、文化、社

會、政治、經濟現象等用語，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共同編

審，共收集十萬餘詞條，八千餘兩岸差異用語，合計千萬

餘字。它特別重視呈現兩岸之當代性，力圖以語詞來記錄

現代社會生活，文化現象。其目標，即是讓六十年分裂分

斷的兩岸人民，增進彼此的了解，使兩岸的語言交流暢通

而無障礙。

總統馬英九表示，此書編纂代表兩岸政治上的和解，

也可讓分治60年的兩岸人民彼此更加瞭解和語文交流。他

認為，代表兩岸在政治上的和解，就一個中國的各自表述

達成共識後，在許多地方要去推動擱置爭議，求同存異，

然後部會對等，共創未來就比較容易。

主辦單位會長劉兆玄表示，《中華語文大辭典》有兩

件值得驕傲的事。第一是兩岸都獲得各自的「教育部」

支持，合作層級最高；第二是邀請兩岸數百位學者專家嚴

審，臺灣前“教育部”國語會主委李鍌教授組成編輯團

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大辭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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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馬英九（左）與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一同為《中華語文

大辭典》新書發表會站台。（照片提供：中華文化總會）

▲《中華語文大辭典》新書一景。（照片提供：中華文化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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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金融科技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1171年，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威尼斯銀行」誕生。近900年來，金融業幾乎不曾發生革命

性的變動。然而，近年熱門的全球FinTech（金融科技）卻翻轉傳統金融服務，以破壞式創新

引發許多變革，對現行的金融體系勢必帶來不少挑戰。

從付款、財富管理、到借貸和群眾募資，新一代的Fintech創新企業正瞄準了金融產業的

核心領域。以去仲介化的大改變對傳統金融業造成震撼式的衝擊，銀行不再是人們唯一的選

擇。因此，有人稱之為自有銀行以來最大的金融革命。

這是未來的金融服務，也是變革中的金融科技。

18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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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麥政府宣布2016年1月起進行無紙鈔交易，全國推

行電子貨幣付款方式；去年12月開始，支付寶推出

跨境020服務，讓中國大陸遊客到台灣夜市、超市，只要

拿出手機直接支付，不用換匯；出國旅遊需要當地貨幣，

利用Transfer Wise直接匯兌不用去銀行，省時省手續費，

P2P匯兌簡易方便。這些都是當下的金融現象，不用透過

銀行的傳統服務就能一手搞定的交易模式。

從行動網路、到人工智能、再到機器學習，各種新型

科技不斷演進，正形成一股新的革命。這股新興的數位

化革命所引發的破壞式創新，挑戰既有金融服務的供給和

消費模式，帶進另一個熱門詞彙——金融科技（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依據沃頓商學院的定義，FinTech金融科技，為“用技

術改進金融體系效率的經濟行業”。因此FinTech可泛指一

切以大資料、雲服務及互聯網IT技術等科技創新與應用為

引擎內核，以實現行業模式、產品與服務創新為核心業務

的金融科技公司。

在這波金融科技浪潮下，破壞性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顛覆了傳統模式，將

網路創業家、科技廠商帶入數位金融領域，

共同創建新生態圈。FinTech的創新領域，包

括支付、存貸、財富管理、融資、保險及金

融市場資訊等；其具體的創新模式有第三方

支付、網路微型貸款、P2P貸款、P2P跨國匯

兌、群眾募資、機器人理財、線上（行動）

投保等等。 

WEF：《未來的金融服務》報告
2015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針對金融服務的未

來，邀請197位來自全球重要的金融業社群、

創新社群、學術界以及FinTech新創事業等的

行業領導者及創新領袖，經過長達15個月的

研究，提供了一份長達178頁的報告《未來的

金融服務》（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s are reshaping the way 

financial services are structured, provisioned and consumed） 。

報告指出，金融科技創新將改變未來金融機構經營面貌。

此份討論未來金融科技發展輪廓的報告，試圖找出

FinTech創新所衍生的三個問題的答案： 

1.哪些創新對於金融服務產業的衝擊最大？

2.在未來，這些創新會如何影響現有金融服務的基礎

架構、供給方式以及消費行為？

3.對顧客、金融機構以及整體金融服務業，這些改變

將產生那些影響？

針對以上三個問題，W E F提供了未來金融科技

「六大功能，十一組創新」的明確研究架構，刻畫出

FinTech可能帶來的明日金融環境樣態。此六大功能

分別是支付（Payments）、保險（Insurance）、存貸

（Deposit & Lending）、籌資（Capital Raising）、投資

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和市場資訊供給（Market 

Provisioning）。

未來金融科技的發展輪廓——六大功能，十一組創新

功能 創新項目 關鍵趨勢

支付
Payments

無現金世界
Cashless World

Mobile Payments、
Streamlined Payments Integrated Billing 
Next Generation Security

新興支付
Emerging Payment Rails

Cryptographic Protocols
P2P Transfers
Mobile Money

保險
Insurance

價值鏈裂解
Insurance Disaggregation

Disaggregated Distribution 
Sharing Economy
Self-Driving Cars
3rd Party Capital

保險串接裝置
Connected Insurance

Smarter, cheaper sensors 
Wearables 
Internet-of-Things
standardised Platforms

存貸
Deposit & Lending

替代管道
Alternative Lending

P2P 
Lean,Automated Processes
Alternative Adjudication

通路偏好移轉
Shifting Customer 
Preferences

Virtual Banking 2.0 
Banking as Platform （API）
Evolution of Mobile Banking

籌資
Capital Raising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

Empowered Angel Investors 
Alternative Adjudication

投資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賦權投資者
Empowered Investors

Social Trading
Automated Advice & Wealth Management
Retail Algorithmic Trading

流程外部化
Process Externalisation

Advanced Analytic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as-a- Service
Capability Sharing

市場資訊供應
Market Provisioning

機器革命
Smarter, Faster Machines

Machine Accessible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Machine Learning
Big Data

新興平台
New Market Platforms

Fixed Income 
Funds / Fund of Funds 
Private Equity / Venture Capital Shares 
Private Company Shares
Commodities & Derivative Contracts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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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創新應用顛覆傳統金融產業服務項目

因應「商業模式」、「技術創新」及「交易流程」

創新而產生的新商品及新服務應用，目前已有：第三方

支付（如支付寶、paypal）、群眾募資（如Kickstarter、

flyingV）、P2P借貸（如Lending Club、拍拍貸）、網路保

險（如眾安保險）、P2P匯款（如TransferWise、Azimo、

CurrencyFair）、虛擬貨幣（如比特幣、魔獸金幣）、機器

人理財（如Wealthfront、Mint、Betterment）等。

美國P2P貸款公司Lending Club，媒合個人借款者和放

款者，在幾小時內完成放款。利用大數據演算，得出每個

人的信用分數，有效地控制了壞帳風險，到2015年底，已

經媒合了將近160億美元的貸款，壞帳率僅有5％，同時，

放貸者的利息收入卻遠高於5％。

當前跨國匯款需要被抽取高額手續費，入帳時間更需

要數天甚至一週。但跨國換匯公司Transferwise，利用區塊

鏈的技術，90％以上的匯款時間被縮短到一天以內，而手

續費甚至可能低到只有1％。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群眾集資（crowdfunding）方面，資金

需求者知道他收到的錢可以永遠不需要償

還；他的義務就是把集資後所生產的商品按

照約定的價格和數量，寄送給當初的資金資

助者。這種方式的集資，比較像預售。

機器人理財顧問（Robo-advisor）方

面，由於機器人更擅長邏輯演算，將使傳統

「人類」財富顧問在處理眾多資料且需邏輯

運算時難以匹敵。機器人顧問的另一個主要

賣點是他們承諾除了年費外，不會從他們的

客戶身上賺其他的錢。

Fintech將改變收付費、借款和投
資的方式

高盛預估，金融科技產業將從華爾街金

融業手中搶下4.7兆美元營收和4,700億美元

獲利。Fintech時代強調銀行服務無時不在、

無所不在，並以科技及解決方案思維來服

務。Fintech也為金融業帶來不少衝擊，並掀

起金融業的三大革命。

首先為付費和收費方式的革命，如PayPal即是一種

Fintech，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號碼即可交易。其次為借款

方式的革命，過去向銀行貸款，審核過程麻煩冗長，現在

運用專屬科技，快速縮短審核過程，最快一個工作天就能

收到資金；最後為投資方式的革命，利用最新科技，即可

提供自動化理財服務。

重塑金融產業，但尚未能全取代傳統金融

這場金融科技變革將重新塑造與改寫金融產業。首

先，Fintech企業會降低成本，並改善金融服務品質。但它

們不受法規機構、傳統IT系統或分支機構網的牽制，也無

需保護現有企業。這意味著，它能夠為借款人和貸款人提

供更好的交易。

其次，Fintech企業擁有一套獨特的評估風險方法。它

們運用社群媒體、大數據、資料分析等工具，分析企業

的運作和風險。這比起靠單一信用評分做出決定，更準確

WEF——金融科技
    「六大功能，十一組創新」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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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備預測性。此外，Fintech初創企業將創造更多元、更

穩固、信譽度更高的金融環境。相較於銀行作為傳統借貸

者，線上金融服務因不受地理因素控制而更顯靈活。

雖然如此，Fintech公司暫時還不會取代傳統銀行。

由於規模仍然很小，如美國已上市的線上借貸服務公司

─Lending Club共貸出90億美元，和全美信用貸款8850億美

元相比，仍是非常小的數額。而且，它們能否通過幾次景

氣循環考驗，也還是未知數。再者，目前還沒有哪個金融

科技產品，能真正和銀行活期存款的便利性及安全性一爭

高下。Fintech的威力還要再靠時間繼續帶動並發酵。

 2015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資超過223億美元
市場研究機構Accenture最新報告指出，2015年的金融

科技（FinTech）投資趨勢顯示，全球對於FinTech的投資

金額達到222.65億美元，比起2014年的126.88億美元，年

成長率達75％。今年第1季，也有53億美元的最新投資，

季度成長為67％。如此高速的成長，可見世界各國的重

視。

2015年全球投資金融科技的五大市場包含：美國獲得

45億美元、中國大陸獲得19.7億美元、印度獲得16.5億美

元、德國獲得7.7億美元以及愛爾蘭獲得6.31億美元。其

中，成長最為快速的市場是德國，其金融科技投資金額成

長率達到843％。至於歐洲市場，整體金融科技投資額成

長率達120％。

亞洲近年來金融科技不斷進入，整體成長率達

517％，以實際金額來看，中國大陸與印度佔據84％的投

資金額；以成長率來看，中國大陸於2015年獲得445％的

成長率；至於全球最大金融科技市場--美國，年成長率則

是低於產業平均水準，只有44％的成長率。

歐美銀行 10年恐砍170萬人
金融科技即是商機，也是危機。專家預測，全美在

2020年將有四分之一的金融機構消失，四成的消費金融

業務會在線上完成。花旗集團（Citigroup）在最近報告指

出，因Fintech崛起侵蝕傳統銀行的放款和付款等高利潤業

務，估計歐美的銀行未來十年恐因金融科技而流失1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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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5年全球FinTech投資之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 : Accenture，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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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工作，將近目前人力的三成，足見其影響既深且遠。

導致傳統銀行裁員的兩項原因，其一是新技術讓銀行

線上業務增加，分行業務量減少，另一項則是銀行的利基

放款業務遭受金融科技業者激烈競爭，但是金融法規規定

銀行必須擔任借款人角色，迫使銀行不得不裁員來因應財

務挑戰。

放款業務是銀行和金融科技業者的主戰場，過去6年

有46％的私人貸款流向金融科技。其次是付款業務，23％

的資金流至金融科技業者處。放款和付款都是銀行的重要

利潤來源，低利率已經衝擊銀行獲利，而貸款需求疲弱也

讓銀行幾乎不可能增加收入，此時失去放款和付款業務的

市占，對銀行的影響也格外嚴重。

傳統金融業的強勁挑戰

被侵蝕的營收、市場佔有率的下滑以及資訊安全的隱

私保障，成為了金融體系不得不轉變的原因。如同Uber 的

出現威脅著全球的計程車產業；Paypal、支付寶，甚至新

興電子錢如比特幣的出現，也徹底影響傳統金融服務產

業。

隨著金融科技越來越夯，以及網路、行動支付等交易

風行，金融業面臨包括第三方支付等非金融業者跨足金

融領域的挑戰，也越來越大，如何迎戰這場前所未有的巨

變，除了投入更多的資源之外，金融業者真正需要打破

的，是傳統性的思維。

而傳統銀行的五大零售業務：消費金融、住房抵押貸

款、中小企業貸款、零售支付、財富管理，也因Fintech提

高流通效率，壓低利潤空間的創新思維，遭受強力的挑

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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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FinTech公司擁有使用者超越中國最大銀行
《花旗集團》近日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FinTech公司

擁有的使用者已經等同、甚至超越中國最大的銀行。主要

是歸因於中國幾個科技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在電

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支付方式、網路借貸上的努力。中

國的電子商務交易量已經成為全球第一，超越世界上所有

國家，目前中國的電商產業市值約 6720 億美元，預計在 

2018 年時會倍增至 1.6 兆，佔全球電子商務產業的一半以

上。而中國的 P2P 借貸在 2015 年達到 670 億美元，比美國

市場高出四倍。

借鏡全球，加速金融科技創新

借鏡全球Fintech發展與投資較積極的城市，美國自

2010年已投資碩大資金在Fintech公司，主要通過技術生態

系統進行知識交流。而英國建立法規試驗框架，在監管架

構下鼓勵實驗及創新。

資金挹注方面，英國藉由商業銀行籌措資金引入小型

新創公司；新加坡政府則是透過眾多籌資舉措協助促進金

融創新，未來五年新加坡將有高達2.25億新幣的Fintech資

金；中國大陸則計畫將讓金融創新透過更好管道募資、發

展創新聚落及供給數以千計的人才。

但是真正令大家跌破眼鏡是非洲的肯亞，成為落實

FinTech的模範國家。開發中國家有25億人無法取得銀行服

務，但其中10億人有手機。銀行服務的不便，反而使肯亞

有最先進的行動支付。肯亞最大的手機系統商m-pesa，讓

沒有銀行帳號的人，透過手機匯款，收款，付水電費，交

學費，甚至可與傳統銀行相連申請貸款及有利息的金融商

品。在總人口4500萬人的肯亞，約有1300萬活躍的m-pesa

用戶，透過m-pesa交易的金額佔肯亞50％ GDP。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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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5年5年之間，全球對金融科技總投資額為497億美元，其中美國、英國及中國獲得

最多的投資金額。

美國、英國及中國

FinTech主要市場

依
據London Fintech Week 2015年的研究報告，497億美

元中的25％是於2015年上半年發生的，即127億美

元是在此6個月內投入金融科技公司。顯而易見，金融科

技在近一兩年的熱門程度。此外，最主要的投資領域是支

付、借貸及金融網路安全。

創投挹注金融科技，帶動美國金融科技快速發展

美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FinTech發展得特別火熱，

在銀行工作的菁英分子被開除，這些人懂金融、又懂科

技，在失業後反而掀起創業潮。出來創業沒有錢不行，因

此Venture Capital（創投）很重要，美國有很多創投，過去

的投資焦點放在矽谷的科技公司。

2008年以後FinTech興起，許多創投開始挹注大量資

金，也是帶動美國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原因。美國早在 

1998 年就由 PayPal 掀起跨境第三方支付革命。2010年

Square首創手機信用卡刷卡機，讓無法使用刷卡機的小攤

販也能使用信用卡支付系統。

英國政府大力培植數位經濟及人才

世界金融之都倫敦，也以驚人速度轉型為金融科技

（Fintech）之城，在英國政府大力培植數位經濟及人才政

策下，數位經濟及創新動能源源不絕。英國首相卡麥隆更

計劃將英國成為全球最有利於金融科技投資的環境，希望

在2020年吸引40億美元風險投資和40億美元企業風險投資

基金注入。

英國融合其傳統銀行業和科技業，目前已發展出市值

破10億美元的P2P匯兌平臺TransferWise與P2P信貸Funding 

Circle兩隻獨角獸，而信用評分服務Aire等公司也炙手可

熱。



 第三十期∣2016∣華商世界 23

澳
洲金融科技創投機構 H2 Ventures 與KPMG合作發表

了一份《2015 全球百大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 

100-Leading Global Fintech Innovators Report 2015）的報告。

報告顯示，金融科技正在成為全球產業：上榜公司中有40

家美洲公司，20家歐非公司，18家英國公司，22家亞太公

司。此外，過去三年內，全球金融科技的融資總額已上漲

六倍，估計在 2015 年將達到 200 億美金，比起去年 2014 

的 120 億美元大漲 66％。

這份報告是依照募集資金總額、募資效率、服務範圍

的多樣性、對市場與消費者的吸引力與創新性等五項標

準，針對全由 50 間已穩定營運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另

外 50間「明日之星」所做的排名。而光是在這百大金融科

技企業裡，就已募得超過 100 億美金的融資，顯示全球投

資者對於此領域的關注程度日益增加。

榜首——中國眾安保險  保險科技創新已成先鋒
此外，前百大業者中有25％從事支付、貨幣與交易相

關之業務。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強榜單中，保險行業初露

頭角。去年則沒有任何保險公司入選，今年百強榜前2名

都是保險公司，且總共7家保險公司上榜。可見2015年，

保險科技創新，已在全球金融科技領域成為先鋒。

《全球金融科技100強》報告去年首度編撰，只有一

家中國公司上榜位列32位。而從今年

的榜單來看，在金融科技這一領

域，中國企業正在以絕對的加

速度上行。其中，中

國首家互聯網保險公司

眾安保險佔據百強榜首

位。華

《全球金融科技前10強》

1. 眾安保險

中國首家互聯網保險公司，由螞蟻金服、騰訊、中國平安等中國知名企業，基於保障和促進
整個互聯網生態發展的初衷發起設立。眾安將大數據技術全程運用於產品設計、自動理賠、市場
定位、風險管理等全過程，為中國市場提供領先的互聯網保險服務，涉足旅行、意外、健康等領
域。截止今年11月底，服務客戶數已達3.56億。

2 Oscar
美國網上健康保險公司，利用互聯網技術和遠程醫療手段，簡化看病及醫療理賠流程。與客

戶保持實時聯繫，將防病和治病結合起來，可以敦促顧客主動對自己的健康狀況進行管理，及早
進行預防和治療。

3 Wealthfront
美國在線理財服務提供平台，管理費低且進入門檻低，彌補了傳統理財行業的空缺，成立至

今管理超過10億美金資產。

4 趣分期
中國針對大學生及年輕白領提供分期購物和現金消費等服務的金融平台，目前已覆蓋全國近

3000萬大學生用戶，並於今年8月獲得了螞蟻金服約2億美元的融資。

5 Funding Circle
英國最大P2P平台，通過互聯網為想要投資的個人提供投資機會，投資目標為有潛力的中小

企業，從而為需要融資的中小企業提供借款渠道。

6 Kreditech
德國一家用大數據分析用戶信用的初創企業在線借貸公司，旨在為全球針對未充分獲得金融

服務人群提供短期借貸服務，通過大數據分析各種公開信息以判斷借貸者是否存在欺詐、欠賬及
能及時還款可能性，判斷過程只需數秒。

7 Avant
美國快速發展的新興網貸平台，致力於降低成本和借貸門檻，通過大數據、機器學習算法等

技術手段簡化流程，為用戶提供創新的金融服務產品。

8 Atom Bank
英國新興的手機銀行系統，沒有線下網點，全程均在手機的專屬應用上完成，致力於打造靈

活的銀行體驗。

9 Klarna
瑞典新興在線支付公司，為用戶帶來安全、便捷的支付體驗，為了讓用戶更快地買到商品，

他們會將對用戶進行授信，幫買家先付錢給商家，打造無縫的支付體驗。

10 OurCrowd 以色列一家為初創企業提供機會的眾籌平台。

資料來源：H2 Ventures 與KPMG

《2015全球百大金融科技公司》報告顯示，金融科技正在成為全球產業。榜首是中國眾安保險。

全球金融科技前1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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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借錢 我有閒錢

借款人 理財人

④

① ②

③
透過平台，理財人放款

透過平台，借款人還款（本金＋利息）

借款人公開
貸款項目

理財人尋找
貸款項目P2P

網路貸款
平台

資料來源：生金所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網
路借貸平台P2P（peer to peer，個人對個人）是個結

合「搜尋、比價、便利」等特性的平台，民眾只要

在行動裝置上輸入需求，就可輕鬆完成借貸。P2P網路借

貸，讓有資金需求者直接透過第三方網路平台向有閒錢的

人借錢，中間不需要透過銀行，這個第三方的網路平台提

供篩選和對比機制，將彼此毫無關係的個人串連起來，

甚至有化整為零、活化資金的功用。且透過大數據（big 

data）模型進行信用審核，結合第三方支付等網路工具幫

助資金流通，以此平台為基礎可發展出許多加值服務。

P2P網路借貸平台源於2005年，以Zopa、Proper、

Lending Club為代表，從歐美興起，逐漸推展至世界各

地。最盛行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英國及中國。

中國成立專項整治互聯網金融

中國首家網貸（P2P）平臺拍拍貸於2007年6月上線。

以此為起點，中國的P2P行業已歷經9年發展。至2015年，

P2P運營平臺增至近3000家，僅2015年一年就增長了1020

家。根據盈燦公司的數據，自2012年以來，中國P2P網貸

規模成長近13倍，去年達到了410億美元。

但在e租寶、大大集團等P2P網絡借貸平台接連暴露

風險問題後（「e租寶」詐欺事件，該公司涉違法吸金高

達500億人民幣，逾90萬人受害），中國互聯網金融領域

開始進入全面整治階段。據網貸之家統計顯示，至今年3

月，中國累計成立的P2P理財平台有3984家，但已有1523

家公司倒閉、停業，問題平台佔比高達38％。整治和規範

P2P市場已經刻不容緩，因此，中國大陸國務院牽頭專項

整治互聯網金融，組織14個部委召開會議起草與整治工作

配套的相關文件，其中細分出七項整治子方案，分別涉及

網絡支付、網絡借貸、股權眾籌和互聯網保險等領域。

近期中國大陸P2P金融平台將經歷大動盪。也連帶讓

中國大陸最大網路投融資平台-陸金所（上海陸家嘴國際

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考量到市場波動

及監管問題尚未明朗，推遲陸金所的上市計劃至明年。

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加強對P2P網路借貸控管
美國最大P2P網路借貸業者LendingClub爆發一起2200

萬美元的違規放貸款醜聞，導致執行長拉普蘭奇（Renaud 

Laplanche）被迫下台，股價也在兩天內暴跌逾4成。這件

醜聞暴露出近來興起的網貸業雖然發展快速，但其監管與

透明度不足，也成為美國金融業不容忽視的隱憂。因此，

美國財政部5月公布一份名為「網路貸款的機會與挑戰」

白皮書，首度對該產業提出整體性看法。除了要求網貸業

者需提高對借貸雙方的透明度外，財政部並且呼籲金融監

管機構應加強對該產業的控管

財政部並計畫整合包括聯準會、聯邦存保公司與美國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等主要金融監管機構成立工作小組，除

了相互分享訊息，並且針對網貸業管理加強協調與監督。

中、美兩國先後啟動對P2P網路借貸的整治行動，對

於兩國P2P行業恐將形成衝擊，尤其是兩國P2P公司戰略合

作日漸密切，官方的動作或將令中、美，乃至全球的P2P

行業發展出現風向突變的情況。華

消費金融最典型的小額消費貸款，過去主要放款對象是銀行，近年來，各式各樣個人對個人的

網路借貸平台（P2P）已在網上誕生。但有些網路借貸平台的金融科技風控與徵信體系尚未健全，容

易發生信用風險問題，也引起中國、美國對此產業進行監管。

P2P網路借貸興起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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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支付是指用戶以智慧型手機為載具，於付款當下

透過特定傳輸技術或裝置，使用非現金的金融工具

並搭配認證步驟，和實體商店完成交易的支付方式。行動

支付可分為兩大應用模式，第一種是實體信用卡虛擬化，

第二種是儲值帳戶。

第一種行動支付模式而言，把實體信用卡虛擬化成為

手機信用卡，必須綁定銀行帳戶或信用卡才能使用，實際

範例包括Apple Pay、Samsung Pay、Android Pay等。

第二種模式可選擇「不」綁定信用卡，在網路平台開

通儲值帳戶即可使用，如LINE Pay、微信支付、支付寶。

Apple Pay服務範圍涵蓋6國
蘋果行動付款服務Apple Pay繼今年2月打入中國市場

後，近日又在新加坡推出，至今服務範圍已涵蓋美國、加

拿大、英國、澳洲、中國及新加坡等6國。而蘋果的目標

也不僅止於稱霸行動付款市場，而更進一步讓Apple Pay成

為一切線上付款交易的主流工具。

Apple Pay自2014年10月啟用以來，已獲得超過200萬

家零售門市支援付款，除了百思買及Target等主流零售通

路，星巴克及其他大型連鎖商家也加入。

Apple Pay使用方式是由iPhone、Apple Watch或iPad用

戶在裝置內登入合作金融機構的信用卡資料。當用戶在

Apple Pay合作商家購物時，只須以蘋果裝置感應收銀台安

裝的Apple Pay感應器，就能透過近程通訊技術（NFC）完

成刷卡交易。

蘋果發展Apple Pay目的不只是要利用廣大的蘋果裝置

用戶群，來與Google Pay及Samsung Pay等行動付款服務競

爭，更打算在長遠未來成為線上付款交易的主流工具，直

接挑戰PayPal。

消息稱，今年年終購物季前，凡是iPhone用戶及內建

TouchID的iPad用戶，都可望直接透過內建的Safari瀏覽器

使用Apple Pay。使用者除了能在Apple Pay介面內輸入信用

卡密碼外，也能透過指紋掃描完成身分驗證以執行付款功

能。

支付寶已為中國最大行動支付商

隨著中國阿里巴巴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支付寶於

2004年成立，2013年又成立餘額寶，讓電子支付可以儲

值、轉帳，又有基金的收益。餘額寶還在短短成立十個月

就吸引五億多人民幣的存款，加上淘寶網（現改為天貓）

每年雙十一所創造出來超過人民幣八、九百億元的消費

額，加大支付寶優勢。

近三年來，支付寶再從網路跨足到行動支付，成為中

國最大行動支付商，與中國騰訊的微信支付（財付通）一

別苗頭，從單純的網上交易，變成線上轉線下（020），

讓線上儲值可以用來做實體世界的交易，中國金融創新與

彈性，帶動數位金融蓬勃發展，是全球爭相效法的對象。

中國大陸官方要求7月1日起，第三方支付採取「實名

制」，也就是須提供能驗證「真實身分」的證件才能開

戶，最基本有三個：身分證、銀行帳戶及手機號碼，才能

申請註冊第三方支付帳戶。金管會官員解釋，第三方支付

是處理金流的管道之一，如果用假名就可以開一個第三方

支付的帳戶，勢必會助長洗錢氾濫，因此國際監理的趨

勢，是用實名驗證才能開戶。

操作流程簡單、付錢最輕鬆  才是大贏家
行動支付發展至今，已從單純技術走向消費者市場，

比的是誰的操作流程簡單好上手、誰的生態圈陣營夠龐

大，就能在市場中奪得最大的商機。在中國，支付寶跟

微信支付拚得兇，而在買美國線上商品，市佔率第一名

的 Paypal獨占鰲頭，apply pay也急起直追。但對一般消費

者，怎麼付錢最輕鬆，才是大家在意的事。華

非現金支付時代，即使沒有現金、信用卡，只要智慧手機在手，一切輕鬆又方便。

行動支付簡易又方便



糾
結四年後，台灣代工巨頭鴻海科技集團對日本夏普

公司（SHARP CORPORATION）的收購終於在3月

底落定。鴻海集團資金兵分三路投資日本夏普，其中，鴻

海精密工業匯出2144億日幣，加上第三地自有資金（開曼

群島FOXCONN公司）匯出805億日幣，共出資2949億日

幣，此外，鴻準匯出568億日幣、宏瀚投資公司匯出369億

日幣，合計鴻海集團共投資3888億日幣（約35億美元），

最終取得夏普63.64％股權，從事經營面板模組（非晶矽

液、IGZO、CG）等相關產銷業務。。

臺灣史上第4大對外投資案
這筆高達3888億日圓（約35億美元）的交易案，不僅

是台灣企業有史以來最大單一對外購併案，更是台灣企業

購併日本大型上市公司的首例。

依台灣投審會統計，鴻海投資案是繼台積電、中鋼、

聯發科之後，台灣第4大海外投資案（不含中國大陸）。

最大對外投資是台積電對英屬維京群島 TSMC GLOBAL 

LTD.累計投資60億美元，其次是台塑與中鋼赴越南投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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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工巨頭鴻海科技集團終於完成對日本夏普公司的收購。這場耗時4年、驚動各界的台日企

業合作案，未來該如何磨合，能否發揮日本研發優勢、台灣企業的快速與彈性，達到1+1大於2的效

果，大家也都拭目以待。

鴻海集團
策略投資日本夏普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靜鋼鐵，累計投資38.29億美元，第3是聯發科併購登記於

新加坡的晨星，投資37.78億美元。

此外，鴻海夏普策略聯盟也創許多新紀錄。包括日本

企業首次接受外資企業收購重整、鴻海成立42年來最大宗

海外投資案、台灣企業第一次收購日本面板大廠。加上

鴻海集團副總裁戴正吳將於10月出任夏普社長，也增添了

「日本百年企業出現第一位台灣社長」的紀錄。

此併購案為日本全球化之榜樣

日經新聞分析，鴻海併購夏普，替呆板的企業注入新

生命，對欲振乏力的夏普是一件好事。彭博資訊也認為，

臺灣史上五大對外投資案

投資案 投資人 資金（美元） 地區名

台積電 台積電 60.00億 英屬維京群島

台塑河靜鋼鐵 中鋼、台塑 38.29億 越南

聯發科
新加坡子公司

聯發科 37.78億 新加坡

日商夏普 鴻海 35.09億 日本

聯電 聯電 20.26億 新加坡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



鴻海收購夏普具有示範效應。因中、韓同業後來居上，日

本電子業者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如同困獸。鴻海併購夏普，

代表的轉機大於威脅，鴻海靈活的管理作風或許正符合夏

普所需。

彭博資訊也指出，過去十年，日本企業赴海外併購每

一年都明顯高於外國企業併購日企的交易，這使得鴻海夏

普併購案頗為難得。日精基礎研究所（NLI）首席經濟學

家矢島康次表示，這可能鼓勵外企收購其他日本企業。

《經濟學人》則分析，日本政府與產業界一直不願見

到夏普這個日本百年老字號落入外國手中。這種抗拒封閉

的心態可能與鴻海布局全球的計畫互相牴觸。夏普被鴻海

收購，顯示日本曾經叱吒風雲的製造業已發生重大改變，

來自南韓、台灣、中國等地的大廠不但急起直追，而且還

開始帶領產業發展。

全球化一直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

優先要務，安倍政府不斷強調貿易自由化與國際直接（對

內）投資的重要性，鴻海與夏普併購案正好提供了一個正

面範例。

開啟台廠變身品牌企業的試金石

英國Financial Times發表評論，稱台灣科技業面臨轉型

升級挑戰，必須脫胎換骨自效率導向轉型創新導向，鴻海

對夏普收購案即為試金石，可望開啟台廠自代工業者變身

品牌企業的大門。

台灣電子產業長久來為Apple等西方成功品牌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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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供應鏈佔據關鍵地位。電子產業是台灣經濟火

車頭，佔台灣出口高達4成、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5％。隨中國經濟減速拖累需求降溫，且中國官方開始致

力發展本土電子產業，從客戶變成競爭對手。

FT指出，中國扶植本土產業雖對亞洲各國均構成威

脅，但與中國地緣關係特殊、依賴中國市場甚深的台灣首

當其衝，且與亞洲其他出口導向經濟體相比，新加坡、

馬來西亞、南韓等國經濟都更顯多元，在科技業外尚有汽

車、藥物、原物料、消費品等產業。尤其是與台灣同列亞

洲四小龍的南韓，一些企業品牌已闖出國際知名度。

鴻海與夏普結盟恰好在台灣企圖回應眼前挑戰之際，

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敲門磚。鴻海購併這家日本老牌科技

廠，視為取得先進技術與立足全球的大好機會。

鴻夏併購，牽動台日韓中面板廠

夏普與群創均納入鴻海集團旗下，使得鴻海集團在全

球車用面板市占率拿下了入股夏普後的第一個世界第一、

達26.9％。鴻海在全球顯示器產業的旗艦地位開始顯現，

不僅影響全球面板產業的競合，也牽動台、日、韓、中面

板廠未來發展。

截至去年底為止，全球車用面板市占由日本顯示

器（JDI）居冠、達17.3％，群創、夏普分別以14.4％、

12.5％的市占率，分居第二、三位。

車用面板毛利較高，是廠商仍賺錢的業務，群創已打

入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等大廠供應鏈，在鴻海集團

全力進軍節

能 、 物 聯

網、電動車

等新業務之

下，未來鴻

海、夏普、

群創攜手，

在車用等利

基型面板應

用將更如虎

添翼。

鴻海車用面板廠布局
業者 主要客戶與布局 未來目標

歐洲與日系車廠，今年積極搶攻美
國GM等車廠

車用業務每年成長10％

與BMW、保時捷等歐系車廠關係密
切，並切入美電動車大廠特斯拉供
應鏈

結合夏普，場市場龍頭寶座

歐洲與日本車廠為主
2017年量產自由形狀的IGZO
車用面板

透過Panasonic、Bosch及Alpine等，
出貨歐、美、日、韓等地車廠

車用業務每年成長30％以上

透過LG出貨本田、保時捷、BMW、
賓士與通用等車廠

積極開發相關業務，擴大市
占

註：統計至2015年底    資料來源：IHS

JDI
17.3

創群
14.4

夏普
12.5

友達
11.8

 LGD
10.5

華映
10.6

其他
22.9 全球車用面板

市占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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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調機構IHS預估，2016年全球面板廠營收將衰退6％

至1,200億美元，是2012年以來低點。受到面板價格下滑與

出貨量恐衰退的影響，促使面板廠轉往車用等毛利較高的

面板發展，以降低虧損。

過去車用面板市場主要是日本業者的天下，主力供應

商為日本顯示器公司（JDI）、夏普及京瓷等，近年來台

灣面板廠開始在汽車市場崛起，市占率也快速跳升。

雖然鴻海併購夏普，最看重的是服務超級大客戶蘋果

的OLED面板技術，但夏普不只擁有OLED面板關鍵技術，

在其他產業領域也有著墨，包括太陽能、物聯網，甚至轉

投資的康達智還有光學鏡頭事業。日前夏普還推出全球第

一台具捕蚊功能的空氣清淨機，引發銷售熱潮。但是，未

來這些技術都納入鴻海旗下後，是否對其他台廠造成競爭

壓力。

鉛筆轉作家電，104歲夏普日人驕傲
從客廳裡的大尺寸平面薄型電視、到廚房裡的水波

爐，都是擁有104年歷史的日本夏普所首創。夏普早期以

自動鉛筆起家，後來在家電領域大放異彩，曾是日本人的

驕傲。

夏普曾是美國《財富》雜誌評選的全球最大500家公

司之一。由早川德次於1912年9月在東京創立，創業者早

川德次發明了「第一枝自動鉛筆」，讓夏普成了全球自動

鉛筆的代名詞。以「想像力、創造力」研發新產品的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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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開發出許多「世界首創」、「日本首創」的商品—從

收音機、電視到微波爐、計算機、太陽能電池、再到液晶

顯示器。

夏普的命運在近年出現重大轉折。2012年夏普公布

2011年度淨損3760億日圓，創該公司史上最高虧損紀錄，

原因是全球平面電視市場競爭激烈。

改變才能存活

創建於1912年的夏普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百年企

業」，曾3次榮獲「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

里程碑大獎」，這是在技術領域如諾貝爾獎一般具有歷

史意義的獎項，夏普也是唯一3次獲獎的日本企業。夏普

一直是日本國家驕傲的象徵，更以卓越的產品開發實力著

稱。

1974年成立的鴻海，從台灣製造電腦機箱金屬配件的

小廠，在大陸成長為世界級大廠。立足兩岸的鴻海集團目

前的銷售額與市值，均遠超日本機電業龍頭日立製作所和

松下電器，奠定了成功入主夏普的實力。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強調，世界是平的，公司沒有國

界，「夏普不是日本企業，鴻海不是台灣企業，兩家都是

世界級的企業。」鴻海與夏普雖存有企業文化差異，活用

這個差異，創新技術、控制成本，可以讓夏普有新的發展

契機。他也向夏普員工喊話：「希望夏普所有員工能跟我

一起，讓夏普又有未來百年榮景。」華

鴻海與夏普

鴻海 夏普

創立時間 1974年（已42年） 1912年（已104年）

董事長/社長 郭台銘 高橋興三

資本額 1563.8億元 逾1200億日圓

產業地位 全球最大電子代工廠商
日本最大家電、面

板、太陽能廠

起家產業 黑白電視機旋鈕製造 自動鉛筆

企業版圖

營運據點遍及亞、歐、
美三洲，近期跨入機器
人、物聯網、電動車、
電子商務等領域

現 已 在 世 界 2 6 個 國
家，64個地區展開業
務

員工人數 全球100萬人 約2.4萬人

營收規模 2015年合併營收4.48兆元
2015會計年度合併營
收2.78兆日圓（約新台
幣8340億元）

鴻海入股夏普強攻領域

OLED 投資OLED研發技術與相關量產設備

液晶面板
以中尺寸液晶面板領域為主，提高精

密度、改善良率

消費電子
（物連網家電）

擴大物聯網（IoT）產品、技術研發，
並配合雲端服務成套發展

能源解決方案
改變既有太陽能面板事業型態，轉向

可應用在固領裕的能源解決方案研發等

車戴物聯網
針對車用、B2B與物聯網為中心等成長

領域進行研發、開拓銷售通路等投資

商用解決方案
（ 多 功 能 事 務
機）

拓展多通能商用複合機通路、機器人
領域，以及相關解決方案事業等投資

基礎研究
暨品牌價值提升

在日本、亞洲與大陸市場宣傳品牌價
值，並擴大新事業佈局所需的技術研發、
基礎研究投資等經費



中
國北京當局力拚經濟轉型，過去著重於發展重工

業，近期則轉為依賴刺激消費需求。因此，財力雄

厚的中國大陸企業掀起一波「走出去」前往海外尋找併購

標的熱潮。今年年初海爾集團收購美國GE家電部門，以

及美的集團收購日本東芝生活電器株式會社，這似乎說明

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對象逐漸從能源類企業轉變為技術類

企業。

美的以4.73億美元 收購東芝家電8成股權
中國大陸美的集團和東芝株式會社3月30日聯合宣

佈，雙方簽署確定性協定，將東芝家電業務80.1％的股

權轉讓給美的集團，交易價大約537億日元，東芝將保留

Toshiba Lifestyle Products & Services Corporation（TLSC）

19.9％持股。根據協議，美的也將獲得東芝品牌40年的全

球授權、超過5000項白色家電（指冰箱、洗衣機等幫助家

務勞動的電器）相關技術專利，以及東芝家電在日本、中

國、東南亞的市場、管道及製造基地。雙方還簽署了一份

諒解備忘錄，表示今後將加深戰略合作關係，在家電及其

他新領域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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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芝虛報收益 就此沉淪
東芝株式會社曾經享譽國際「leading innovation（引領

創新）」的美譽，但今日卻成為被收購的標的，主要在於

其自身的原因。2015年4月，東芝公司被發現涉嫌虛報收

益情況。同年9月，東芝公司承認在過去7年中虛假誇大了

收益情況，虛報數額比實際收益高出2248億日元。而同一

天公佈的審計結果顯示，東芝的電器和工程集團凈虧損達

378億日元。

去年12月，東芝對外公佈「重建計劃」，其中就包含

對東芝家電業務的出售及重組。同時，東芝將位於印度尼

西亞的電視工廠賣給中國公司創維；今年3月，又將在中

國開展的通用照明製造及銷售業務轉讓給中國康佳集團旗

下企業。

美的集團入世界500強榜單
美的集團是以家電製造業為主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

團，1968年成立於中國廣東，目前在全球擁有200多家子

公司和9大戰略業務單元，約10萬名員工。

2015年美的總收入超過210億美元。美的集團在2014

中國「美的集團」和日本「東芝株式會社」雙方簽署確定性協定，將東芝家電業務約八成的股

權轉讓給美的集團。這將是美的集團落實全球經營戰略的關鍵一步。

中國美的集團
東芝家電八成股權

收購



年「中國最有價值品牌」評價中，品牌價值達到683.15億

人民幣，名列全國最有價值品牌第5位。2015年《財富》

中國500強榜單中，美的集團位居家電行業第一，在2015

年福布斯全球企業榜中，美的集團進入世界500強。

白色家電市占爭奪戰

在白色家電方面（指生活及家事用的家庭用電器。如

電鍋、洗衣機、電冰箱、空調、微波爐等），東芝在日本

洗衣機、冰箱市場位居第3，在日本微波爐、吸塵器、電

飯煲市場位居第4。

據英國調查公司歐睿資訊諮詢（E u r o m o n i t o r 

International）統計顯示，美的白色家電整體2015年的全球

市佔率（按臺數計算）為4.6％，排在第2位。在空調和洗

衣機領域具有優勢。美的在收購東芝白色家電業務後將在

東芝具有優勢的日本和東南亞獲得擴大白色家電銷路的立

足點，加快推進全球戰略。東芝的白色家電，大部分在印

尼及其他海外廠區生產。

日本家電企業要有高利潤比較困難，但是擁有良好的

品牌、成熟的技術，美的在白色家電市場的高佔有率和東

芝家電的研發、製造方面能力，將讓雙方彼此獲益。美的

集團希望通過和東芝家電業務的整合，推動自己成為亞洲

乃至全球白色家電的龍頭企業。並能夠藉助繼續使用東芝

品牌的優勢打入門檻較高的日本市場，同時基於東芝擁有

的銷售網，美的還能夠鞏固其在亞洲市場的銷售地位，可

謂一舉兩得。

在2015財年，美的總收入達210億美元，其中海外銷

售收入佔整體營收近4成，是中國白色家電行業中海外收

入最大、佔比最高的企業。

在本次收購之後，東芝享譽國際的品牌影響力將進一

步有助於提升美的在全球市場的綜合競爭力。美的集團與

東芝集團長期在業務領域保持著良好的溝通和交流，在壓

縮機、小家電、變頻器等領域有超過20年的戰略合作，對

於東芝家電業務的核心競爭力以及未來的發展機遇十分明

瞭。

這對美的來說，恰恰打開了美的能夠在東芝具有優勢

的日本和東南亞市場得以擴大的銷路，加快推進全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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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美的公告將本次交易稱為落實全球經營戰略的關鍵一

步。

東芝業務重整，提振財務體質

東芝正試圖擺脫假帳醜聞，積極尋求提振財務體

質。東芝採取的行動，還包括將醫療設備事業出售給

佳能（Canon）；以及將 PC（個人電腦）業務，與索尼 

（Sony）分出的 Vaio 及富士通（Fujitsu）的PC部門合併。

中國對日本大筆投資愈加明顯

這幾年中國大陸觀光客前往日本觀光旅遊，都會順便

帶回家電用品如「免治馬桶」及「電飯煲」等，甚至被中

國大陸遊客稱之為「神器」。因此，在赴日中國遊客勢頭

短期內不會減弱的背景下，美的此次收購亦是對日本市場

的一次深遠佈局，就如同當年蘇寧電器收購日本電器連鎖

店Laox一樣。中國廉價航空「春秋航空」，也找上家電量

販Bic Camera直接在機場設旗艦店。

根據「國際投資研究所」數據，在經濟起飛之後的中

國，對於日本的大筆投資愈加明顯，2005年前始終維持在

100萬美金以下的額度。但是從2006年後，投資金額一舉

突破100萬美金，2010年更一舉超過250萬美金，至今仍在

不斷增加中。

在日本銀座，最有名的百貨公司也在中國人的重要節

日，比如春節或是勞動假期時，大量召集員工一起在朝會

時練習說中文。從基本的「你好，請隨便看看」到「本店

正在實施消費滿10000日幣就送禮」等，都在搶奪中國旅

客赴日旅遊商機，大舉推銷日本品牌的優勢。對中國企業

來說，購買日本品牌仍有其特殊吸引力，除了長年以來大

家對日貨「品質高」的印象外，直接買品牌也能夠學習到

日本產品的精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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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芝的業務重整已成型

醫療器械 向佳能授予出售子公司的優先談判權

白色家電 向中國美的集團出售

個人電腦 正與富士通旗下部門和VAIO推進整合談判

圖像傳感器 向索尼出售設備達成協議

送配電設備 考慮關閉海外工廠和裁減人員

白色LED 在本年度末停止生產



百
年國家象徵的電機大廠夏普確定納入台灣鴻海集團

旗下，接著東芝的白色家電事業也被中國大陸美的

集團收購，讓許多日本人震驚且難以接受。畢竟，日本的

機電行業曾領先全球。日本人對優質日本產品的執著，面

對日本大廠被收購的情況，從難以接受、震驚，到最後必

須接受日本電機業光景不再的現實。如同英國《金融時

報》在鴻海及夏普簽約當天的形容，「對衰退的日本電機

產業來說，這是痛苦的一天。」

日本家電業巨額虧損已是常態。東芝結算去年出現逾

5000億日元的淨虧損，索尼過去6年累計虧了1.15兆日元，

松下在2012年也虧損7721億日元。任何政府都不能盲目動

用國家或銀行體系資源，進行長期輸血救援政策，日本百

年的雄厚家產也禁不起如此消耗。

「日本品牌等於高品質」的全球印象

「日本品牌等於高品質」是過去日本電機產業合力打

造的全球印象，也帶動戰後的日本經濟一飛沖天。亞洲的

家電產業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由吸收歐美技術的日本拉

動。例如，日本八大電機廠之一的松下電器在近六十年

前，靠一台彩色電視打入美國市場；夏普可以花四十年，

只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液晶技術，使日本成為全球液晶電

視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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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家電大廠夏普及東芝近日分別被鴻海以及美的集團收購，但日本企業也有翻轉未來

的變革力量，重新思考企業走向，割捨劣勢產業，發揮日本重品質的核心優勢，重新攻占強者的地

位。

但2000年代以後，韓國企業在電視和半導體領域走在

前列。雷曼危機後的日本家電企業轉向對企業的產品和服

務，期望借此重新振作，但在白色家電市場方面，具有低

成本生產優勢的中國等亞洲企業卻步步崛起。韓國及中國

快速推出高CP值的家電產品。日本因為中韓兢爭，逐漸被

迫退出家電市場。2008年日立慘賠7800億日圓，創日本製

造業史上最高虧損記錄；三年後，松下、夏普、索尼相機

敗在液晶電視產業，不敵韓國三星，三家大廠合計虧損達

一兆六千億日圓。

海外企業相繼收購日本家電企業

由於國內市場的停滯，日本家電企業業績陷入增長乏

力，海外企業的收購相繼出現。2012年松下（Panasonic）

將從三洋電機繼承來的白色家電業務出售給了中國海爾集

團（Haier Group）。

除了白色家電業務外，據傳東芝也擬將旗下醫療器械

子公司業務轉賣給日商佳能（Canon）；同時個人電腦業

務部份也正與富士通旗下部門和筆電大廠VAIO進行整合

談判中。

接著，東芝將家電業務80.1％的股權轉讓給中國美的

集團。這些行動，宣告傳統日本主要家電品牌已落入外國

企業手中。

日本企業進入

全球重組新紀元



日本產業「加拉巴戈化」，無法面對全球化市場

趨勢

夏普與其他許多日本名門企業一樣，拋不開昔日的

成功經驗，追求技術至上，但產品、服務僅限日本國內

適用，這種「加拉巴戈化」（Galapagosization）問題，

最為人詬病。所謂「加拉巴戈化」（ガラパゴス化、

Galapagosization）指在孤立的環境（日本市場）下，獨自

進行「最適化」，而喪失和區域外的互換性，面對來自外

部（外國）適應性（汎用性）和生存能力（低價格）高的

品種（製品 技術），最終陷入被淘汰的危險，以加拉巴

哥群島生態系作為警語。以日本的手機產業最為代表。

日本這種孤芳自賞的營運模式，在全球化市場的趨勢

下，產生致命的危機。消費性電子要賺錢，一種方式為提

升價值，另一種則為量大。日本企業既無法以高技術說服

顧客購賈高價產品，又無法如三星一樣擴張市占率，這時

日本企業習慣採用的技術—製造與品牌的垂直模式，就開

始面臨虧損。

日本八大電機廠，光環早已黯淡

從先前的三洋電器到如今的夏普、東芝，這些曾經輝

煌一時的日企相繼被收購不免令人感到遺憾。1989年，日

本三菱土地公司以2200億日元的高價收購洛克菲勒中心，

令「日企買下美國」的擔憂瀰漫西方世界。但現在，昔日

聞名全球的日本八大電機廠（日立、索尼、松下、東芝、

富士通、NEC、三菱電機、夏普），光環早已黯淡。

前橫濱市長中田宏在推特發表看法，他認為，夏普被

收購讓日本人有點遺憾，但會走到今天，日本企業和銀行

是不是都該反省，在被收購前曾做過些什麼努力？中田指

出，日本電機大廠被整個收購，夏普應該是首例，對日本

人而言當然感覺不會好，但問題那麼大了，講什麼都太晚

了。

他認為時代不同了，日本企業需要重新整編，例如，

三洋現在納入PANASONIC旗下，SONY電腦部門VAIO被

切割出去。看到夏普被收購，日本企業應該引以為戒，趕

快進行企業重整，研發新技術，若是現在還不努力，可能

還會有陷入經營危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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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日本企業調整品牌策略，獲得新生

其實日本企業還是有絕地大反攻的機會。雖然夏普、

東芝因鉅額虧損，先後被鴻海和中國美的集團收購，但有

些企業卻能谷底反彈，擺脫虧損。

日經新聞舉日產汽車為例。日產1990年代末期出現管

理危機，不得不向法國雷諾尋求金援。執行長高恩大幅

整頓，根絕生產零件的關係企業交易的問題，也鏟除企業

不講效率的文化。日產汽車從此獲得新生，且更強大。馬

自達也因改隸福特旗下，調整品牌策略，成為全球知名品

牌。日經新聞指出，20年前，汽車和電子是日本兩大關鍵

產業，如今一個強大，另一個卻萎縮。引進鴻海，代表日

本電子業進入全球重組的新紀元。

此外，日本航空公司原本也即將破產倒閉，但在日本

官民基金的支持下，經營重建成功。再者，日本企業不只

是被併購，近來也大舉收購海外企業。例如軟體銀行收購

美國手機公司、武田製藥收購瑞士藥廠、桑多利收購美國

造酒廠等。

從日產汽車、日本航空等空降經營者的成功經驗，日

本企業重生除了資金，更不能欠缺強勢領導人；被喻為

「經營之神」的稻盛和夫入主日航，獨特的經營哲學兩年

讓日航由虧轉盈，營業利益兩千億日圓。

松下：改革要敢於割捨

松下社長津賀一宏2012年上任時，決心停產電視。如

今，松下轉虧為盈，當時，光松下電視業務部門一年虧

損就達885億日圓。2014年（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

日）獲利1795億日圓，同一年度夏普虧損2223億日圓，有

如天壤之別。差別在於松下認清了自家的技術，不再是企

業競爭的唯一優勢。

他砍掉三年內無法達到營業利益5％的產品線，調整

組織架構，裁員近萬人，將原先十六項業務、一百個部

門，縮編成四家公司、五十六個部門，全力發展車用、能

源等業務。認清技術至上不再是優勢，願意放低身段，走

向海外，找尋合作夥伴，是新的日本企業轉虧為盈的新顯

學。

2009年開始，松下開始獨家供應電池給特斯拉，並投



資16億美元，與特斯拉一起在美國內達華州打造電池工

廠，防止韓國樂金（LG）等對手搶單。此外，松下取得

歐洲汽車後照鏡大廠法可賽（FICOSA International）50％

股權，共同開發監控系統，藉此打入福斯、雷諾等車廠供

應鏈，展現國際化的企圖心。

日立：轉往高度信賴的重電工業

曾經創下日本製造業史上最大虧損的日立，2014年度

獲利達2174億日圓，創下亮眼的成績單。日立的做法，同

樣是割捨消費性電子市場，投入能夠給客戶超越「價格因

素」、具高度信賴門檻的重電工業。日立依事業類型重新

分成五大集團，結束手機、電腦、面板生產，把1/3的產線

移往海外，大幅降低日本本地生產和採購比重。

此外，日立投入大型工程開發，瞄準海外市場，和中

國、法國競爭高鐵標案。今年三月，在英國倫敦國王十字

車站亮相，最高時速達兩百公里的高鐵列車，是由日立打

造。並與英國維京集團合作，負責全英866輛火車更新工

程。不只已開發國家，日立也參與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國

家的高鐵興建計畫，除了開發車輛，也包辦內部的物聯網

與大數據各項應用。

「中國或許能以低成本提供大量產品，但如果不僅僅

銷售高鐵，而是提供整個營運服務，我相信日本的競爭力

不會輸給其他國家。」日立社長東原敏昭強調。由於公共

建設需要長期維護，更看重品質的穩定性，正是日本企業

跳脫價格戰，發揮核心優勢的新戰場。

日本企業競爭力在技術、效能和維護

日本信州大學教授真壁昭夫便指出，日本企業的競爭

力不在價格，而是技術、設備完工後的效能和維護，唯

有憑著這些「非價格因素」，才能彰顯日本製造的優勢，

避免和中韓廠商一同陷入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削價競爭。這

樣，才能持續「日本品牌等於高品質」的日本招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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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品牌等於高品質」是過去日本電機產業合力打造的全球印象，也帶動戰後的日本經濟一飛沖天。



韓
劇《太陽的後裔》風靡全球，製作費130億韓元，

但包括版權外銷、吸引遊客、刺激韓貨銷售及創造

就業機會，估計直接與間接帶來經濟效益超過1兆韓元，

甚至可能上看3兆韓元以上，比政府的振興措施更直接有

力。

韓國創意產業軟實力更上一層樓。繼《來自星星的

你》之後，韓劇發揮全方位的規劃，將《太陽的後裔》

一劇視為一項核心產品，圍繞這個核心產品從拍攝商品

置入行銷、版權推銷、供應到售後，從成了各層面都參

與的任務。版權合作方鋪排劇集在本國播出前的造勢，

商家尋找渠道將劇中出現的商品傳播，找網紅與美妝博

主等，所有廠商都配合此核心產品，將商業利益最大化

就是所有投資人的共同目標。

《太陽的後裔》瘋全球 商機飆3兆韓元
《太陽的後裔》由國有韓國進出口銀行及現代汽車

（HYUNDAI）等企業資助拍攝，在韓國創下收視紀錄，

還零時差在中國影音網站愛奇藝同步放送，造成收視狂

熱。 

據韓國進出口銀行海外經濟研究所近日發表研究報

告「韓流出口的擴散效應—電視劇《太陽的後裔》案

例」指出，該劇預計將在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授權播

映，不僅賣到中國、日本、台灣、香港、菲律賓、越南

等亞洲國家，還銷往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歐美

國家。 

《太陽的後裔》目前光版權外銷收入已達70億韓

元，包括中國400萬美元、日本160萬美元，若按2004年強

打韓劇《大長今》外銷87國、賺進130億韓元經驗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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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太陽的後裔》在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授權播映，總經濟效益超過3兆韓元；中國大陸電視

劇《琅琊榜》已累計至少35億人次點閱觀看、相關討論破億，並奪得大陸50個主要城市收視第一。

中韓兩國在影劇上的著墨，席捲全球商機。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太陽的後裔》直接出口金額上看100億韓元。

此外，《太陽的後裔》估計間接帶動韓國汽車及相關

消費品等出口額約2980億韓元，吸引外國遊客10萬人次，

並可望創造5849億韓元產值、1951億韓元附加價值、4520

個工作機會。

韓國進出口銀行以《大長今》為基準，估計《太陽

的後裔》總經濟效益超過1兆韓元，現代經濟研究院則以

2014年《來自星星的你》為基準，估計《太陽的後裔》總

經濟效益超過3兆韓元。

韓國進出口銀行的報告寫到：「文化內容產業較其他

產業提供更高的附加價值。」據其估計，文化產品出口每

增加1％，可帶動相關消費品輸出成長0.03％。

《太陽的後裔》戲中刻意為韓國新興的醫療設備及潔

淨能源產業打廣告，以醫療站為主要場景，並在太陽能電

廠取景，同時置入許多南韓出口產品，而這些均已取得顯

著的廣告效益。

儘管所支持的韓劇大獲成功，韓國進出口銀行仍存在

危機意識，警告「中國娛樂產業急速擴張，仍有必要提供

更多資金支持影視製作。」

《琅琊榜》商戰，直撲全球

「一卷風雲琅琊榜，囊盡天下奇英才」，中國大陸電

視劇《琅琊榜》風靡兩岸，也在日本、韓國造成轟動，甚

至美國、泰國、非洲也傳出佳報。這是繼4年前《後宮．

甄嬛傳》後新一波的追劇熱潮。

《琅琊榜》由中國大陸網路小說改編，至今已累計35

億人次點閱觀看、相關討論過億，曾奪得大陸50個主要城

市收視第一，網友點評高達9.2、逼近滿分10。在台灣，

中韓影劇魅力
席捲全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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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影片。強勢的網路影音平台，讓中國的影是更具有競

爭力。

中韓官方支持，民間資金亦投入

近年中國大陸與韓國影視交流密切，官方政策扶持

下，《太陽的後裔》等韓劇直入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大陸

電影《紅高粱》、《親愛的》、港片《無間道》及電視劇

《後宮甄嬛傳》等也強勢進軍韓國。

官方政策與資金、資源的支持下，韓國流行影視文化

早已大舉外銷，市場潛力龐大的中國大陸是最佳淘金地，

早已有各種合作交流計畫，如中國大陸購買《爸爸去哪

兒》、《奔跑吧兄弟》等韓國綜藝節目版權，中韓電影

公司合拍電影《分手合約》、《重返20歲》、《壞蛋必須

死》等。

去年11月，中國與韓國簽署自貿協定後，韓國的影視

產品和頂尖人才更容易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而中國大陸熱

錢也紛紛湧入韓國娛樂、經紀公司，例如阿里影業宣布與

韓國娛樂公司Keyeast簽約，投資該公司旗下藝人金秀賢的

新片《REAL》，並在商家廣告植入、品牌授權衍生品以

及電商開發等方面提供支援。

中韓兩國既有官方支持，又有民間資金的投入，合作

關係牢不可破，未來將會有更多元發展，也是好萊塢、台

灣影視業者難以介入的層面。華

許多原本不碰陸劇的觀眾紛紛淪陷，而且不分男女、《琅

琊榜》成功席捲市場，其實也反映出中國大陸IP（知識產

權）為王、「泛娛樂」時代的來臨

劇組考究，讓文化體現自信

「文化體現自信」，不讓韓劇、日劇專美於前，中

國劇《琅琊榜》用4年打磨出「沉穩的傳奇，飄逸的正

劇」；雖號稱架空歷史，但背景設定細節考究，劇中服

裝、道具、建築、禮儀等並無具體可對應的朝代，但劇組

在處理上相當考究，力求在一定歷史界限內還原古韻，比

如服飾是靠近唐朝之前，道具卡在宋朝，禮儀以漢唐為主

─那時候的古風很好。並且請了禮儀老師，以確保禮儀規

範。

《琅琊榜》奠基於中國古典政治「海晏河清」的理想

追求，考據嚴謹的服飾禮儀，讓全劇雅緻而具說服力，散

發出「文化體現自信」泱泱風度，成為反攻日韓的中國劇

神器。據估計對同名網路小說的還原程度高過80％，也讓

《琅琊榜》被視為至今「原著黨」最滿意的改編劇。

中國網路平台助長收視

眾多因素使得中國大陸國產劇受到關注，「觀眾市場

龐大」是支撐陸劇發展的主因。以商業模式思考，觀眾多

好比收視率高，收視率高等於帶來廣告收入。加上中國劇

採取製播分離制度，因此市場分析更為重要。

由於中國是13億人

口的市場，所以戲還不

必開拍，就已經先賣出

去了。如《羋月傳》，

導演跟主角都具知名度，

只要送審一過，各大電視

台跟網路台就搶著買。除

了電視頻道外，中國大陸的

網路平台因使用者眾多，已

形成固定的商業模式經營行

為，中國網路平台可以推出付

費會員制，付費會員可以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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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激烈的國際網路派車市場又掀風雲，全球最大移動出行平台Uber與中國規模最大的網路叫

車服務滴滴出行，展開了新一輪融資爭奪戰。

網路派車市場
融資爭奪

手
機叫車漸漸在全球形成主流，讓搭車者除了大眾交

通工具及沿路攔計程車外，多了一個輕鬆簡便的搭

車方式。

Uber獲得沙烏地阿拉伯主權基金35億美元投資
全球最大移動出行平台優步（Uber）宣布得沙烏

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 of Saudi 

Arabia）35億美元投資，Public Investment基金的董事長

Yasir Al Rumayyan成為Uber董事會成員。此為該基金對單

一私人公司最大手筆的資金挹注，並將Uber的市值推升至

近680億美元，比美國汽車龍頭通用汽車（GM）高出約

200億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禁止女性駕車的國

家，當地大眾交通不便，民眾普遍對計程車的安全不放

心，Uber因而成為女性外出的人氣交通工具。目前在沙烏

地阿拉伯80％的Uber 用戶是女性。Uber已經在中東積極拓

展，獲得這筆資金後，Uber將在中東地區投資2.5億美元。

目前Uber在中東和北非的9個國家的15個城市開展業務。

在2016年第一季度中，當地有39.5萬名活躍司機，較上年

同期增加了500％。

Uber在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緊密聯繫，此舉正值沙烏

地阿拉伯尋求發展多元化經濟、降低對石油產業的依賴之

際。沙烏地阿拉伯於4月底提出名為“願景2030” （Vision 

2030）的經濟轉型長期計劃，其核心內容包括，建立世界

最大主權財富基金，以此來為該國在海外的非石油項目投

資提供資金，通過改革增加來自旅遊業和礦業等非石油產

業的收入，促進娛樂業，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女性就業，

同時鼓勵創業。

有沙國主權財富基金旗下的公共投資基金（PIF）的

注資，使得Uber成為全球獲得最多創投資金的新創公司。

成軍6年的Uber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和可轉換債券總額超

過110億美元，將持續改寫共乘市場，並讓其他對手難以

望其項背。根據道瓊Venure Source的數據，此前美國新創

公司的融資記錄是28億美元，這也是全球範圍內規模最大

的融資之一。今年早些時候，螞蟻金服融資45億美元，而

美團點評曾完成33億美元的融資。

沙特公共投資基金是由沙特阿拉伯政府投資的主權財

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資基金專注於長期的戰略投資，獲

得具有吸引力的長期財務回報，並且支持沙特阿拉伯實

現「願景2030」，Uber的競爭對手也正在猛烈融資。今年

初，滴滴出行獲得蘋果公司10億美元投資，阿里巴巴及其

金融子公司向滴滴出行追加投資 4 億美元。而印度的Ola

去年也募得5億美元。美國第二大叫車公司Lyft Inc.除了從

通用汽車募集5億美元外，也從沙烏地億萬富豪 Alwaleed 

Bin Talal 王子的 Kingdom Holding Co. 那裡籌集了至少 1 億

美元。

蘋果投資10億美元給中國叫車App龍頭滴滴出行
在中國市場，Uber 正努力追趕中國規模最大的網路叫

車服務滴滴出行，滴滴出行已在中國數百個城市營運，並

於2月獲得蘋果10 億美元注資。這是蘋果首次投資中國物

聯網公司，也是滴滴迄今為止獲得最大的單筆投資。注資

滴滴出行，是蘋果公司史上第2大手筆的投資案，僅次於

2014年的耳機廠商Beats 32億美元併購案。

除了蘋果之外，阿里巴巴集團及騰訊控股，也挹注 

30 億美元給滴滴。6月，還獲得中國最大保險集團中國人



壽逾6億美元的戰略投資，其中包括3億美元股權投資及人

民幣20億元的長期債權投資。雙方未來還將就「網路+金

融」全方位合作。目前該公司估值為260美元。身為全球

最大共乘軟體公司的 Uber，估值則為625億美元。

滴滴創辦至今已完成八輪融資，投資者包括阿里巴

巴、騰訊、中投公司、中國平安、新加坡淡馬錫及中國

人壽等。調研機構 CB Insights分析認為，一旦此輪融資達

成，滴滴將緊隨同是電召車的Uber、小米和Airbnb之後，

成為全球第四大最有價值的新創企業。

蘋果與滴滴出行合作不只達到鞏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

手機市場，另一方面，這項合作案也是蘋果首次在汽車市

場的公開投資案，不但能達到蘋果打造自家汽車時提供寶

貴資訊的效益，同時也讓汽車業、科技業與乘車共享產業

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這項合作案也讓蘋果贏得騰訊與阿里

巴巴兩大網路巨擘做為合作夥伴，並可望讓 Apple Pay 與

其他服務的推行進展更順利，而滴滴則能提供蘋果進入汽

車領域可貴的經驗。

蘋果投資滴滴除了拿到在中國越來越火熱的共乘事業

入場券以外，蘋果還能收集駕駛人行為與資料數據，對正

在打造車子的蘋果無疑是珍貴資訊。

而很多分析師也分析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受壓，起因

於中國政府想要提攜包括華為、騰訊、小米等國內公司。

對於幫助中國國產的滴滴對抗 Uber 之戰，中國政府勢必

贊同。不只是蘋果，其他的美國公司也透過加強與中國企

業的合作關係在亞洲擴張，但卻能同時緩和外界對於外資

企業威脅到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質疑聲浪。

滴滴出行國際結盟以對抗Uber
為了要與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美國叫車公司Uber競爭，

滴滴出行在2015年與Uber在全球市場的幾大競爭對手結

成戰略同盟，滴滴出行在美國與Lyft合作、在印度與Ola

合作、在東南亞與Grab合作，連橫抵抗Uber的全球發展策

略。滴滴出行是中國最大的叫車服務公司，每天完成1100

萬筆叫車媒合，自評達87％以上網約專車及 99％ 以上網

約出租車的市場份額，遠遠超過包括Uber在內的其他競

爭對手。滴滴在中國的服務範圍已經涵蓋了超過 400 座城

市，並能為 3 億用戶提供一站式的叫車服務，日訂單日前

更是突破了 1,100 萬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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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叫車漸漸在全球形成主流，讓搭車者除了大眾交通工具及沿路攔計程車外，多了一個輕鬆簡便的搭車方式。



零
工經濟（Gig economy）是利用網站或應用程式在網

上簽訂合同，快速配對雙方需求而獲得額外收入，

不受工作時間、地方及僱主限制，舉例如出租閒置房間、

汽車、出售自家設計產品等。工作性質與傳統打散工不

同，散工多由仲介介紹，而零工經濟則依靠互聯網作平

臺。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性較高，而且可以在短時間內完

成的工作。這類經濟創造了令人激動的機遇，並帶來了

創新，可能是未來一大就業趨勢。 零工經濟雖然能夠增

加就業機會，但卻顛覆傳統職場架構。根據《摩根大通

研究所》（JPMorgan Chase Institute）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

顯示，在受訪的100萬名美國成年人中，互聯網經濟已成

為大眾收入的第二來源，而2015年有參與互聯網經濟的人

數，則是2012年的10倍。報告預計，互聯網經濟，當中包

括零工經濟，將會主導未來職場格局。

新型就業市場的確存在著很多可能性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預

計，到2025年，包括 Monster.com 等就業網站以及 Uber 等

平臺，有望貢獻2％的全球 GDP，並創造約7200萬份的全

職就業機會。

自2000年以來，英國已增加了140萬家的「微型企

業」（即雇員人數在0∼9人之間的企業）。據美國自由職

業者聯盟（Freelancers Union）估計，如今已有5300萬的美

國人，在從事某種形式的自由職業，其中包括2100萬獨立

的承包商。而千禧世代中更有約 82％的人認為，自由職業

者的時代即將到來。對千禧世代來說創辦一間創新的科技

公司，由天使投資人（Angel Investor）投資，並充滿魅力

的小型企業才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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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Uber、Airbnb興起，共享經濟概念風靡全球。不少打零工者轉型為自由工作者，利用網站

或應用程式接單，甚至於網絡開店，這樣的工作模式愈趨普遍，創造出另一種經濟形態─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烏干達公司負責人比例最高

位於英國的Approved Index公司最近做了一份研究報

告，研究內容是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中擁有或共同擁有企

業的人口所佔比例。

第1名為烏干達，這種「自主就業」的比例為28％。

這對一個依然是專制的國家來說很不容易。第5名是越

南，比例為13.2％。越南這個國家之前還有社會主義經濟

的烙印，在2013年，越南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為第11名，比例為10.2％。

隨著科技走進千家萬戶，人們的基本需求更多、更複

雜。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僅僅要求一份工作，還希望能夠

自己決定工作的方式。因此「零工經濟」（gig economy）

應運而生，讓人們離這種夢想更近了一步。

創投基金負責人Nick Hanauer 和David Rolf最近在《民

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中寫道：「終身制的

職業時代顯然已經過去式了，更不用說，終身制所提供

的鐵飯碗的保障。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心要將全職員工

轉變為承包人、供應商及臨時工的新型經濟模式（如：

Uber）。」

零工經濟的勞動保護

零工經濟雖然可能成為未來的趨勢，但是還是有些風

險，而且還有很多重要的勞動保護必須解決。舉例而言，

由於工作是在網路上進行，網路平臺、勞動者、客戶分別

位於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那麼應以哪個國家的勞動法為

準？雇主和勞工的權益該如何保障？有關勞工工資、調

度以及休假等和福利有關的事項，恐怕都將引發很大的爭

執。華

零工經濟正當道



市
場調查機構顧能調查顯示，應用程式使用者花在應

用程式內購買（例如玩遊戲買寶物等等）的錢，比

付費下載應用程式高出24％，而年輕族群對於應用程式內

購買的接受程度，則是遠高於45歲以上族群。

APP內購，最買帳的是年輕人
顧能在網路上針對美、英、中國約3,000多名消費者進

行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半數的網路族群不會花錢購買應

用程式，或不會在應用程式內消費。但願意花錢的那一半

裡面，消費者每3個月花費7.4美元購買應用程式，卻花費

9.2美元在應用程式內購買，後者較前者多出將超過24％。

超過6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花在付費下載與應用程式

內購買的金額，大致維持相同，不過，在過去一年當中增

加應用程式購買花費的人中，有62％提高了應用程式內購

買，有55％提高了付費下載，這代表，應用程式內購買的

需求是存在的，因為使用者可以先試用再購買」，在掏腰

包之前先確認是否值得。

23％使用者App開啟一次就再也不用
iTunes App Store有 150 萬個 App，Google Play 則有 200 

萬個，要讓使用者看見並下載已經很困難，下載後，卻有

23％使用者用一次就再也不開啟，62％ 使用者使用次數少

於 11 次。

市場分析公司 Localytics 根據 3.7 萬個 App 的使用者基

礎，每年統計使用者的行為發表報告，自 2012 年以來，

每年使用者只用一次就再也不用 App 的比率，分別是 2012 

年 22％、2013 年 22％、2014 年 20％、2015 年 25％、

2016 年 23％，也就是都在 2 成以上。

而使用 App 超過 11 次，也就是有持續回頭使用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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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App五花八門，但如何獲得使用者青睞下載並持續使用，則是一門大學問。

率，2015 年為 34％，2016 年為 38％。雖然看來數字似乎

有所成長，但以 2016 年數據來說，也就是有 62％ 使用者

下載 App 以後使用少於 11 次，該報告表示，如此根本不

是可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媒體市場分析公司 comScore 於 2014 年時就發現，有

高達 65.5％ 的美國智慧型手機使用者每月平均下載 App 數

量是零，也就是根本不下載 App，差不多有半數的下載都

只來自 7％ 的少數使用者，但是下載了以後也不大使用，

使用者 80％ 時間只用 3 個最常用的 App。

 

開發App的投資效益遞減
使用者的倦怠更讓取得使用者的成本飆升，2014 年

時取得1個忠實使用者的行銷成本約為1.5~2.25美元，到了

2015年則漲至2.5~4美元，同時 App 市場也快速改變，2011 

年時 63％ App 為付費下載，平均價格為 3.64 美元，到 

2015 年，只剩 27％ App 是付費下載，平均售價跌到 1.27 

美元，成本提高，收益卻減少，讓 App 開發商叫苦連天。

如今的 App 市場已經逐漸從初期的百家爭鳴，轉變為

大者恆大，使用者已經擁有足夠的 App 應用，傾向下載並

使用大企業所投注大量開發資源，並以高行銷預算大量推

廣的 App，不再主動尋找有趣的 App，既不下載，下載了

也不用，中小型開發商的立足點逐漸消失，可說 App 開發

淘金熱已經成為過往雲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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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忠誠度是App最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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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打破新常態的困境，積極面對第4次工業革命的浪潮，積極導入ICT和IoT技術，促使韓

國產業全面升級。這不但讓萎靡不振的韓國傳統製造業，注入新的活力，更讓韓流文化K-CULTURE以
先進的方式，走入全球。

翻轉中的韓國

近
來全球有兩件科技相關產業新聞值得關注。首先是

今春在韓國舉行的人機大賽中，Google的AlphaGo

僅用了2年時間，就打敗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其次，世

界體育用品製造大廠adidas，在德國建造“speedfactory”

工廠，並開始使用機器人生產運動鞋。這是第4次工業

革命，同時挑戰著藍領和白領階級的就業市場。預期在

不久的未來，一般民眾更願意找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醫生看病，AI交易員投資股票，以及與AI律

師諮詢一些法律問題。第4次工業革命將會全方位的影響

傳統就業市場，並改變社會結構。在這時代巨變漩渦中，

韓國經濟是前有高山峻嶺，後有追兵。因為韓國商品，論

品質，還打不過歐美和日本；價格優勢，早已被中國所取

代。韓國在這兩邊夾殺的環境中，迎來第4次工業革命。

以ICT和IoT技術，讓韓國製造業升級
韓國經濟體系以製造業為強項。ICT（資訊與通信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IoT（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技術，將能讓韓國製造業升級。因

此，先從工廠自動化下手，用ICT技術把工廠改變成智慧

型工廠，更是利用IoT技術，將傳統產業的汽車輪胎，加

進SENSOR，並利用SENSOR傳來的各種路況訊息，以人

工智慧AI加以分析，製造出更具高附加價值的輪胎。現在

韓國的輪胎，已被世界頂級商用車市場接納。韓國政府將

人工智慧（AI）、物聯網（ IoT）、無人車、生物科技，

作為未來國家重點發展產業。近年來以三星電子、現代汽

車、LG CNS等為首的韓國大企業，在工廠ICT技術方面，

已經開始領先全球。

韓國是以貌取人的國家

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可從以下兩個因素觀察。

第一，韓國是以貌取人的國家。人人都很重視外表，

公司就業、社會觀感，外貌往往是關鍵因素。若沒有打

扮，會被人家看低。因此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韓國男人

開始化妝。外國媒體稱這是韓國的新常態new normal。這

或許造就韓國整形醫院和化妝品產業的發展。韓國首爾

江南地區，是世界整形容醫院最為密集的地區。去年有30

多萬人到韓國進行整形相關項目，其中中國人佔35％。此

外，連日本人、俄羅斯人及歐美人，也慢慢開始來韓國整

形。

韓國化妝品產業是繼三星手機後，韓國成長最快的產

品。韓國最大化妝品公司，艾茉莉太平洋，在韓國股票市

場市值排名已經上升至第6位。LG出產的「后」化妝品品

牌，更是中國人在韓國免稅商店必購的第一位商品。遠遠

超越LV、CHANEL等國際知名品牌。「后」品牌近3年，

在韓國每年以100到200％的成長。

韓國在韓方中草藥和幹細胞化妝品方面的成果，也已

領先全球。近來法國和跨國化粧品公司，更把韓國視為化

妝品測試的重點基地。新產品先經過在韓國測試，再開始

推銷全球。首爾已是繼巴黎、紐約後，另一個化妝品產業

的重點基地。

韓國領頭羊效應鼓舞全國民眾

第二，是領頭羊效應。20年前，韓國高爾夫選手park 

seri，在美國LPGA女高爾夫球賽拿下冠軍開始。Park seri

的父親拋棄原有工作，擔任女兒的桿弟及業餘教練，全心

袁國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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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培育女兒，從而在短時間內，讓她拿下世界冠軍。這

鼓舞了許多韓國家庭，學習park seri一家的成功模式。

他們秉持，若park seri可以拿到美國冠軍，同為韓國人

的他們也可以。於是父母用心培養女兒，期望終有一天在

美國也拿下冠軍。20年來，美國女LPGA球賽，已是韓國

年輕女人的天下。韓國冠稱這些拿下美國女LPGA冠軍的

年輕女孩為 park seri kid。

韓劇也有這個現象。韓劇的發展，也是在20多年前，

韓國一位名叫金秀賢的作家成名。他撰寫一部50分鐘的連

續劇劇本要價1億韓元（相當10萬美元）。在20年前，可

謂是天文數字。於是許多文人開始湧入這個市場，有學者

指出，韓國約有10萬名職業連續劇作家，即每500位韓國

人中就有一位是連戲劇作家。儘管只有0.01％的存活率，

韓國人還是認為有朝一日可以成名。

韓國K- POP（韓國流行音樂）的發展也有類似的作

用。自從SM entertainment培育的「少女時代」團體爆紅開

始，韓國歌曲不僅在亞洲廣受歡迎，也瘋迷全球。韓國

最大演藝公司SM集團創始人李秀滿先生，在韓國以製造

業、工業化的生產模式，切入娛樂市場。選拔一些10多歲

的女孩，寄宿在宿舍，用斯巴達式教育方式集中管理，讓

他們學習唱歌、跳舞和表演技術。並雇用流行音樂先鋒北

歐作曲家，為韓國IDOL GROUP作曲，於是一種全球通用

的歌曲和舞曲誕生。加上少女們可愛、又美麗的動作，打

動年輕人，更讓韓國中年男人著迷，就像日本中年婦女，

瘋狂裴勇俊般。

在一團又一團的少女時代和super junior等美少男團隊

出來後，Sm集團今年改採練習生模式， 在首爾申請開辦

國際藝人學校，明年開始招生，將招生份額的70％留給中

國人等外籍人士。目的是希望透過他們，把韓國流行音樂

輸出到全球。

從韓劇、流行音樂開始的韓流文化，慢慢帶動韓國整

個文化產業的發展。韓國政府整合資源， 把文化產業做成

品牌化，以韓流、K-Culture為名，把流行音樂、美妝、美

食等納入k-culture的框架內。在韓國各種流行產業前面冠

以加上英文字母 K，不僅把主流韓流、流行歌曲、韓劇稱

做為k-pop、k-drama外，更把生活貼近型產業的美妝、流

行服飾、韓國美食等，也稱為 k-beauty、k-fashion和k-food

等等。而專門販賣這些商品的shopping mall，也開始稱為

k-mall。

近來k-culture和韓國製造業結合ICT和IoT，促使製

造業升級一樣。韓國的文化產業也開始結合VR（虛擬實

境）、4DX、HOLOGRAM等CT（文化技術），走向更高

附加價值方面發展。在新加坡聖淘沙渡假村的K-POP LIVE

場地，觀眾可以用HOLOGRAM，觀看Wander girls、 2PM

等韓國人氣 IDOL GROUP的表演。而在家裡使用VR就可

以體驗韓國IDOL GROUP的魅力。

韓國政府打破NEW NORMAL新常態的困境，積極面

對第4次工業革命的浪潮，積極導入ICT和IoT技術，促使

韓國產業全面升級。這不但讓萎靡不振的韓國傳統製造

業，注入新的活力，更讓韓流文化K-CULTURE以先進的

方式，走入全球。

韓流之後是華流的興起

最近中國文化產業也開始呈現爆發性的成長，他們選

擇的成長模式是從韓國買下賣座節目的版權，聘請韓國導

演、技術人員等人才改編成符合中國情感的節目和電影，

較易獲得大眾的青睞。

現在中國的綜藝節目有70％以上是從韓國買來版權，

他們更進一步大量併購和入股韓國主要文化娛樂公司，目

的是為一舉取得韓國文化娛樂行業的人才和技術。在擁有

5,000萬人口的韓國，能吸引到1,000萬人次的電影，就已

是超級賣座電影，而這1,000萬人次的觀賞，在韓國平均需

要34天，但在中國卻只要4個小時。因此，期望華人企業

家，能透過語言和文化優勢，積極參與華人文化娛樂市場

的發展。華(本文摘錄自袁國棟先生於「2016全球經濟大

會」之演講內容)

作者簡介    袁國棟

韓國中華總商會榮譽會長，北京中醫藥大學神經內

科醫學博士。曾經在京畿道富川市懸壺濟世，目前

擔任恆福控股公司董事長，在南韓經營豪華飯店、

出版社及房地產事業。



國
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去年國際

油價崩跌，導致中東石油輸出國的原油收入銳減

390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17.5％，但今年油價進帳恐更

加縮水，大幅減少逾5000億美元。IMF去年10月原本估

計，2015年中東石油輸出國的原油收入減少3600億美元，

但年底前油價暴跌，導致這些國家遭受的油元損失增加

300億美元。今年1月油價每桶接近30美元，相較之下2014

年中每桶報115美元。

IMF表示，波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6個成員國緊縮財政政策、民間信心下滑，以及

金融體系流動性降低，將造成今年經濟成長率恐由去年

的3.3％遽降至1.8％。GCC由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

特、葉門、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組成。中東

經濟領頭羊沙國的成長率可能僅略高於2％。

產油國紛紛伸手向國際組織申請援助

在恐怖主義蔓延、政治亂局與油價崩跌的局面下，

中東國家紛紛伸手向國際貨幣基金（IMF）要求紓困、金

援，或單純尋求建議。

伊拉克即將成為第一個與IMF達成紓困協議的中東產

油大國。伊拉克今年將從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手中取得60億美元貸款，在與伊斯蘭國（IS）的昂貴戰爭

中挹注公共財政。此外，仍深陷阿拉伯之春後遺症的突尼

西亞與約旦，也希望在獲IMF蓋章同意後取得數十億美元

的貸款與投資。倖免於阿拉伯之春動盪的摩洛哥表現雖勝

於鄰國，目前也考慮向IMF要求展延信用額度。

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產油國，政府超過三分之二的財

源都仰賴石油出口。安哥拉發布聲明指出，該國將與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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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年中以來，國際油價大幅下跌使許多產油國面臨財政赤字、貨幣貶值、債務危機等一

系列問題。因此，世界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公佈一項經濟轉型計劃「2030願景」，目的是為了

戒除10多年來對石油的依賴，以發展教育、軍工、房地產和旅遊業，並使沙國成為國際投資大戶。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協力改善國內經濟與穩定財政，將就紓困事項展開談判。

繼中亞產油國亞塞拜然為了避免違約，與國際貨幣

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協商緊急紓困之

後，OPEC 成員國奈及利亞，同樣受到跌跌不休的油價重

創，因為難以負荷財政赤字飆高，也傳出向世銀、非洲開

發銀行要求金援！

石油占沙國去年整體收入高達72％
油價走低，導致中東產油國赤字纏身，經濟成長趨

緩，迫使GCC去年開始削減支出，政府目前仍疲於降低財

政赤字，估計今年將延續減支政策。

以世界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為例，石油佔財政收

入比重超過70％的沙特出現了近十年來罕見的經濟拮據局

面。2015年，沙特財政赤字達到創紀錄的約980億美元，

政府不得不動用8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併發行200億美元債

券加以應對。

在海灣第二大經濟體阿聯酋，近90％的原油儲量位於

首都阿布達比一帶。低油價已迫使當地油田勘探與開採投

資放緩，能源企業紛紛裁員。

產油國受低油價衝擊．經濟增速下滑

傳統油氣出口大國俄羅斯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來自油

氣出口，油價大幅下跌嚴重制約了俄經濟發展。2015年俄

GDP較上年萎縮3.7％。IMF年初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也將2016年俄經濟增長預期從萎縮0.6％下調至萎縮

1.0％。俄羅斯總統普京曾指出，儘管俄目前財政赤字很

低，但是一旦去掉油氣收入，非油氣赤字將達到非常危險

的水準。

產油國之困境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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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啟動史上最具野心的改革——擺脫石油依賴，組建全球最大上市公司

為何改革？ 如何改革？

1.	產業依賴

2015年，沙特的石油收入達
6090億里亞爾（約1620億美
元），這約佔沙特73％的國家
收入。

1. 石油國企私有化

根據「沙特願景2030」，沙特
國家石油公司不足5％的股份將
公開上市。沙特國家石油公司
是全球探明儲量最大的石油公
司，這間公司的估值約為2萬億
到3萬億美元。

2.	財政赤字

由於國際油價自2014年以來的
持續下跌，沙特在2015年出現
了高達98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並已耗費約1200億美元外匯儲
備；2016年，沙特的財政赤字
預計將擴大到GDP的19％。
為應對石油收入和外匯儲備減
少，今年4月沙特還計劃向海
外發行價值100億的國債，這
是1991年以來沙特首次海外借
貸。

2. 組建主權財富基金

沙特將建立「迄今為止這個星
球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
金，該基金的規模達2萬億美
元，資金來源包括沙特現有約
6000億美元的財政資產、出售
沙特國家石油公司5％股份所
得，以及估值約為1萬億美元的
沙特國有房地產和工業區。

3.	人口結構

沙特30歲以下的人口超過全國
人口的三分之二，年輕的人口
結構和單一的產業也造成了高
達11％的失業率和潛在的社會
動蕩因素。

3. 產業多元化

為了改變對石油產業的依賴，
沙特計劃開放教育、醫療等私
有產業，鼓勵旅遊業發展，擴
大工業基地，並投資可替代能
源。沙特還將成立國有軍事企
業，到2030年前供應國內50％
的國防需求；通過發展礦業，
沙特計劃在2020年前創造9萬個
工作崗位。沙特還計劃到2030
年中小企業佔GDP的比重由
20％提高到35％。

4. 改革簽證系統

除了每年的朝覲，沙特還將在5
年內推行「綠卡」系統，以方
便外籍人才在沙特長期工作居
留。

5. 就業

沙特將通過發展礦業，到2020
年前創造9萬個工作崗位；到
2030年，將失業率由目前的
11.6％降低到7％；沙特還計劃
擴大女性工作比例，到2030年
前，實現女性佔勞工的比例由
22％提升到30％。

在非洲，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也受到低油價衝

擊。IMF數據顯示，由於油價下跌，非洲主要石油出口國

尼日利亞2015年經濟增速下滑至2.7％，明顯低於2014年的

6.3％，預計2016年增速將進一步降至2.3％。

沙國經改大計——《願景2030》
國際油價自2014年6月以來下挫超過60％，沙國出現

了近10年來罕見的經濟拮据局面。2015年，沙國財政赤字

達到創紀錄的980億美元。為填補今年財政虧空和減少對

以往財政盈餘的過快消耗，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沙國政府

連續出台削減汽油水電補貼、發行債券等措施。

因此，沙烏地阿拉伯在4月公布最新經濟改革計畫

《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描繪沙國未來15年

國家發展路徑，內容包括教育、國防、醫療、經濟、能

源等各項領域；該計畫於前言宣示沙國將蛻變為：1）穆

斯林世界中心、2）全球投資之能量源（powerhouse）以

及3）歐亞非三大洲連結樞紐；該計畫遠程目標如副王儲 

Mohammed Bin Salman所言，係在戒斷沙國對石油過度倚

沙特



5％Saudi Aramco股權，沙國政府看好Saudi Aramco的估值

超過2兆美元。《願景2030》立下的目標是，2030年前非

石油收入自去年的1,635億沙幣（436億美元），衝高到1兆

沙幣（2,670億美元）。

到了2020年，就不用再依賴石油而活
根據該經改計畫，2030年前失業率將從現今的11.6％

拉低到7％，婦女勞動參與率由目前的22％拉高至30％。

此外還要拚日益成為沙國重要收入來源的宗教觀光，盼

前來的朝聖者數由800萬增至3,000萬。此外，沙特私人部

門（Private Sector）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將由

40％提升到65％；國有產業部分，非石油產業的盈利將由

2015年的1630億里亞爾（約合430億美元）提升到10000億

里亞爾（約合2667億美元）。

沙國的《願景2030》經改計畫，由年紀輕輕就位居沙

國權力中樞的31歲穆罕默德親王（Mohammed bin Salman）

親自宣布，該計畫旨在讓沙國經濟於未來15年內，擺脫

對石油依賴。他說，如果這項計畫成功，沙國「到了2020

年，就可以不用再依賴石油而活」。華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賴，應利用石油帶來之財力轉型成為全球投資大國，並研

擬經濟多元化戰略，提高國家整體實力。

《沙烏地阿拉伯2030國家發展願景計畫》包括下列各

項改革子計畫：加強觀光、發展國內軍工產業（軍事工業

在地化）、減低能源之價格補貼（以節省政府經費）、建

造「薩爾曼國王跨海大橋」（連接歐、亞、非3洲）、取

消全民之用水與用電補貼（包括王室成員及部會首長，一

體適用）、推動「能源價格現金補貼」制度（直接以現金

貼補中、低收入戶之沙籍人民，在沙國全境實施）、降低

失業率（由目前之11.6％降為7％）、打擊貪污、推動「外

勞綠卡核發計畫」（將於5年內實施，允許非沙籍之阿拉

伯人及穆斯林長期於沙國投資居留）及教育系統改革措施

等。 

計畫重點還包括擴張主權財富基金（SWF）規模，

2030年之前，從目前的6,000億沙幣（1,600億美元）大幅

增加到7兆沙幣（2兆美元），超越挪威SWF躍為全球最大

主權財富基金。

沙國還將推動國營的沙烏地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民營化，並透過首次公開上市（IPO）出售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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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自2014年6月以來下挫超過60％，沙國出現了近10年來罕見的經濟拮据局面。



 

倫敦億萬富豪人數冠全球
2016富豪排行榜指出，英國雖面臨零售市場低迷、油價滑落和鋼鐵業危機，但該國千大富裕人士的總

財富仍高於以往，總計有120名億萬富豪，財力不容小覷。倫敦擁有77位億萬富豪，居世界之冠。

依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2016

年富豪排行榜（Rich List 2016），倫敦億萬富豪人

數居全球城市之冠。

以城市來區分，倫敦擁有77位億萬富豪，打破了該市

的記錄，居世界之冠。美國有3個城市躋身前八名，其中

紐約第二（61位）、舊金山第三（57位）、洛杉磯第六

（35位）。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別是中國香港（49位）和

莫斯科（38位）。隨後是北京和巴黎，分別有33位和30位

億萬富豪居住在這兩個城市。

以國家而言，美國的378位億萬富豪人數位居第一，

遠超排名第二的中國（193位）。英國位列第三，有120位

億萬富豪，這一數字幾乎是2009年的3倍（43位）。緊隨

其後的分別是德國（66位）、印度（56位）、法國（44

位）、俄羅斯（43位）和瑞士（39位）。

由於零售市場低迷、油價滑落和鋼鐵業危機，使得英

國若干富豪身家大縮水。儘管如此，英國1000大最富裕

人士的總財富仍高於以往；英國以擁有120名億萬富豪自

豪，倫敦有77名億萬富豪，人數冠居全球城市，高於紐約

的61人、舊金山的57人和香港的49人。

英國富豪榜首——魯賓兄弟131億英鎊家產
收入最豐者是作風低調的魯賓兄弟（David and Simon 

Reuben），他們以131億英鎊（189億美元）身家稱霸2016

年富豪排行榜，資產比去年多出34億英鎊（魯賓兄弟涉足

房地產和網路業）。剛歡慶90歲生日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Elizabeth II）則以3億4000萬身家，排名第319。

英國1000大億萬富豪的總財富達5760億英鎊，高於

2015年的5470億英鎊。今年英國富豪至少要有1億300萬英

鎊身價，才擠得上2016年英國富豪榜。

全球富豪榜首——沃爾頓家族887億英鎊
雖然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近年迅速崛起，但全球

首五個最有錢的人或家族，除了微軟的蓋茨外，大部份還

是依靠舊經濟累積巨額財富，居首的沃爾頓家族，正是超

市Walmart和Asda的主要股東，財產多達887億英鎊。中國

大陸及香港今年各有4人打入全球百大富豪榜，李嘉誠以

209億英鎊身家，稱冠亞洲。內地首富、大連萬達集團董

事長王健林緊隨其後，以207億英鎊資產排第21位。

保羅麥卡尼以7.6億英鎊身家榮登音樂界榜首
《星期日泰晤士報》也公佈50大音樂界百萬富翁資產

排行榜，前「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以7.6億英鎊身家榮

登榜首，至於年僅27歲的英國女歌手Adele則受惠於專輯

大賣，身家暴漲3500萬英鎊，至8500萬英鎊，成為30歲以

下最富有的音樂人。

滾石樂隊主唱米積加以2.35億英鎊，在榜上排第5；若

連同其他樂隊成員身家一併計算，滾石樂隊資產達到6.3億

英鎊，擊敗5億英鎊身家的U2，榮登全球最富有樂隊。華

《星期日泰晤士報》2016世界富豪榜排名

排名 富豪 家產

1 美國超市沃爾瑪沃爾頓家族 887億英鎊

2 美國石油化工鉅子科克兄弟 665億英鎊

3 美國糖果商Mars馬爾斯家族 583億英鎊

4 美國微軟創辦人蓋茲 564億英鎊

5 西班牙時裝Zara創辦人奧爾特加 502億英鎊

6 美國股神巴菲特 464億英鎊

7 墨西哥電訊大亨埃盧家族 411億英鎊

8 瑞典家具零售商宜家坎普拉德家族 383億英鎊

9 美國網路零售商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 361億英鎊

10 美國社交媒體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 347億英鎊

20 香港長江和記實業主席李嘉誠 209億英鎊

21 中國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207億英鎊

29 中國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180億英鎊

38 香港恒基兆業地產主席李兆基 144億英鎊

42 中國騰訊集團創辦人馬化騰 136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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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13年，阿里巴巴集團交易總額已達到三兆人民幣（約合4758.9億美元），躍居全球最大

零售體，而沃爾瑪則用了54年時間才達成年度交易額3兆的數字。

三兆人民幣
阿里巴巴躍居全球最大零售體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最大關鍵就是互聯網技術革命

3兆人民幣意味著平均每天交易額超過82億人民幣，

按即時匯率換算成美元，是4639億美元。若將阿里巴巴放

在2015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中，將排名第27位，超過泰國

的4127億美元，而排在第24到26位的依次是比利時、挪威

和波蘭。

阿里巴巴在2012年時達到平臺GMV 1兆元人民幣，在

兩年後，達到2兆，再用了一年多，達到3兆。依據阿里巴

巴內部表示，這得益於宏觀和微觀上的因素，在宏觀上是

商家擁抱互聯網和消費者購物方式轉變，微觀上是阿里巴

巴過去兩年在無線端的升級。上季度有70％交易額是發生

在移動端，每季度有將近4億消費者在阿里無線端消費。

阿里巴巴選擇與線下零售企業不同的道路，通過新實

體經濟時代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共生共榮的平臺生態。最

大關鍵就是互聯網這項技術革命，其作用和意義不亞於在

英國發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阿里巴巴在重新詮釋了一個

商業模式，依靠互聯網，幸運的建立一個奇妙的網上新經

濟體。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平臺交易量已占中國社會零售總量

一成，並帶來超過1500萬個直接就業及超過3000萬個間接

就業機會，並帶動中國大陸上下游產業新增納稅近人民幣

1800億元。

從IT轉向DT的時代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曾說：「從IT向DT的轉移，

Information technology，正在向Data technology 數字技術，

正在轉移。大家知道IT和DT，這不是技術差異，是個思

阿
里巴巴集團宣佈，到今年三月底已打敗美國沃爾

瑪（Walmart）、好市多（COSTCO）和家樂福

（Carrefour）等勁敵，成為全球最大零售體，也是第一個

「線上」全球最大零售體，證明網上新實體經濟力量，已

帶來最新的商業變革。

阿里巴巴集團數據顯示，到今年3月21日為止，集

團交易總額已達到三兆人民幣（約合4758.9億美元）。

由於交易總量持續強勁成長，阿里巴巴表示，根據集團

中國零售交易市場的交易總額（GMV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到今年三月31日（阿里巴巴集團2016財報年結

束），阿里巴巴集團已正式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體，此數

據已由獨立協力廠商機構PwC（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審

核確認。

2015年全球排名前三大零售業者，分別是沃爾瑪、好

市多和家樂福，都是線下大型連鎖企業。這三家企業最近

一個財報年度的總營收分別是4821億美元、1161億美元和

769億歐元。如說沃爾瑪、好市多、家樂福等零售企業是

傳統商業發展到極致的代表，那阿里巴巴則證明了另一種

商業模式的成功。

沃爾瑪

costco

家樂福

4821億美元

1161億美元

769億美元

2015全球其他零售商排名



想觀念的差異，這個思想觀念來自於，IT是自己越來越強

大，而DT是讓別人越來越強大，未來的經濟社會一定是

『利他主義』。」 

自上世紀80年代後，現代零售企業利用IT技術，支撐

了自身的超高速發展。電腦跟蹤庫存，使用條碼，利用

EDI與供應商進行更好地協調，使用無線掃描槍等技術進

步令現代零售企業極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阿里巴巴成長於DT時代，透過大數據、雲計算、互

聯網支付體系、互聯網信用體系、智能物流體系等新技術

產物，構成新實體經濟的基礎設施。以大數據、雲計算為

例，未來10年大數據、雲計算將是阿里巴巴的核心戰略之

一，目前相關技術已服務60多個國家的180萬家企業。

2015年天貓雙11中，每秒最多有14萬訂單創建、8.59

萬筆支付，正是建基於阿里雲與淘寶、天貓、支付寶共同

構建的全球最大規模混合雲。技術革新讓阿里得以完善平

臺生態，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和體驗。

2010年，互聯網金融開始萌芽，阿里巴巴在大數據的

三兆人民幣
阿里巴巴躍居全球最大零售體

基礎上開始探索信貸等業務。此後數年內，基金公司、保

險公司陸續加入到互聯網金融生態圈中。2013年，菜鳥網

絡成立。據當時公佈的數據顯示，與阿里巴巴合作的14家

快遞配送商，在中國31個省超過600個城市建立了1,700餘

個配送中心、10萬餘個配送站，通過95萬名快遞員，共為

阿里巴巴旗下淘寶、天貓等平臺運送50億個包裹，創造的

快遞業收入超過人民幣700億元。同時，聚划算、速賣通

和天貓等B2C網站陸續建立，隨著阿里巴巴全球化進程不

斷推進，海外知名品牌商、大型商超、在線零售平臺、郵

政物流、銀行等紛紛加入。

其後，銀泰、UC、高德、優酷等夥伴的加入，促使

阿里巴巴生態圈的範疇擴展到傳統商業及其他互聯網領

域。阿里巴巴集團的下一個目標希望到2020年，交易額達

到人民幣6兆元，幫助90％零售商業提高效率，用網上新

實體經濟的力量來推動商業變革。阿里巴巴表示，未來將

搭建好電商、物流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繼續走向農村、

走向全球，為更多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消費體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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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據、雲計算為例，未來10年大數據、雲計算將是阿里巴巴的核心戰略之一。



 

48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期

中
國城鄉快速發展，近30年來估計有6萬個鄉鎮名和

40多萬個村名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嶄新亮麗的

新名稱。但是，一些地方在命名時盲目貪大、媚洋、求

怪，丟了傳統、斷了文脈，對地名文化傳承造成很大損

害。

亂改地名現象，最有名的莫過於安徽黃山市。早在

1987年，為了發展旅遊事業，大陸國務院同意撤銷徽州地

區，設立地級黃山市。「徽州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徽派建

築、徽商、徽班進京全國有名，又出過胡適、陶行知等一

批著名歷史人物，取消是非常不合適的決定。」著名作家

李輝說，「今年我重新提起這個話題，就是想借第二次全

國地名普查的契機，再次努力恢復徽州地名。」他認為，

地名的形成，是和文化、甚至家族無法分開。

其實在90年代初，湖北省荊州與沙市合併改名「荊

沙市」。身為湖北人的李輝就發表《可惜從此失荊州》

一文，引起迴響。2年後，湖北省就將「荊沙」改回「荊

州」。

上萬地名被遺棄，歷史文化中斷

2013年大陸民政部資料顯示，1980到2003年，北京消

失的胡同地名近40％，導致許多空間地理和歷史脈絡也因

地名消失而中斷，但仍有些老地名如奶子房、騷子營、鐵

獅子墳、公主墳、珠窩村等。江蘇則有高潮村、太監弄，

浙江有火星村，長沙還有火星派出所，種種地名或單位名

稱千奇百怪，卻留下了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建議改，但也

有人要求保留。其他地方還有「土橋」和「八公里路」合

併後，竟直接命名「土八路」。

Variety 世界萬象

著名作家、《人民日報》文藝部高級編輯李輝在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地名是我們回家的路》，

關注亂改地名的現象，呼籲安徽省將黃山市改為徽州市。

2014年大陸地名普查結果顯示，1986年以來，中國約

有六萬個鄉鎮名字、四十多萬個村名被遺棄。因此，大陸

新公布的「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不能以外

國人名、地名來命名，其中包括居民區、樓群、建築物

等，將開始進行整頓。據大陸國務院「第二次全國地名普

查領導小組」的決定，未來將加強地名文化保護，重點清

理整治居民區、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希

望各地更名，更加注重歷史文脈保護。

改地名也讓離鄉背井多年的鄉親返鄉後「找不到

家」。因為新一代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老地名在哪，讓原

本前往尋根的人失望落寞。

雲南大學建築與規劃學院國際交流部長汪潔泉認為，

傳統地名能夠解讀出一個地方大概的位置、曾經發生過的

歷史事件，地名承載一個地方的地理、歷史、文化資訊，

盲目使用「洋地名」，會造成傳統文化的斷代。地名是地

方文化的重要標誌，每個地方氣候地理、風俗習慣、生活

方式各不相同，也會形成不同的「地名文化」；胡亂起洋

名，必會破壞這些文化傳承，而對洋地名的追逐，不僅容

易迷失自我，還照見了一種懶惰思維，更反映出一種文化

的不自信。

台灣改名常有政治考量

台灣受到殖民者、去政治化、去蔣化等相關因素考量

而更改地名，如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凱達格蘭大道，中

正紀念堂改自由廣場。嘉義吳鳳鄉改為阿里山鄉，高雄三

民鄉改為那瑪夏鄉（現為那瑪夏區）。

過去受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進行「地名雅化」政策影

中國重整被遺忘的地名



 

響，台灣多數地區捨棄舊地名而改用新地名，形成現今大

眾常用之地名。根據《一九二○年台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

變化》地理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地名變更有幾個原因：

一、移民進入變更原有地名念法；二、統治者及移民拓墾

時新命名地名；三、不同移民取不同新地名；四、鐵路建

設新車站變更舊地名；五、統治者命新地名取代舊地名以

展示威權；六、政權更替改變地名念法。

隨著時空轉移與行政調整，加上本土意識抬頭，部分

地區「去蔣化」意味明顯，像是凱達格蘭大道，過去原名

為介壽路，是為了慶祝蔣中正的壽辰而命名的（蔣中正字

「介石」）。1996年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將介壽路改

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旁邊的廣場改名為凱達格蘭廣場，以

象徵對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

另外，嘉義的阿里山鄉過去名為「吳鳳鄉」，1987年

9月，當地居民鄒族人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停止對原住民

的歧視，應正名為「阿里山鄉」，並希望將吳鳳的故事從

國小教材中刪除。政府之後於1989年3月1日起將吳鳳鄉更

名為「阿里山鄉」至今。

中國城市改名三大原因

兩岸常因政治、經濟或歷史因素，幫城市、街道或景

區改名。陸媒分析改名原因：猛啃老（歷史淵源）、找靠

山（依靠風景名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傍大款（依

託地方特產、有名氣的事物等）。

地名是歷史的傳承。地區的命名，不單只是出現在教

科書或古人詩詞，它延續了傳統，表達當地人對土地的感

情及認同。大陸經濟發展快速，欲向歐美看齊或是增加觀

光效益而想要更改地名，容易失去對土地的依戀，只會使

人與土地更疏離。

歷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大意失荊

州」、杜甫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等地

名就結合在詩詞中。假若這些地名消失，對歷史的情懷、

鄉愁，文化似乎也就此斷了臍帶。華

中國城市改名三大原因

1 歷史淵源 荊州

荊州是中國古地名。現荊州是
為湖北省轄地級市。1994年中國國
務院批准撤銷荊州地區、沙市市、
江陵縣，設立荊沙市。1996年又將
荊沙市更名為荊州市。

2 風景名勝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是英國小說《消失的
地平線》中虛構的地名。類似於烏
托邦的理想，今年中國地區爭相宣
稱為香格里拉的真正所在，其中雲
南中甸搶註成功，於2001年更名為
香格里拉縣。2014年設立為香格里
拉市。

3 地方特產 普洱

普洱市是雲南省的一個地級
市，為普洱茶的主要產地。原2003
年設立的地級思茅市，於2007年更
名為普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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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爾街日報》網站報導，去年台灣的資源回收率達

55％，從過去的垃圾島變成資源大國。這所指的回

收率包含資源回收、廚餘及巨大垃圾的回收情形。若單指

資源回收，去年全台的資源回收率為45.92％，約等同於

10年前的2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料顯

示，台灣人口多達2350萬人，但資源回收率不僅媲美奧地

利、德國等先進國家，也遠高於美國的35％。

此外，據非營利組織「星球援助」（Planet Aid）去年

9月公布的數據，台灣資源回收率達60％，在全球已開發

國家中，僅低於奧地利的63％和德國的62％，遠優於美國

的34％、英國的39％，以及亞洲鄰國日本的21％和南韓的

49％。

奧地利的垃圾資源回收率達63％，為全球之冠。美國

製造了全球1/4的垃圾。在過去50年內，人類所消耗的資源

超越先前歷史的總和。人類生產的近10億噸鋁材中，75％

已回收再利用。在開發中國家，至少有1％（約1500萬）

的都市人口靠拾荒與資源回收過活。

6年飽和，掩埋成問題
但《華爾街日報》也提及，台灣垃圾掩埋場容量將於

6年內飽和，再加上高房價及土地稀少，垃圾處理問題依

舊迫在眉睫。因此，「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一

詞變成顯學，是新政府需要持續推動的環保政策。

台灣資源回收可溯至1990年代末，主要仰賴全面性的

政策，包括播放音樂的垃圾車、垃圾費隨袋徵收、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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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資源回收處理天才

Variety 世界萬象

台灣垃圾資源回收成果，備受國際媒體推崇。《華爾街日報》以「台灣：全世界垃圾處理的天

才」（Taiwan: The World's Geniuses of Garbage Disposal）為題，盛讚台灣從往昔「垃圾島」蛻變為資

源回收的國際典範，足可媲美德國等先進國家。

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廚餘分開處理等等。為了便民，台

北每周5天共有4000多處垃圾收運點，民眾也可透過手機

應用程式查詢最近清運處。

資源回收，雙北效率高

台灣垃圾處理的另一關鍵政策在於成立「資源回收管

理基金」。此基金由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的製造或輸入業者

繳納費用當作資金，藉以補貼下游資源回收業者或個別拾

荒者，成功提升市場回收的經濟誘因。

《華爾街日報》指出，台灣民間自發性的環保行動也

發揮很大功效，甚至可能比政府做得更為效率。譬如，慈

濟基金會在全台各地設有逾4500個資源回收站，由其志工

負責處理、分類垃圾，成績斐然。

此外，台北市和新北市的資源回收率高達67％和

63.5％，但其它縣市因缺乏政府補助，回收率普遍落後，

仍有進步空間。

台北市第一天專用垃圾袋使用率高達97％
台北市自2000年7月起全面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鼓

勵民眾力行垃圾分類，並以隨機破袋檢查的方式，勸導並

開罰堅不配合的民眾或業者，處罰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罰鍰。政策剛上路前到各行政區舉辦座談會，幾乎所有里

長都反對，但時任市長馬英九堅持，只要政策是對的，沒

理由不相信市民會反對。此外，因憂心台北市民將垃圾往

鄰近縣市丟，警察局及環保局人員甚至在政策實施首日，



 

台灣是資源回收處理天才

守在聯外橋梁檢查車輛，沒想到，第一天專用垃圾袋使用

率高達9成7，也沒有垃圾亂丟情況。

台北市的成功，新北市環保局接棒自2010年起全面實

施垃圾費隨袋徵收，達到以量制價，搭配黃金資收站、幸

福小站、減塑政策，全市資收站回收超過9萬公噸資源，

增加里內建設及公益基金達2億7000萬元以上，共減少了

208萬個塑膠袋使用，相當於節省約31.2公噸的塑料。

早在《華爾街日報》報導之前，便有包括中國、日

本、泰國等國家派團來台考察，甚至《讀者文摘》、日本

《朝日新聞》等國際媒體，也特地來台進行大篇幅報導，

當時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指出，隨著經濟成長生活品質提

升，1990年代的台灣垃圾量不斷升高，直至1998年達到最

高峰，全年丟棄將近900萬噸垃圾，平均每人每天丟出1.14

公斤，表示 「台灣的資源回收其實是不得不為的」。

循環經濟5年內創造5億美金淨收益
而台灣資源回收政策源起，始於1988年公布的《廢棄

物清理法》，現行資源回收制度為採取「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的方式，向責任業者收取回收清除處理費，用以補

貼建立回收市場。回收清除處理基金用途有二：一、為確

實用於補貼資源回收工作部分稱為「信託基金」，二、為

維持此信託基金系統正常運作或增進資源回收工作成效，

所必須投入充分且必要存在之資金及人力，此為「行政成

本」，且由「非營業基金」支應。

循環經濟是一個可恢復且可再生的產業體系：相較於

線性經濟中產品「壽終正寢」的概念，循環經濟講求的

是「再生恢復」、使用可再生能源、拒絕使用妨礙再利用

的有毒化學物質，並藉由重新設計材料、產品、及商務模

式，以消除廢棄物並使得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被利用。

根據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資料顯示，循環經濟可在5

年內創造5億美金的淨收益、10萬個新工作，並避免1億噸

的材料浪費；此外還有讓全球每年省下1兆美元材料成本

的潛力、在全球的重新製造業、歐洲的回收產業超過100

萬的潛在就業機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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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的垃圾資源回收率達63%，為全球之冠。美國製造了全球1/4的垃圾。
在過去50年內，人類所消耗的資源超越先前歷史的總和。人類生產的近10億噸鋁
材中，75%已回收再利用。在開發中國家，至少有1%（約1500萬）的都市人口靠
拾荒與資源回收過活。

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沒有官方垃圾處理系統，但在許多地方都有非官方的回

收公司。回收人員會從垃圾場中挑初並再度銷售可回收資源，這樣不僅有助環

保，也可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在全球各地，除了農業以外，資源回收業雇用的

員工人數是最多的。

全球垃圾資源回收率

加拿大27％

美國34％

英國39％

法國35％

義大利36％

比利時58％

德國62％ 南韓49％

日本21％

台灣60％

澳洲30％

奧地利63％

新加坡59％

資料來源：Planet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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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47小時，即便在度假期間，61％的美國人仍在工作，

25％在休假期間仍然與同事聯繫工作相關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柏霖（Lotte Bailyn）出版「打

破模式：為更有效率和滿足感的生活重新定義工作」

（Breaking the Mold: Redesigning Work for Productive and 

Satisfying Lives）一書。他談到，疲勞會帶來死板，所有創

意創新都將丟失，因為新想法的產生，需要抽離去進行其

他活動來激發的。

他認為不健康的超時工作將會給公司帶來醫療保險的

金錢損失，員工將會產生壓力，事倍功半，影響工作進

程。甚至建議美國公司學習歐洲模式，在夏季放緩工作進

程或是關閉辦公室來強制讓員工休息。

家庭和工作機構（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的報告

也顯示，一個人如果連續休假六天以上，壓力值會減小，

如果連續休假超過13天，壓力減輕更多。該機構主席格林

斯基（Ellen Galinsky）表示，度假時間較長者，表現較少

抑鬱跡象，而且家庭關係也更融洽。

全球工時最長城市，香港居冠

香港上班族平均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是全球工時最

長城市，台北則名列第8名。UBS（瑞銀集團）針對全球

71座城市的15種職業進行調查，發現亞洲城市上班族的工

時最高。

全球工時最短城市，巴黎居冠

在有薪假方面，香港上班族平均一年有17.2天假日，

比全球平均的23天低。至於全球最短工時城市則是法國巴

黎。 

旅
遊網站Expedia的調查研究顯示，全美工作者一年

共損失掉5億天度假日。經濟學分析公司牛津經濟

（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也顯示，所有美國人一年放

棄的休假福利價值高達524億美元。

美國人一年放棄5億天
依據研究休假習慣的組織Project:Time off的研究，美

國人不休假最主要原因，是他們害怕休假回來後，堆積如

山的工作將壓垮他們。另外還有員工調查顯示，放棄休假

的原因，包括害怕其他人取代其工作、負擔不起旅遊費用

及休假影響升職；或希望通過不休假來表現對公司的忠誠

和投入。報告指

出，人們不敢休

假的原因可能各

有不同，但是一

個共同點是，大

家都怕在他們休

假期間的工作累

積到休假回來，

大量工作電郵撲

面而來。

不僅休假時

間變短，工作

時長同時也增

加。雇用研究網

站Gallup2014年

一項調查顯示，

美國人平均每周

休假、工時與薪資
上班族最關心的事

休假、工時與薪資是全球上班族最關心的事。但上班潛規則，只能讓受薪族感嘆「心事誰人

知」。

Variety 世界萬象

最長每周工時城市排行

1 香港 50.11小時 

2 孟買 43.78小時 

3 墨西哥市 43.48小時

4 新德里 42.57小時

5 曼谷 42.13小時 

6 杜拜 42.03小時 

7 奈洛比 42小時

8 台北 41.17小時

9 雅加達 40.42小時

10 波哥大 40.30小時

資料來源：UBS（瑞銀集團）

全球最短工時城市排行

1 巴黎 30.84小時

2 里昂 31.36小時 

3 莫斯科 31.67小時

4 赫爾辛基 31.90小時

5 維也納 32.26小時

6 米蘭 32.51小時

7 哥本哈根 32.63小時 

8 盧森堡 32.75小時

9
維爾紐斯

（立陶宛首都）
33小時

10 布魯塞爾 33.01小時

資料來源：UBS（瑞銀集團）



 

香港人壓力大、經濟差 全球最不愛微笑
香港工時全球最長，可能也造成微笑指數低落。根據

香港神秘顧客服務協會發表的2015至16年度全球「微笑指

數」報告，在60個國家與地區中，香港排名最後，甚至遠

遠低於中國內地。

「微笑指數」最高的地方為獲得100分的愛爾蘭，以

及同獲97分的西班牙及瑞士。鄰近香港的澳門也只有53

分，排名倒數第2；內地則以83分排名26。

由於香港投訴文化嚴重，港人工作壓力大，加上近期

經濟下滑，企業壓力增加，員工佣金收入大跌，相信都是

港人微笑指數低落的原因。

據了解，香港「微笑指數」評分於2014 年已大跌 

20％，2015年並沒有顯著回升，但其他國家卻有所反彈。

若以行業分類，得分最高的是汽車業89分，其次是88

分的服務業，84分的金融業及82分的零售業，最低的則是

運輸業，只有43分。另外，四大洲得分最高分的是歐洲和

北美，其次是南美，亞洲則吊車尾。

改革勞工法吸引投資，引發法國大罷工

法國歐蘭德政府推出鬆綁勞工市場法規的勞工法改革

法案，今年已引爆七次大規模罷工及示威。

法國行之多年的每周法定35小時工時，除少數例外、

絕大部分商店在星期天不開張，加上嚴格的解聘條件，都

讓法國勞工享有讓其他國家勞工羨慕的工作環境。但近年

來法國經濟欲振乏力，失業率一直維持在10％左右，18至

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達24％；去年外資在歐洲的投資

項目創新高，不僅德、英表現亮眼，連中、東歐國家都受

到不少外資青睞，在歐洲經濟前15大國家中，法國是唯一

吸引外資企業數目下降的國家。

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指出，法國缺乏彈性的勞

工法令，是難以吸引外來投資、企業出走，減少就業機會

的一大主因。

因此，歐蘭德政府的勞工法改革，主在鬆綁僵化的規

定，讓勞資的雇用關係可更具彈性，以吸引投資、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卻也讓勞工擔憂工作環境惡化，如每周

工時可能透過協商超過40小時，卡車司機擔心加班費以時

薪1.25倍計算的模式可能降低，甚至短期派遣的工作大增

等，是民眾抗拒新勞工法的主因。

紐約、加州提高最低時薪

相較於法國勞工抗爭工時可能增加的危機，美國勞工

則可能享有調整最低薪資到15美元的福利。

美國紐約州長Andrew Cuomo、加州州長Jerry Brown先

後簽署2022年以前將每小時最低薪資提高到15美元，使兩

州成為美國「Fight for 15」運動的先鋒。

美國聯邦法定最低時薪2009年以來維持7.25美元，許

多地方政府率先自行立法提高。加州現行法定最低時薪是

10美元，稍低於華盛頓特區的10.50美元，根據新法，最低

時薪明年要增加50美分，2018 年上升到11美元，然後每逢

1月增加一美元，直到2022年，除非碰到經濟衰退而州長

下令延後。員工26人以上的事業需依上述速率增薪，員工

25人以下者寬限一年。

加州有700萬時薪勞工，其中約220萬人只領最低時

薪，因為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已先立法提高最低時薪。

紐約州現行最低法定時薪是9美元，根據新法，將在三年

內開始從紐約市調升，使紐約市所有勞工在2019年都能領

取15美元的最低時薪，然後漸及於州內其他地區。新法將

澤及州內230萬人。

Jerry Brown是財政溫和派，對提高最低時薪本來有些

保留，但有鑑於加州和全美各地方興未艾的15美元最低時

薪運動，終於從善如流，撮合工會與主控州議會的民主黨

議員成案。民調顯示輿論強烈支持此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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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後，身體狀況也日漸衰老，需要找了環境優美、

空氣清新而家庭護理及療養設施比較完善的地方去

養老。在美國，很多人退休後會遷移到陽光充足南部各

州，但研究發現，在美國北部有許多州更適合年長者居

住。

美國最適合及最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5個州
著名健康網站Caring.com，根據家庭護理成本、輔助

生活中心（assisted living centers）或療養院、以及照護品

質，列出美國最適合及最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5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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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活的宜居養老地
著名健康網站Caring.com列出美國最適合及最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5個州。此外，只要有20萬

美元的退休積蓄，也可在其他國家住上30年。

Variety 世界萬象

專家表示，許多美國人以為醫療保險或老年人健保計

畫（Medicare）涵蓋老年人需要的輔助生活費用，而沒有

規劃老年人的照料費用，這是相當大的誤解。如果沒有購

買長期護理照顧保險，老年人必須自行支付輔助生活所需

要的費用。嬰兒潮（1945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即將步

入退休之齡，到時候，很多家庭會發現如果缺乏保險，或

每個月準備5千到6千美元的經費，將無法滿足家中老人所

需要的照護費用。

最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5大州

第一名 南達科他州

經權衡成本及服務品質後，南
達科他州是老年人居住的首選，輔助
生活成本是前五大州中最低者，一年
的開銷低於37,000美元，養老院則約
73,000美元。

第二名 愛荷華州

愛荷華州護理品質佳，且是經濟
實惠的州，養老院一年所需要的費用
略低於64,000美元，輔助生活中心一年
的費用是42,000美元。

第三名 明尼蘇達州

明尼蘇達州也是因為護理品質高
而名列第三名。該州輔助生活中心一
年的平均成本是41,613美元，療養院一
年的費用是84,406美元。

第四名 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州生活成本高，且由
於勞動市場供不應求，勞工雇用成本
高，因此其輔助生活或療養院的費用
很高，名列第四名的原因是其老年照
護品質佳。該州輔助生活中心一年的
平均成本是68,000美元，療養院一年的
費用是281,000美元。

第五名 俄勒岡州

俄勒岡州人口老齡化速度快，
2010年到2014年間增長18％。該州照
護品質甚佳，不過輔助生活中心及療
養院的費用較高，前者一年的平均成
本是47,000美元，後者則是96,000美
元。

最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5個州

第一名
（最不適合者）

西佛吉尼亞州

照護品質為全美倒數第四
名，養老院每年成本高達103,000
美元，整體評價使西佛吉尼亞州
成為最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州。

第二名 新澤西州

新澤西州照護成本高，且品
質差。一年的輔助生活中心需要
的費用平均為68,700美元，而養
老院的費用每年則約 117,000美
元。

第三名 紐約州

紐約州被評價為倒數第三名
是因為生活成本高，且護理品質
差。輔助生活中心的費用每年平
均為49,200美元，而養老院則近
132,000美元。雖然其照護品質在
全美排名第33位，但Caring網站的
網友評價是排在倒數之列。

第四名 肯塔基州

肯塔基州雖然輔助生活和
養老院的費用與印第安那州相
當，但其照護品質極差，為全美
倒數第二名，因此整體評價為倒
數第四五。其輔助生活中心的費
用每年40,200美元，養老院則是
76,000美元。

第五名
印第安那州 

（中西部唯一上榜的州）

印第安那州的老年人照護成
本可能不是很高，但其照護品質
低於水準，使其整體評價不高。
該州輔助生活中心一年的成本是
44,310美元，而養老院一年的費
用是78,475美元。



 

因此，專家也建議美國本土家庭及美國移民家庭應未

雨綢繆，提前規劃年老退休後生活所需要的費用及收入來

源。

專家表示，這項研究並不是建議退休的老年人搬家到

最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前五個州，只是提供美國本土家庭及

美國移民家庭參考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成本。

20萬美元積蓄，退休可住30年
除了在美國退休享受生活外，退休住國外有好處，醫

療費較低廉，享受令你耳目一新的景觀，生活費也較低。

只要有20萬美元的退休積蓄，加上社安金，你也可以在厄

瓜多、尼加拉瓜、泰國、貝里斯、巴拿馬、哥斯大黎加等

國，住上30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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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萬美元積蓄，退休可住30年的國家

厄瓜多

美國退休者湧向厄瓜多，因為風景優美、
醫療系統優越、以及政府大方向退休者提供福
利，包括水電費和公共運輸折扣。在首都基
多，900平方呎附家具的公寓，每月租金從538
元起跳。厄國的生活費，比紐約市便宜58％。

尼加拉瓜
政府提供不少獎勵以吸引外國退休者，例

如若你蓋房子，建材免銷售稅。但你至少要有
45歲，每月有600元最低收入才符資格。

泰國

泰國向50歲以上、符合收入標準的人士提
供退休簽證。你的每月收入需至少為6萬5000
泰銖，或有80萬泰銖的存款。曼谷是泰國較貴
的都市，但即使如此，仍比芝加哥、紐約或波
士頓便宜50％到60％。

貝里斯

貝里斯市的住房超便宜，900平方呎附家
具的公寓，每月租金最低只有377元。「合格
退休人士獎勵計畫」更吸引45歲以上的退休
者，因為來自貝里斯以外的收入100％免稅。

巴拿馬

巴拿馬市的物價並不低於美國，但是周圍
的小鎮和村莊遠較低廉。「退休者計畫」對飛
行、醫院服務、水電等提供折扣，讓外國退休
者可省更多錢。

哥斯大黎加

哥國中央谷地區和南部海岸，是便宜住的
理想地方。即使你決定在首都聖荷西落腳，每
月租金介於417元到1042元，每月水電費通常
為48元到79元。



 

啃
老族，又稱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是指一些不升

學、不就業、不進修或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的族

群。啃老族並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動放棄了就業機會，

賦閑在家，不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銷往往不菲。

英國稱為「醃鯡魚族」（KIPPERS），指住在父母口

袋啃蝕退休金的孩子；或「IPOD族」，即沒保險、壓力

大、稅率高又負債多的族群；美國則稱之為「回力鏢子

女」（Boomerang children），即背負沉重學貸又找不到工

作而仰賴父母的青年。 在法國，還住在父母家的年輕人被

稱為超齡孝子“Tanguy”。

。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回巢啃老族”的問題—成年年

輕人因為失業或巨大的財物財務缺口不得不回到父母家中

啃老生活。

每年8000件成年子女要父母付生活費官司
義大利啃老族現象嚴重，每年有8000件成年子女要父

母付生活費的官司，且勝訴率高。義大利家庭律師協會宣

稱年過30的啃老族多達700萬人，指控各地法官「讓這個

國家長不大」，充斥30多歲還坐在電視前等吃麵的媽寶，

倡議立法規定子女28歲前應自立。

義大利摩德納（Modena）地方法院最近一起判決，

讓啃老族現象引起熱議。一名作家離婚時同意支付兒子養

育費至大學畢業，28歲兒子延畢多年終於取得文學士學位

後，又攻讀實驗電影課程，仍要他扶養。收入不豐的作家

告上法院主張已無義務扶養兒子，兒子至少應打工自食其

力，卻連工作都不找。 但法官判作家敗訴，理由是兒子

攻讀電影可滿足「個人抱負」，自幼讓兒子在「藝術家風

格」環境中成長的父親，有責任負擔其生活費。

防啃老現象
義大利倡議立法28歲應自立

2006年美國電影Failure to Launch（台譯:賴家王老五）以喜劇呈現35歲單身男主角不想搬離家

的情節，其實啃老族已是全球現象。

Variety 世界萬象

義大利18至34歲青年65％不獨立
據歐盟統計，義大利18至34歲青年有65％還與父母同

住，居歐盟之冠，其中20至29歲青年高達78％住在家裡，

較2006年增加5％，僅次於克羅埃西亞及斯洛伐克。德國

也有41％，英、法各有34％，美國約有33％。義大利研究

機構ISTAT更發現，30至34歲未婚青年中高達38％還要父

母煮飯給他們吃。因此，義大利家庭律師協會要求最高法

院立法，年過28歲子女即不得再提告要求父母扶養。會長

加西尼認為，目前義大利法律太寵成年子女，「讓他們靠

父母養到35歲，結果就是有700萬人年過30還住家裡。」

義大利的啃老問題已經存在很多年，早在2010年西班

牙《國家報》曾報道，義大利公共職能部部長雷納托-布

魯內塔計劃提出議案，請求立法強制18歲以上義大利青年

離家獨立生活。主要目的是「使義大利廣大青年儘早成熟

起來，儘早的實現自我價值，而不是整天在父母的照料下

度日。」這位部長稱，在義大利有很多30、40甚至50歲的

成年子女仍然生活在父母的照料之下，絲毫沒有自力更生

的意識。布魯內塔認為這是「令人羞恥」和「難以忍受」

的，並且他認為父母應該對這一問題負主要責任。

父母太溺愛子女

由於經濟危機，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40％，「啃老」

現象有所增加。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爆發以來，在

過去的十幾年間這一案例增加了20％。此外，義大利這種

現象的存在也與這個國家的文化因素有關；在義大利，家

人之間的聯絡非常緊密，許多成年的孩子非常享受住在父

母家，每天媽媽給他們做飯，幫他們洗衣服。 義大利的

年輕男性尤其願意依賴媽媽，人們經常笑稱他們為「媽

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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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東京華助中心（由新老僑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和

東京華僑總會組成）以及日本太和學會共同主辦的

「首屆中華傳統文化公益論壇」，於4月29日起連續三天

在日本東京拉開序幕，共有600多名聽眾參加傳統文化講

座。

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顏安會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

中華傳統文化經過五千年的錘煉，彰顯博大精深。有幸在

這裡聆聽五位踐行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老師，親述自身

的體會，希望可以讓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和精神血統，能

像血液般在我們一代代人身上流淌和傳承。

程大使夫人汪婉參贊表示，希望在日華僑華人認真學

習中華傳統文化並通過中華傳統文化能真正和融入、溝

通和和協進日本社會。東京華僑總會會長廖雅彥發言表示

自己是老華僑代表，老一輩華僑在海外自力更生、相互協

作，譜寫了老華僑立足日本的歷史。

嘉賓代表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表示，如果世界上有更多

的人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世界就會更和平。他並向場內華

僑華人呼籲，表達了自己尊崇的“友愛”二字，希望與場

內聽眾一起努力學習中華傳統文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近來，關於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新發現

和思考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與魅力，正在海內外逐漸升

溫。本次論壇，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也是一個很好的開

端。同時也是增進中日文化交流的很好的模式。華

Business news
華商短波

首屆中華傳統文化公益論壇於東京召開

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舉辦「2016全球經濟大會」

馬
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於5月30日在馬來西亞吉隆玻舉辦

「2016全球經濟大會」，探討新時代下的經濟發展

趨勢和經濟全球化面臨的挑戰。

參加大會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代表共計600多人，

分別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馬來西

亞等12個國家和地區。討論的議題包括「新常態經濟」、

「一帶一路」、「東盟經濟共同體」等。  

馬來西亞中華中商會總會長戴良業說，我們正生活在

一個很有趣的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正迅速的轉變，我們

必須要研究「新常態」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及如何從該轉

變中受益。他希望與會者珍惜這次經濟大會的機會，不斷

學習，拓展人脈，相互合作，攜手發展。  

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21年，是該國歷史最悠

久、規模最大的商會之一，目前擁有超過10萬名會員。華

▼首屆中華傳統文化公益論壇於日本東京召開，多名聽眾參加傳統文化

講座。



 

速離去！」水怪真的退回去，傳教士的朋友也趕快上岸。

1933年有一位叫盧伯特古爾德的海軍中尉，展開目擊

者的調查工作，他訪問了聲稱目擊水怪的人士，並於次年

出版了一本《尼斯湖水怪》的書，收集了四十二篇發生在

1923年至1933年目擊水怪的事件，但並無卻確證實就是真

有水怪的證據。

水怪傳說‧活靈活現

1934年，有一位名叫威爾遜的醫生，聲稱用相機拍到

了水怪，這張照片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尼斯湖真有水怪出現

的最有力證據，但後來被證實這張照片是偽造的，只是用

玩具水怪綁在玩具潛水艇上，用相機遠距離拍攝而成。五

尼
斯湖位在蘇格蘭北部高地，是蘇格蘭北部利尼湖水

道的一部分，湖呈狹長形，湖長37公里，最寬處2.4

公里，平均深度200公尺，最深處有298公尺，湖水的溫度

偏冷，不適合生物和魚類生存。

其實所謂「尼斯湖水怪」，到目前為止仍有爭議，因

為這水怪出現而被人們看見的確實證據和所拍到的照片，

都無法確實證明水怪的存在。最早出現尼斯湖水怪的記

載，可追朔到西元六世紀，有一本西元565年出版，名為

《聖哥倫巴傳》（Life of St. Calumba）傳教士自傳，記載

了作者和朋友來此湖玩水時看到了水怪，書中提到作者的

朋友下水游泳，突然出現一隻水怪要襲擊他的朋友，這位

傳教士對水怪厲聲宏喝到：「不要前進，也不要傷人，從

吳宗錦｜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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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到蘇格蘭高地著名的尼斯湖（Loch Ness），並不是為了想看看水怪而專程前來造訪的，是因為

搭乘環繞英倫三島的遊輪航程，排有停靠蘇格蘭北部高地茵佛高登港（Invergordon），因而有了前

來尼斯湖一窺其真面目的機會，所以才慕名而來。

造訪蘇格蘭高地的尼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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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說出現水怪而聞名於世

▼神秘的尼斯湖和湖畔的城堡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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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神秘氣氛的尼斯湖。

▼沒有看到水怪，但拍到山寨版的尼斯湖水怪。

位參與偽造照片的成員之一，在臨終前心理不安，道出了

偽造照片的真相。

1960年、1963年、1967年、1970年、1971年都有人聲

稱看到水怪，有的還提供了照片，但都影像模糊，或者光

線不足而無法辨認，有些在放大後，證實只是浮出水面的

木頭而已。

2012年有一艘尼斯湖的觀光船，聲稱用聲納探測到尼

斯湖中，有一隻寬約五英呎，長度不明的蛇狀生物，在

湖中75英呎深的水中，還跟著船前行了大約二分鐘。2016

年，有人用機器人對尼斯湖進行了掃描，發現湖中有一隻

30英呎長的水怪模型，是原來拍攝電影《神探福爾摩斯的

私生活》的道具，電影拍完後被棄置到尼斯湖中。

不論是真有水怪，還是只是傳說而已，位在蘇格蘭北

部高地的尼斯湖，已經因傳說中的水怪而聞名於世，現在

已成為觀光名勝，很多遊客都是想來一窺水怪的真面目，

慕名而來。蘇格蘭旅遊當局，還特別在湖畔建造了一座

「尼斯湖水怪博物館」，收集了很多關於水怪的傳說和目

擊照片、影片，來滿足人們對水怪的好奇心，廣為號召遊

客前來探險。

當遊輪一早來到蘇格蘭北部的茵佛高登港

（Invergorden），我們下船乘遊覽車前往一個半小時車程

外的茵佛尼斯（Inverness），茵佛尼斯是位於與尼斯湖串

連著的細長形「利尼湖」尖端的小鎮，是遊覽尼斯湖和前

往英國最高峰尼維新峰及優美的尼維斯峽谷的觀光據點。

車過茵佛尼斯不久，就可以看到利尼湖，沿著湖畔開車一

會兒就來到尼斯湖。尼斯湖園區的停車場，沿著湖邊種植

有高大的樹牆，從停車場是看不到尼斯湖湖面。遊客必須

先購票，憑票進入尼斯湖園區入口，搭乘電梯或走下樓梯

之後，經過紀念品店走至戶外，才能看到尼斯湖的真面

目。這樣做，大概是要保持尼斯湖的神秘性吧？

湖畔城堡廢墟增添神秘性

我們來到尼斯湖的時候，才上午十點左右，本來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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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陽光普照的時辰，站在觀景台觀賞尼斯湖湖面，應該可

以一覽無遺，但當時卻烏雲蔽天，不但看不清湖面，再加

上湖畔的厄克特城堡（Urquhart Castle）廢墟，殘破蕭條

的模樣，有一點風雨欲來的氣氛，更增添了尼斯湖的神祕

性，彷彿真有水怪要出現的樣子。過一會兒，還真的開始

飄下雨點。我們因沒帶雨具，不敢往湖邊走，就站在觀景

台有蓬頂的地方等雨停，但很努力地往湖面四處張望，好

期待看到水怪突然出現。

厄克特城堡最早建於公元六世紀，是英格蘭皮克特人

所建的木頭城堡，到了十三世紀，厄克特城堡的統治者愛

倫才修建了現在所見的石頭城堡，他過世後城堡的控制全

交給了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後來幾個世紀在蘇格蘭與英

格蘭的幾番爭奪下，城堡幾度易幟，到了十七世紀，受到

戰爭破壞的城堡最終被遺棄了。厄克特城堡位在尼斯湖中

央位置，占地廣大，易守難攻，是中古世紀蘇格蘭最大的

古堡之一，現在僅剩廢墟。

我們在觀景台等待大約半個小時，天氣突然轉晴，水

怪並沒有出現。從觀景台看湖面好像很近，但順著斜坡路

走到湖邊的厄克特城堡廢墟，大約也要七、八分鐘。厄克

特城堡因為已經廢棄了好幾個世紀，經過風吹雨打，已經

看不出當年的模樣，只有增添尼斯湖的神秘性而已。我們

▲尼斯湖湖畔的厄克特城堡（Urquhart Castle）廢墟。

▲ 從厄克特城堡廢墟，觀看尼斯湖中的觀光遊湖小艇。
▼尼斯湖給遊客遊湖的遊艇碼頭。



方，但是馬克白和鄧肯實際上都不存在，這二位著名的莎

翁劇中人物，都只是莎翁創造出來的。

考德城堡六、七個世紀以來，一直有考德伯爵的後人

在此生活起居，但龐大的城堡、花園和占地廣大的領地，

卻需要巨大的維護費用，因此考德伯覺的後代，因應現代

社會一般人對中古世紀貴族的好奇心，把考德城堡局部對

外開放，收取參觀門票，做為補貼和支應城堡的維護費，

也算是沒落貴族的生財之道吧？

我們在考德城堡內部和其美麗的花園裡，參觀了一個

半小時，瞭解了蘇格蘭中古世紀貴族的生活起居，然後就

搭車回到港口，繼續我們未完成的遊輪之旅。華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在台南市出生，在高雄

市長大。1970年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
1983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年鑑》發行人兼總編
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

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

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北美南加州

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現任《華商世界》雜誌總編輯、南加州《文苑》雜誌

發行人兼總編輯。著有：《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

關鍵時刻》、《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

洋》、《青澀的歲月》，以及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

書，並編有《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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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佛尼斯附近的另一處著名城堡—考德城堡。

在城堡廢墟和尼斯湖邊走走，雖然湖邊有遊艇碼頭，提

供遊湖服務，但因為行程關係，我們沒有搭乘遊湖，只

待了大約半個小時，就走回停車場，搭車回茵佛尼斯小

鎮的酒店用午餐。

午餐後，我們前往茵佛尼斯附近另一座考德城堡

（Cawdor Castle），它原是考德伯爵的領地，是一座十四

世紀的建築，但在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都有顯著的擴

建，現在都還有考德伯爵的後人居住。很多人認為考德

城堡是莎士比亞名劇《馬克白》裡頭，鄧肯被謀殺的地

▼考德城堡的領地。



嘉言集

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中國大陸知名文學家與翻譯家╱楊絳  
今年5月去世的楊絳，一生累積了許多被公認是最

優秀的翻譯作品，還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劇本及散文創

作。在楊絳一百歲時，曾有人將她的言詞摘錄為簡短百

字，呈現出楊絳「走到了人生的邊緣」的人生哲學。

該文最後的一段話，最是廣為流傳：「一個人經過

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

效益。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

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

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

他人毫無關係。」

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如果能夠爭氣的話，人

生就能夠逆轉勝。

台灣混障綜藝團團長╱劉銘  
他三歲因小兒麻痺而需要靠輪椅過日子，但他力爭

上游，努力扭轉劣勢和困境，不僅造福自己，還幫助許

多的人。他說:身障朋友不是能力出問題，而是機會出

問題。讓我們試試，不要連機會都不給就否定我們。

改革，要敢於割捨

松下電器社長╱津賀一宏

他是松下電器發展史上最年輕的社長，在2012年全

球有29萬員工、526家企業。面對如此龐大的體系，要

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難度可想而知。因此他認為，不

可能把每個組織都照顧到，在推進改革的時候，如果不

進行割捨的話，會很難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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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學習對我來說不僅是習慣，而且是需要和自覺

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    
他喜歡將名人的格言，抄寫在筆記本上以激勵自己、

聯繫社會、思索人生，想著社會發展的道路。

如果你都是按照別人說的去做，那就不是創業；自己

在創業的過程中，一定有自己的經歷跟感悟，這是別

人學不到的，複製不來的。

知名藝人╱吳奇隆

從歌手出發、歷經演戲、創業，目前他已是華人圈中

的佼佼者。他從創立影視公司，再進入網遊領域，以「遊

戲＋電視劇」的組合再創佳績。他花了四、五年的時間讓

大家看到，「他是一個創業者，不是一個投資者」。

友誼是人生美麗的禮物

香港首富╱李嘉誠    
日前因為腸胃炎而首次缺席長和系股東會的李嘉誠，

終於病癒復工。他直言朋友的熱情令他非常感動，單是當

天下午，他已收到約200個朋友的來電問候，他認為友誼

是人生美麗的禮物。

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但後天會更好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    
他告誡所有年輕人說：絕大多數人都死在明天晚上，

卻見不到後天的太陽。所以我們幹什麼都要堅持! 因為，

有危機才有機會，機會不會等著你來。

全球智慧Global Wisdom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在伊春考察調研時強調，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

生產力。中國生態資源總體不占優勢，對現有生態資源保

護具有戰略意義；伊春森林資源放在全國大局中就突顯了

這種戰略性，如果僅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了。因

此要確保林業工人平穩轉型、生產生活有序過渡，同時要

積極培育林業工人掌握新本領、新技能。

我們所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自己

第一位登上聖母峰的人╱Edmund Hillary    
聖母峰頂，氧氣稀薄，雲勢無情，攀登者不是挫敗就

是死亡。至到紐西蘭人Edmund Hillary打破紀錄，征服世

界第一高峰。他不僅被英國女王封爵，也登上紐西蘭的紙

鈔。

當一陣大風把我們這些溫室蘭花的屋頂吹走了，你才知

道原來外面好冷，你才知道原來路不是平的。

寒舍集團創辦人╱蔡辰洋    
他是台灣曾經富可敵國的國泰集團的第二代，年輕時

一路順遂。1985年，一場台灣金融史上最重大的「十信事

件」風暴，震垮了全台第一家族。但他遭遇人生大起大落

之後，重新拾起他以「寒舍主人」稱號，再出江湖，成功

建立他寒舍餐旅集團的新王國。

年輕人現在一味往西方看，沒有看到自己老祖宗留下

來的珍貴文化

著名書法家╱董陽孜    
她受邀在布魯塞爾的展出，許多國外藝術家看到她

的作品都能感受到那特殊的文字線條之美，讓她更希望

將書法藝術推廣到國際藝術界。她也感慨，現在台灣年

輕朋友不再寫毛筆，是很可惜的事。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追求「輸贏人生」，但從長輩的經

驗中體悟了「機會人生」：在生命中有機會參與就是

一種榮耀。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林依瑩    
基金會為老人圓夢，組成了「不老棒球聯盟」，讓

老年人也能盡情參與運動賽事。她認為即使年紀再大，

有球隊願意給予老人上場的機會，反到是另一種激勵。

問問題、好奇心、不怕失敗，懂得這三件事，孩子就

能好好長大。

以色列沃爾夫基金會執行長╱莉亞特    
她說，孩子發問是不需要得到批准，父母乃至整個

社會，應建立歡迎孩子發問的環境，否則可能就此蒙蔽

好奇心的眼睛，扼殺了剛萌芽的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