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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美
國新總統川普上任後，做出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全球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川普高喊「美國優先」的口

號，對內要求製造業回流美國，若工廠外移將課重稅；拋出稅

務改革，透過企業及個人減稅，以刺激美國經濟成長；建築美

墨邊界高牆、頒布旅行禁令及取締非法移民，藉以創造一個低

恐怖攻擊及低社會問題的環境；投入一兆美元擴大基礎建設，

以創造大量工作機會。對外，簽署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協定」（TPP）行政命令，威脅徵收邊境稅，並要求重談

北美自貿協定（NAFTA）。川普同時擺明，若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裁決侵害到美國的主權，美國將予以漠視。《經

濟學人智庫》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列為今年十大高風險

事件，稱川普上台可能導致「美國經濟瞬間衰退」，其風險比

「恐怖攻擊重創全球經濟」排名還高，主要理由就是他「超乎

尋常的對於與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充滿敵意」。

川普現象正在全世界蔓延發燒，而這個重要的改變，將可

能影響所有人的生活並威脅全球經濟與貿易。國際信評機構或

銀行專業都相繼提出報告指出，川普打算重塑國際關係，其對

貿易和移民的強硬立場，已經對全球造成影響，最終可能衝擊

全球經濟。川普可能挑起貿易大戰，造成跨國資金流動下滑，

而且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衝突升溫，上述種種皆可能衝擊經濟

成長，並對全球經濟造成壓力。針對川普現象，本期【封面故

事】特以「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為題，刊出三篇相關內容給

讀者參考。

依據資誠會計事務所報告指出，在2050年之前，全球經

濟力量將持續從先進經濟體轉移到新興市場，全球經濟成長

的主力將從目前的七大工業國「G7」，轉變為七大新興國

「E7」，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及

土耳其。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不少低技術的製

造業紛紛出走，其「世界工廠」的地位正在悄悄發生改變。

根據德勤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未來5年內，馬來西亞、印

度、泰國、印尼及越南等潛力五國，將有機會取代中國成為新

的「世界工廠」。本期【全球視野】對此有詳細的報導。

對於新興的「行動支付」、「社群網站」、新型態的「商

業模式」和「串流媒體」，都在改變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本

期【財經訊息】和【產業風雲】也都有值得一看的內容。其他

還有很多精彩內容，就請大家自己參考閱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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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Emerging Seven, E7）的GDP將占全球總量的50％，其

中，中國將占全球比重的20％，世界七大工業國家（G7）

GDP占比將不到20％，歐盟國家GDP占比更是不到10％。

報告指出，包括東協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將來自

於相對快速成長的人口、內需的增溫和勞動人口的規模。

新興國家是未來成長主力來源

普華永道首席經濟學家John Hawksworth預測，2016年

到2050年間世界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略高逾2.5％。新興國家

是成長主力來源，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

羅斯和土耳其的年成長率平均為3.5％，遠高於美、加、

法、德、義、英國和日本的1.6％。不過分析也認為，新興

市場國家必須要提高國內機構效率以及改善基礎設施，才

有可能實現長期增長。

此外，長期經濟成長仍面臨人口老化、氣候變遷等威

脅，需要有前瞻性的政策，才能讓勞工老的時候還能貢獻

社會，帶動永續發展。

世界銀行：2015年全球GDP總量達74兆美元

據世界銀行報告，2015年全球GDP總量達74兆美元。

總量排名第一的仍然為美國，占比24.32％；其次，是中

國，GDP總量占比14.84％；排第三、第四的國家分別是是

日本、德國，占比分別為5.91％、4.54％。

全球經濟引擎大轉移
依據PwC報告指出，在2050年之前，全球經濟力量將持續從先進經濟體轉移到新興市場，全球經濟
成長的主力將從目前的七大工業國G7，轉變為七大新興國E7，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
哥、俄羅斯及土耳其。此外，據世界銀行報告，2015年全球GDP總量達74兆美元，總量排名第一的
仍然為美國，占比24.32％。

普
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wC，台灣稱資誠）今年2月

發布一份名為「長期觀點：2050年之前全球經濟秩

序會有什麼改變？」（The Long View：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的全球經濟趨勢報告，

預測全球32個主要經濟體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並

排名在2050年時的經濟成長潛力。結果顯示，中國目前以

21.269兆美元排第一，到2050年都還能保住冠軍的位置，

屆時GDP預估增加到58.499兆美元。

報告分析發現，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

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市場匯率MER計

算，中國GDP水平將在203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經濟規

模最大的國家；

若以人均GDP衡量，2050年中國將躋身中等發達國家

行列，與美國差距也在縮小。此外，在2050年，印度可能

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印尼則可能攀升到全

球第四大經濟體，超越日本和德國。

2050年中國依舊是全球最大經濟體

以購買力平價PPP估算，2050年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依

序為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巴西、俄羅斯、墨西哥、

日本、德國和英國。意味著10大經濟體中，將有6個是現

在新興市場國家，除土耳其外。PPP是總體經濟學家用來

比較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的指標。

就經濟成長的速度來

說，依人均實質G D P計

算，越南、印度和孟加拉

將成為全球經濟成長速度

最快的經濟體，每年GDP

成長約5％。新興市場7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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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10大經濟體變化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6年
中國 美國 印度 日本 德國 俄羅斯 巴西 印尼 英國 法國

21269 18562 8721 4932 3979 3745 3135 3028 2788 2737

2050年
中國 印度 美國 印尼 巴西 俄羅斯 墨西哥 日本 德國 英國

58499 44128 34102 10502 7540 7131 6863 6779 6138 5369

註：1.依據PPP計算的GDP       2.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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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小國常年位居前列。受人口基數大的

影響，儘管中國和印度在GDP總量比較中排名靠前，然而

就人均GDP而言，在統計的232個國家中，中國居於人均

GDP第81位，印度排名148位

中國澳門自2010年開始，居於世界人均GDP排行榜的

前十名，並逐年上升。同時出現在總量和人均榜前列的有

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可謂又大又強。

此份由世界銀行在今年2月公佈的2015年最新GDP數

字，由HowMuch.net匯整成圖表，更可清楚地顯現出各個

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相對份額。

中、美兩國是唯二GDP總量超過10兆美元國家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近公佈資料，2016年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74.41兆元人民幣，增速6.7％。

美國2016年GDP總量約為18.6兆美元，中國GDP超過

11兆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的一半。2014年

中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0兆美元，繼美國之後第二個躋身

超10兆美元經濟體俱樂部。中國GDP從1兆美元升至10兆

美元花了14年，而美國則用了31年，美國GDP在2001年首

超10兆美元。

目前，美國和中國是全球經濟體中僅有的兩個GDP總

量超過10兆美元的國家。中國2014年GDP總量63.6兆元人

民幣，按當年匯率計算，首度超過10兆美元。

2017年GDP預測，美國穩居世界第一

2017年排名預測陸續出爐。根據中商產業研究院預

測，2017年美國GDP預測為18.6兆美元，將穩坐世界經濟

第一大國的位置，中國則緊追在後，以12.2兆美元排行第

2，但仍與美國保持一定差距。若從人均GDP角度來看，

歐洲國家依舊最高，由盧森堡拿下冠軍。

就長期來看，多數國際機構仍比較看好中國等亞洲國

家的經濟前景。像是根據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的排名預測，

到了2030年，中國有望趕超美國，躍居為世界第一大經濟

體。華

而從各大洲的排名看，當前亞洲正開始處於領先地

位。該區域在圖中以黃色表示，占全球GDP的33.84％。

北美GDP占比27.95％，歐洲則為21.37％。這三大洲占世

界經濟活動的約83％。HowMuch.net的Raul Amoros表示：

「亞洲的經濟重心在東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GDP之和

幾乎與美國一樣多。」

圖表還顯示出，南美洲和非洲當前依然未能在全球經

濟中佔據更多比重。南美洲四大經濟體，巴西、阿根廷、

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GDP之總和只占全球GDP的4％，

而非洲三大國家，南非、埃及和尼日利亞的GDP之和只占

1.5％。

此外，超過100個太小而無法單獨顯示的經濟體被集

中在一起，成為

「世界其他地

方」。世界其他

國家的GDP正好

也是美中之間的

差距。

然 而 人 均

GDP排行榜卻是

完全不同的另

一番景象，摩納

哥、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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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國家

排名 國家 該國GDP總量

1 美國 18.03兆美元

2 中國 11兆美元

3 日本 4.38兆美元

4 德國 3.36兆美元

5 英國 2.86兆美元

6 法國 2.42兆美元

7 印度 2.09兆美元

8 義大利 1.82兆美元

9 巴西 1.77兆美元

10 加拿大 1.55兆美元

世界銀行報告統計的全球各國GDP佔比
來源：Howmuch.net



英
國在去年6月23日舉行脫歐公投，英國人最終選擇

離開歐盟，從此就啟動英國脫歐的過程。接著，在

7月梅翠珊（Theresa May）接下卡麥隆（DavidCameron）

的爛攤子，扛下帶領英國脫歐的重擔。

正式啟動脫歐程序

紛擾多時的英國脫歐法案歷經數月討論後，今年3

月，獲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簽署生效，正式授權首相梅翠

珊啟動脫歐程序。梅翠珊原則上可以在英國女王御准法案

後的任何時間，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遞交英國脫

歐文件；一旦文件抵達歐盟理事會，歐盟將向27個成員國

提出談判原則作為回應，並在48小時內提出第一份談判方

案。英國與歐盟預計為期2年的談判將正式展開。英國將

成為第一個離開歐盟的國家。

 

脫歐白皮書宣示英國預示的脫歐前景

英國政府所提出全長77頁的脫歐白皮書，以12條原則

為綱領，宣示英國預示的脫歐前景。這份白皮書名為〈英

國與歐盟的分離及新合作關係〉（The United Kingdom’s 

exit from and new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內

容包含了幾大領域，如人員流動、貿易關係、產業發展

等。前言提到這份文件設立一個英國政府與歐盟建立新的

關係的計畫，換句話說，英國脫歐的政策目標，在這份文

件都有蛛絲馬跡。 

貿易方面，英國將脫離歐盟單一市場，但可能會

保留現行的部分規章，並已做好持續繳交「適當的」

（appropriate）歐盟預算的準備。白皮書並表示，英國對

新關稅協議抱持「開放心態」（open mind），包括使用

「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確保一切轉移無縫且

順暢。

 在移民議題上，英國將提出新的管控系統，預計以技

術空缺與「真正的」國際學生為優先。新系統可能以階段

性實施，讓企業與人民有時間做準備與計畫。脫歐大臣戴

維斯（David Davis）於國會承諾，移民與關稅政策將透過

新的法案確立。他並說，英國脫歐後「最好的日子即將到

來」（best days are still to come）。

美銀美林 （BAML）2月公布調查結果顯示，今年金融市場面臨的最大尾部風險（36％的淨受訪
投資人點名） 就是「歐盟解體」、其次 （略低於三分之一） 是「全球貿易戰」。可見英國去年公投
的脫歐結果，引發歐盟不可預知的未來，也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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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啟動脫歐程序



上，承諾繼續保障共同旅遊區（CTA）的自由流動，但不

因此影響到英國的移民系統。但白皮書中仍然模糊的權利

安排，也未能安撫聯合王國中2個選擇續留歐盟的國家。

政策白皮書洋洋灑灑寫了77頁，含括各種主題，但是

未能回應人民的疑慮，白皮書甫公布後，即遭到親歐派、

疑歐派的人民連番攻擊，內容能否落實，也與英國政府現

實的動能有關，目前英國公務員的人數是二戰後的最低，

資源極其有限的情形下，如何在兩年內完成脫歐談判，仍

有待觀察。此外，內容看似網羅了人民最初選擇離開歐盟

的理由，然而揭示的談判的方向，卻似乎更多的在想辦法

維持大企業的利益，人們關心的生活保障，在白皮書中卻

付之闕如。從英國公投確認脫歐開始，已粉碎了歐洲統一

的神話，英國的成功與否，也將牽引有脫歐傾向的幾個國

家。華

 英國期望在維安、打擊恐怖主義與研究領域繼續與歐

洲保持合作關係。在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的敏感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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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歐盟的分離及新合作關係（英國脫歐白皮書）

（一）

政府將確保談判過程中，任何法律權利義務的透明
化，避免人民遭遇突然的變化而產生任何不利益。
具體做法是根據英國政府十月制定的「The Great 
Repeal Bill」來轉換歐盟的法律。

（二）
英國政府將重新掌握自己的法律，終結歐盟法院在
英國的管轄權。這點對於歐美國家相當重要，許多
反對區域整合的論調都有主權削弱的擔憂。

（三）

強化聯合王國內各個地區的連結，此點係因為蘇格
蘭、北愛爾蘭在公投時支持留歐，使得聯合王國因
為脫歐議題產生分歧而有分裂的危險，故內閣特別
強調要強化彼此的關係。

（四）
保護英國與愛爾蘭在歷史、社會、文化上的緊密連
結，確保共同旅行地區（common travel area）的維
持，維持人員流動的機會。

（五）

控制移民，英國政府表示歡迎有專業技術的移民，
但是他們必須確保自己有權決定誰可以來英國。本
要點是針對歐盟境內人員可自由流動的反制，起因
於許多英國人民認為自己的工作被外來人口搶走。

（六）
確保住在英國的歐盟公民權利以及住在歐盟的英國
公民權利。

（七）
保護工人權利，英國政府指出國內許多法律較歐盟
的標準來的先進，政府會持續制訂更多保護勞工權
利的法律。

（八）
確保英國政府會努力確保與歐盟市場的自由貿易，
雖然不追求成為單一市場，但是會有一個新的替代
方案，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及關稅協議。

（九）
與其他國家簽署新的貿易協定，由於退出歐盟，英
國必須找尋其他市場替代。

（十）
英國政府將確保其仍然是科學與創新的最佳基地。
英國將科學研究與創新視為產業發展的核心。

（十一） 在打擊恐怖活動與犯罪上保持與歐盟的合作。

（十二） 提供一個和緩、有序的脫歐進程。

▲紛擾多時的英國脫歐法案歷經數月討論後，今年3月，獲英女王伊利
沙白二世簽署生效，正式授權首相梅翠珊啟動脫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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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關鍵年2017
從2016年英國公投確定脫歐，義大利憲改未能過關，接著2017年德國、法國、荷蘭等三國選

舉，反歐盟政黨摩拳擦掌，民粹浪潮的持續衝擊，2017成為歐盟關鍵年。

今
年是歐洲國家大選年，包括法國、德國、荷蘭、義

大利都有選舉，市場擔心又有民粹抬頭導致脫歐。

這些國家的選舉結果或將進一步動搖歐盟和歐洲單一貨幣

的前景。

2017年焦點從美英轉向歐盟

去年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經濟也出現高度不確定性，

主要是政治影響經濟，而其中最大兩隻政治黑天鵝，就

是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川普當選。今年政治變動又接踵

而至，只是焦點從美英轉向歐盟。歐洲多個國家將舉行

大選，包括3月份的荷蘭下議院選舉、4月底的法國總統大

選、9月份的德國國會大選（左右總理人選）、義大利也

有可能在今年擇期解散國會，提前啟動國會選舉，再加上

英國三月份啟動硬脫歐流程，政治不確定提高。

這四個國家大選，都有訴諸庶民的在野勢力，高喊

退出歐盟，而且民調不低。例如法國總統參選人雷朋

（Marine Le Pen），支持度一度高達25％，高居第一；她

暗示若當選，將離開歐元區並恢復使用法朗做為貨幣，且

就歐盟成員國地位舉行公投。

去年成功發動修憲公投而導致義大利總理倫齊辭職的

五星運動黨，也是主張脫歐，將在今年或明年的大選中

與執政黨對壘。被視為歐洲今年大選先鋒指標的荷蘭國

會二院（下議院）大選，總理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

中間偏右派自由民主人民黨(自民黨，VVD）擊退「荷蘭

川普」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極右派「自由黨

(PVV)」挑戰。面臨民粹主義浪潮來勢洶洶的歐洲各國政

府，終於暫時鬆了一口氣。此外，德國梅克爾的對手舒

茲，較為擁護歐盟一體化。

歐洲這幾項大選，可能導致金融市場波動，也對經濟

成長帶來壓力；但目前看來，義、法、荷退出歐元區或

歐盟的可能性並不高。主要是義荷兩國在野黨即使取得多

數，也還須要政治結盟，才有足夠多數來翻轉。而法國民

調則顯示，7成民眾反對恢復法朗。

「法國脫歐」（Frexit）登場？

法國極右派的國家陣線黨黨魁雷朋正式展開總統競選

活動，公布民粹主義濃厚的144項政見，主軸圍繞「法國

製造」，標榜與美國總統川普相同的反全球化、保護主義

及反移民政策，主張退出歐元區及歐盟，恢復法郎及強化

邊境管制。

雷朋反對全球化，她強調將退出歐元區，採取「智慧

的保護主義」，拒絕自由貿易協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削減合法移民額度80％；承諾降低勞工階

級稅負且提高福利給付，降低中小企業的薪資稅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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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歐洲選舉年

荷蘭 占歐元區GDP6.5％ 2017年3月15日舉行普選

法國 占歐元區GDP21％
2017年4月23日和5月7日舉
行總統大選，6月舉行普選

德國 占歐元區GDP29％ 2017年8月至10月舉行普選

義大利 占歐元區GDP16％
可能在今年擇期解散國會，
提前啟動國會選舉

▲德國方面，梅克爾的對手舒茲是較為擁護歐盟一體化。



就業，但維持富人稅。若當選，她將在當選後半年內與歐

盟談判，將歐盟改造成一個更鬆散的國家聯盟；若不能成

功，她將發動脫歐公投。

繼希臘脫歐（Grexit）的可能性一度造成恐慌，「英

國脫歐」（Brexit）讓全球震驚，現在全球要擔心，接下

來是不是要換「法國脫歐」（Frexit）登場了。若雷朋當

選後，法國真的退出歐盟，代表歐盟將在一年內痛失僅次

於德國的第二、第三大經濟體。

歐元有大麻煩了

雷朋曾表示「法國是歐洲政治的中心，如果我們棄用

歐元，整個制度都將崩解」。她也誓言：「2017年將是民

族國家（Nation state）光榮回歸的一年，奪回邊界和貨幣

的控制權。」

雷朋贏得法國大選的可能性，也讓全球投資人緊張不

已。First標準金融公司首席市場經濟研究員卡迪羅（Peter 

Cardillo）指出，若雷朋當選，歐元將有大麻煩，勢必也將

推升美元走高。歐元過去一年來兌美元已下跌3.6％。

歐洲選舉年，經濟不再是唯一焦點

去年破紀錄的中東和非洲移民來到歐洲，讓歐洲各國

政府及人民都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但今年可能更緊張，人

民對經濟成長疲弱、工作機會太少的憤怒日漸提升。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主席海斯伯格指出，人民的憤怒

已把一般例行選舉變得不可預測，特別是只有正反兩個答

案的公投，如英國以及義大利，都對歐盟的非民選官員傳

達了強烈訊息。尤其是歐洲尚未完全從2008年的全球衰退

復甦。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維克特指出：「人口老

化，更多老人依賴年輕人、生產力減緩，也沒投資基礎建

設和教育。」以法國為例，經濟成長低迷，年輕人的失業

率逼近25％。年紀較長、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感到被整個經

濟體遺忘。

隨著歐盟擴張，許多人對歐盟法規和要求怨言頗多。

歐洲今年有這麼多選舉，但大問題幾乎都無法解決，注定

繼續政治動盪，歐盟面臨裂解風險。

馬斯垂克條約的歐洲夢是否依舊？

1992年2月7日歐洲12國外長與財長在馬斯垂克

（Maastricht）這座位於荷蘭東南部、充滿中古風情的城

市，簽署了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此條約奠

定今日歐洲聯盟以及歐洲單一貨幣基礎條約。25年來，歐

洲經歷歐元重挫、希臘政經隱憂、二次大戰後規模最大的

難民潮，及英國公投脫歐等一連串危機，團結歐盟的歐洲

夢是否依舊？還是已經分崩離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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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歐洲今年大選先鋒指標的荷蘭國會二院大選，總理呂特領導的中間偏右派自民黨擊退「荷蘭川普」懷爾德斯領導的極右派自由黨挑戰。面臨

民粹主義浪潮來勢洶洶的歐洲各國政府，終於暫時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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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德國政府連續第三年實現預算盈餘。

巴克萊銀行的經濟學家塔司卡辛（Olga Tschekassin）

指出，在未來幾個季度，德國政府和政府支出將繼續成為

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然而，英國脫歐、美國貿易政

策、以及歐元區一系列即將到來的選舉可能會增加不確定

性，可能會損害投資。華

德國 2016 年取代英國成為 G7 工業大國當中，經濟成長最快速國家。身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
國過去 5 年以最快速度擴張，去年成長率達 1.9％

德國經濟成長躍居G7之冠

英
國國家統計局2月宣佈，將去年全年的GDP成長

率，由先前的初估值2％下修至1.8％。德國聯邦統

計局緊接著表示，去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為

1.9％，按日曆因素調整後為1.8％，硬是將英國從七大工

業國（G7）經濟成長率冠軍寶座上擠下來。

德國聯邦統計局 Destatis 表示德國經濟「穩健且持

穩」，成長數據顯示德國消費者目前為止，似乎擺脫對於

英國脫歐所引發的不確定感。不過經濟學家指出，德國今

年經濟成長可能會低於 2016 年所達到之 1.9％ ，而德國政

府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為 1.4％ 

德國過去  5  年以最快速度擴張，去年成長率達 

1.9％，順勢在 G7 排名中將英國擠至第二順位，隨政府及

消費支出增加刺激國內需求，德國經濟去年最後一季成長 

0.4％ 。德國經濟表現也證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預估錯誤，該組織預測英國會領先 G7 同儕。加拿大豐業

銀行經濟學家克拉克（Alan Clarke）表示，德英兩國2016

年的經濟表現較好。英國2016年第四季度0.7％的經濟增長

率甚至超過德國。然而，英國2016年的經濟增長率略仍微

低於德國，不再是G7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2017年的德國經濟仍維持健康狀態

Capital Economics 首席歐洲經濟學家 Jennifer McKeown 

表示，德國 GDP 去年底以穩健步伐成長，主要受到消費

支出所帶動。而企業調查顯示，德國經濟成長將於短期內

進一步加速， 3 月消費信心下滑或許就是未來消費支出趨

緩的前兆。但整體來說，德國經濟仍維持健康狀態，只是

不確定是否能夠不斷壯大。

強大的經濟背景幫助德國2017年獲得237億歐元的預

算盈餘，這是由稅收收入增加、就業增加和較低的債務成

本推動的。這也是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高預算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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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中國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不少低技術的製

造業紛紛出走，其「世界工廠」的地位正在悄悄

發生改變。據德勤最新出具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未來5年

內，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尼及越南等潛力五國，將

有機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根據德勤對全球各行業執行長的調查顯示，隨著經濟

結構調整，產業轉型發展，中國目前正在逐步退出低技

術、廉優勞工的生產，現階段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只比美國

低4％，其平均工資自2010年以來上漲80％，中國官方為

此不得不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進軍更高價值的製造業領

域，因此，中國讓出低技術的「世界工廠」寶座，已是勢

在必行的結果。

在此即將崛起的潛力五國中，分析指出，以印度為

例，該國的優勢在於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混合，並擁有多達

12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泰國則擁有強大的汽車，電子，

食品和化工行業；馬來西亞有強大的化工，機械和橡膠加

工行業。至於越南，最大的優勢是人力成本。

但在這五國當中，德勤最看好印度，主要因為印度擁

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這個非常重要，可

以滿足對製造工程師、設計工程和主管的需求」。

印度在全球貿易競爭力排名大幅躍進

無獨有偶，在台北市進出口公會（IEAT）發表的

《2017全球重要暨新興市場貿易環境與發展潛力調查報

告》顯示，在所有調查國家中，印度在全球貿易競爭力

排名大幅躍進，提高11個名次至第21名，高於中國的第25

名。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指出，印度在人口紅利、製造成本

方面，顯然有逐漸取代中國大陸之勢。

報告指出，美國2017年打敗新加坡，首度躍居全球貿

易競爭力第一，新加坡則退居第2。第3名至第10名的國家

依序為德國、荷蘭、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日本、香港

和以色列。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排名上升幅度為所有國家之冠，

今年整整提高11個名次，來到21名。IEAT調查報告指出，

印度製造成本低於大陸，且人口紅利、內需市場可期，現

已有逐漸取代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的態勢。外界認為，

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以來，致力複製中國「世界工廠」的經

濟發展模式，朝製造大國發展，盼能解決國內普遍貧窮的

問題。

近幾年包含華為等大陸手機品牌在內，多國製造業都

積極前往印度設廠並布局。

中國企業投資印度 去年增長6倍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印度成為熱門地點。中國2016對

印度投資達10.63億美元，是2015年的6倍多。截至2016年

底，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額累計逾48億美元，而在2014年

前，這一存量僅為24億美元左右。

過去一、兩年間，中國對印度投資快速發展，在電

力、鋼鐵、能源等製造業方面，包括有中國中小企業工業

園開發（印度）有限公司、上海海立（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寶鋼印度有限公司等都有在印度投資。此外，以中國

手機公司小米來說，小米2014年進入印度，最初只有3個

人，短短3年就發展到了150餘人，小米手機現在在印度的

市占率達到7％，2016年8月宣布再建2個工廠。

中國電商同樣瞄準印度。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擬向

印度電商Paytm增加投資2億美元，騰訊控股領投印度聊天

應用軟體Hike，百度正在商討投資印度新創電商公司。據

了解，2000年至2016年3月，中國互聯網企業對印度創業

公司的累計投資額約為13.5億美元，而到2016年底，投資

額已增至23億美元。華

據德勤最新出具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未來5年內，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尼及越南等潛力五
國，將有機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東南亞潛力五國．接棒「世界工廠」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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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斷裂的代價。相對地，2016年的調查結果中，只有2％

的人認為供應鏈斷裂的代價正在減小。

IHS和Markit原本是總部設在美國和英國的兩家不同

的資料服務公司。2016年，兩家公司通過規模達130億美

元的換股協定進行合併，融合各自在信用市場資料及在能

源、大宗商品及交通運輸業的分析優勢。

60％認為中國是供應鏈面臨波動性的來源

這份報告還分析了當前供應鏈面臨的波動性的來源。

2016年，將近60％受訪者認為中國造成波動性，但在2015

年出現明顯下降；緊隨其後，有50％的受訪者選擇了美

國，但2015年只有不到30％的人這麼認為。此外，認為歐

中國製造業能力已顯著提昇，英國市場調查機構馬基特（IHS Markit）在今年1月發布《全球採
購新趨勢》報告指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從最初的廉價外包目的地轉變為全球供應鏈中

心，東部沿海地區則是主要採購區域。

採購新趨勢．中國成供應鏈中心

這
份名為《全球採購新趨勢》的4頁報告，是馬基特

（IHS Markit）2016年以全球採購趨勢為主題的調

查。馬基特此份報告中針對風險、採購和中國在全球供應

鏈中的地位變化，得出了三個主要結論：首先，商品價

格，供應商的發展情況和地緣政治考量是採購商面臨的最

大的三個風險；其次，採購目的地開始從美國轉移到墨西

哥、印度和亞洲，但大多數公司謹慎地選擇從本國地區以

外的地方進行採購；最後，中國在供應鏈中的地位繼續提

升，已經不再是以往那個廉價商品的供應商了。

此外，2/3的受訪者認為供應鏈斷裂的代價越來越大，

其中19％的受訪者認為這部分財務成本顯著增加。值得注

意的是，在2015年的調查中，僅有1％的人非常重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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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公司謹慎地選擇從本國地區以外的地方進行採購；中國在供應鏈中的地位繼續提升，已經不再是以往那個廉價商品的供應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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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歐盟外其他國家是波動性來源的受訪者比例從39％下

降到2016年的28％，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比例則從2013

年的56％下降到2016年的26％。

更多受訪者表示將在中國、印度、其他亞洲國家以及

墨西哥加大採購業務，而美國、歐盟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

和區域不再如往年那麼受青睞。比如，2016年，只有32％

的受訪者表示將在美國增加採購業務，這一數字在2015年

是44％。

雖然被越來越多的受訪者認為是重要的採購地，但是

中國不再像以往那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廉價的採購地。

2012年的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把中國視為廉價商品採購

地，但是這一比例到2016年已經大幅下降到50％以下。報

告稱這一趨勢意味著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全球供應鏈中心，

而非僅僅是個廉價的外包目的地。

80％在中國採購，選擇上海及周邊省份的東部地區

對於中國內不同區域的採購趨勢變化，報告具體指

出，採購商們並沒有為了避免逐漸增加的採購成本而選擇

相對低成本的內陸地區，相反，他們翻倍地在自己所熟知

的東部沿海地區投入資源。因此，在中國採購貨物，選

擇包括上海及周邊省份在內的東部地區的受訪者增加到

80％，這一比例甚至是中國南方的一倍，其他地區均與此

相去甚遠。

因此，中國《人民日報》在解讀上述報告時表示，中

國擁有頂級的基礎設施、技能熟練的勞動力以及依靠工藝

創新蓬勃發展的工廠。一直以來，它們深深嵌入「亞洲工

廠」 這個龐大的供應鏈之內，能夠將來自世界各地的零部

件與原材料順暢地組裝起來，並根據全球消費者變化莫測

的口味迅速作出調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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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貶值壓力，也預期貶值，兩者相互影響下，負面作用更

嚴重。

中國央行的調控政策，則以維持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

率，以及限縮資本帳戶的自由兌換，一方面不惜動用外匯

儲備干預外匯市場，另一方面則加強對企業及個人的換匯

控制；此外，大陸當局也透過拋售美國國債，以支持人民

幣匯率和減緩資金流出的壓力。

阻擋資本外流 外商匯款變難

面對資本外流的問題，中國監管機構對實施了更嚴格

的限制，以放慢人民幣的下跌速度。據報導，從去年11月

底起，在中國的跨國企業若有500萬美元以上的資金想要

匯出，必須送交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批准。

此外，跨國企業在中國的銀行賬戶與外國附屬公司賬

戶之間的資金，在匯入或匯出金額時，也面臨更嚴格的限

制。

一家大型歐洲銀行的管理人士指出，過去公司從中國

向境外匯款，只需費時一至三天，現在可能要花超過一周

的時間才能完成。

一般認為，這些資本管制的新措施，對外商中小型企

業的影響相當嚴重，因為中小企業的運營資金往往有限。

但部分專家也表示，新規也在傷害規模更大的公司。

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1月外匯占款繼續下滑，且是連續第15個月減少；加上持續縮水的外
匯存底，顯示中國資本持續外流。此外，外資不斷撤出中國，將會影響4500萬的就業人口生計。因
此，中國政府祭出「吸引外資20條」，以積極引進外資。

資金外流是中國最棘手經濟難題

中
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1月底外匯占款餘額為人民

幣21.73兆元，當月減少2,087.66億元，為連續十五

個月下降，更創近六年新低。最大降幅出現在2015年12

月，當月下降7,082億元。此外，人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

至1月底，中國外匯存底餘額降至2.99兆美元，是2011年2

月來的近六年最低水準，也是連七個月下降。

外匯存底和外匯占款雙雙下降，通常被看做是資本外

流壓力的體現。此兩大數據下滑，意味在美國聯準會繼續

收緊貨幣政策、以及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良好預期下，中國

資本持續外流。

 

資金外流是最棘手經濟難題

據中國媒體報導，中國首富王健林預計以10億美元收

購美國製作金球獎的DCP集團，遭到中國當局否決，理由

是防止資金持續外流。中國資金外流進而與人民幣貶值相

互影響，對中國經濟造成相當大的困擾。

中國央行日前公布，外匯儲備規模跌破3兆美元，連

續七個月下降，創近六年來新低，顯示近期中國資金外流

的問題益趨嚴重，主要原因是受到美元進入升息周期、美

金呈現強勢的影響；其次是中國經濟成長減緩，市場對人

民幣兌美元貶值的預期升溫，愈來愈多的投資者為了保

值，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再來是中國境內企業和個人資

產配置方式改變，一方面減持外幣貸款，另一方面增加購

置海外資產；接著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加；最

後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展，必須增加向境外提供人民幣

流動性。

中國資金加速外流，增加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壓

力。去年一整年人民幣匯率相對於美元貶值超過6％，是

過去20年來最大貶值幅度。此外，資金持續外流增加人民

中國資本外流管制措施影響

項目 重點

金額 傳申辦金額由企業資產100％降為30％

時間 傳申辦時間由一至三天延長為一週

影響
1.恐影響外商對中國投資意願
2.對中小企業傷害更大
3.外商資金恐困在中國無所作為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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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出走 波及中國4500萬就業人口

中國投資環境丕變，人口紅利不再、土地及勞力成本

攀升的現實，已讓外資放緩赴中國投資腳步。

依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過去1年多來，中國每

月FDI金額成長率出現不同程度衰退，2016年全年降至

1260.01億美元，小幅衰退0.21％。即便扣除匯率影響，實

際利用外資的增幅也在明顯放緩。2017年1月份中國實際

使用外資為120億美元，年減14.73％。

另外，從進出口及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來看，也可看

出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放緩趨勢。2016年外資企業進出口總

額為1.68兆美元，年減8.04％，在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

持續下跌。而2016年外資在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金額僅為

1211.97億人民幣，與2011年的3269.81億人民幣相比，近5

年重摔了62.94％。外資撤離說甚囂塵上。

近2年屢傳外資關閉中國工廠或門市的消息，顯示外

資在中國的投資有縮小趨勢。像2016年，全球零售巨頭沃

爾瑪關閉10多家大陸二、三線城市門市，NOKIA、照明

巨頭飛利浦先後關閉上海金橋工廠、深圳公司。2017年

外資撤離風暴未停止。1月，先是全球最大的硬碟製造商

Seagate發布公告，宣布關閉蘇州工廠，並裁員近2000人；

接著全球速食業龍頭麥當勞出售中國大陸及香港經營權，

美國科技公司甲骨文也被爆，在農曆春節前夕裁員200多

個北京研發人員。

也許是中國的生產成本高，對外資政策准入門檻提

高，優惠政策取消，勞動力不再廉價，或許是因為產業競

爭，或因自身企業布局等考量，決定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甚至乾脆撤離中國。但每當有外資撤離，都會造成大規模

的裁員，值得警惕。根據官方估算，中國全部外商投資企

業吸納的直接就業人數超過4500萬，外資撤離伴隨的裁員

與失業值得警惕。

中國祭出20條吸外資

當全球都在猜測美國新總統川普是否會動用貿易壁壘

時，中國政府祭出「擁抱全球化」的大禮，就是「吸引

外資20條」《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

通知》，內容提到歐美企業最在乎的開放服務業、公平審

查競爭等，甚至還寫了「准入前國民待遇」等要「一視同

仁」字眼，這也可能寫入「兩會」時間的各部委政策優惠

中。

這些措施提出是從中國制度環境的角度入手，為外資

企業創造更大發展的空間。這一調整，也可以說是中國應

對「逆全球化」思潮所帶來的挑戰。 華

中國吸引外資20條重要項目

放寬服務業

． 金融證券保險機構、會計審計、建築設
計、評級服務等

． 有序開放電信、網路、文化、教育、交
通運輸等

放寬製造業


． 軌道交通設備、摩托車、燃料乙醇生
產、油脂加工、由之家等等外資限制

．   放寬採礦業油頁岩、油砂、頁岩氣准入
石油、天然氣合作項目審批改備案制

中國製造2025


．內外資共同適用
． 鼓勵投資高端、智能、綠色製造等，及

工業設計和創意、工程諮詢、現代物
流、檢驗檢測認證等生產性服務業

基礎設施
． 支持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基礎設施建

設，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
政功用工程。

科研人才

．支持內外資企業、科研機構研發合作
．允許參與國家科技計畫項目
．研發中心優惠政策
． 外籍高層人才辦科技型企業，給予中國

籍公民待遇

公平審查
．各地不得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限制
． 統一標準、時限、審核業務牌照和資質

申請

標準化與採購

．可參與標準化工作
．政府採購一視同仁
． 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維權援助和仲裁調

解工作

融資與註冊
． 可在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

在新三板掛牌
．取消最低註冊資本要求

外資優惠

．允許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優惠政策
． 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承接外資產業轉

移優惠
． 優先供應鼓勵類外資工業項目土地，出

讓底價可打七折
．允許跨國公司開展本外幣資金集中營運
．完善外債管理制度

國民待遇
． 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

理模式
．簡化程序審批海關等政務

資料來源：《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



 

目
前台北故宮在銷售的文創商品中，故宮實體商店售

賣的有4000多種，網上銷售的產品有2000多種。近

幾年台北故宮文創產品每年都能創造近10億新台幣的收

入，文創收入佔比已超過故宮總收入50％。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不甘示弱。從胖格格、胖侍衛還有

雨傘、手機座、耳機，故宮博物院研發的文創產品已經

接近八千七百種，產品涵蓋絲綢、陶器、瓷器、傢俱、銅

器、貴金屬、書畫、首飾、箱包、T恤衫、文房、玩偶、

傘、領帶等十幾個類別。2015年貢獻10億人民幣收入約台

幣46億，2016年估算將可達15億元人民幣（約合69億元新

台幣）。

其實，早期兩岸故宮僅以簡單複製方式，如複製書

畫、瓷器、銅器、鐘錶等項目，進行文物的銷售。如此的

複製品雖然是真實地呈現文化元素和歷史典故，但實用性

不強，且不易攜帶，所費不貲，因此銷量並不好。

兩岸故宮運用文創產品增加收入，也讓更多人能藉由文創產品進入閱讀歷史文物的世界。

台北故宮以創意再造開發商品 
上世紀60年代，台北故宮就開始進行文創發展，在

2000年左右率先求變：不再求其模擬，而是求其創意。透

過對文物進行創意再造，讓文物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結

合。台北故宮建立了龐大的文物圖檔資料庫，並與國際知

名品牌結合、與文創設計廠商「合作開發」延伸商品、

「圖像授權」和「出版品授權」四種方式展開對外合作。

目前台北故宮與90多家廠商進行了合作，其模式是通

過招標指定廠商設計製造某類產品，或廠商在徵得台北故

宮同意下自行設計，產品著作財產權歸台北故宮所有。此

外，台北故宮還自己做高端開發，比如高仿瓷器和畫作。

這些作品由台北故宮自己發行，這類商品定價較高，市場

份額也不大，主要滿足的是小眾市場。

2013年，台北故宮一款「朕知道了」膠帶風靡一時。

隨後，台北故宮的萌物紀念品日漸火熱。「朕就是這樣皇

帝」、「朕就是這樣漢子」手環，翡翠白菜傘、仕女頸

枕、懷素自敘帖床品等新品不斷推出。台北故宮在文創產

品的設計結合了文化及實用性，讓消費者在觸摸這些物品

的時候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溫度」。

北京故宮擅長電子商務及網路平台

北京故宮在2013年以前，開發的文創產品多半是館藏

複製品如書畫、瓷器、銅器等，銷量並不好；反觀台北故

宮，當年推出的「朕知道了」紙膠帶，3天內1500個就已

售罄，而那一年光是文創產品銷售額就近9億台幣。

後來，北京故宮則以大臣穿戴的朝珠變化而來的朝珠

耳機，一舉打響北京故宮文物的名氣，而此靈感，最早來

自台北故宮。北京故宮2008年曾派副院長到台灣觀摩台北

兩岸故宮靠文創掏金

▼台北故宮在文創產品的設計結合了文化及實用性，讓消費者在觸摸這

些物品的時候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溫度」。

Taiwan Strait
兩岸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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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創商品的開發模式；與台北故宮合作開發衍生商品

的廠商，到中國大陸參加文創博覽會時，包括北京故宮等

大陸多家知名博物館，也派員在台北故宮的展區，詳細了

解商品開發流程。

此外，北京故宮更運用了中國擅長的網路及電子商

務，組成電子產品研發團隊，負責策劃推出App應用內

容，將專家的研究成果通過有趣的形式，傳達給年輕的觀

眾。這支電子產品開發團隊大多來自中央美術學院、清華

大學美術學院等著名高校。

北京故宮還與電商結合，目前擁有故宮淘寶和故宮商

城在內的兩大線上商店。故宮淘寶主要是針對年輕族群，

目前的粉絲量已經達到近30萬人；故宮商城是北京故宮自

建的網路銷售平台，銷售的產品更多偏重創意與文化創

意。2015年，北京故宮還與阿里巴巴旗下聚划算進行跨界

合作，創造了一天1.6萬單的好成績，成為一時的輿論熱

點。

北京故宮以假亂真的朝珠耳機、雍正釣魚書籤、「朕

就是這樣漢子」摺扇、「奉旨旅行」行李牌等一系列作

品推出後，讓故宮文創產品賣翻了。此外，在北京故宮文

創產品的推廣中，帝王、帝王的妃子、大臣等古人紛紛變

身現代網紅，賣萌，來為故宮代言。「買了就是朋友」、

兩岸故宮靠文創掏金

「關注本宮，但沒有紅包發」等推廣文案讓故宮文創活

了起來。「雍正：感覺自己萌萌噠」系列圖片、動態版

《雍正行樂圖》、《皇帝的一天》、《韓熙載夜宴圖》、

《清代皇帝服飾》、《胤禛美人圖》、《紫禁城祥瑞》等

APP，「十二美人圖：雍正的女神們動起來啦」，雍正帝

已化身為故宮文化推廣大使。也讓北京故宮脫離「門票經

濟」，在2016年創下15億人民幣的銷售額。

台灣的博物館文創商品，目前仍以實體店面銷售遠超

過網路銷售。然而曾向台灣取經的北京故宮，如今卻翻身

成「網紅」帶動網友成為消費者，適足以作為台灣博物館

文創的借鏡。

文創是連結大眾閱讀歷史文物的樞紐

嚴肅正經的博物館，透過創意將古典藝術融入到現代

食衣住行中，縮短了傳統文物與普羅大眾的距離，也獲得

巨大的經濟收益。而文創產品是連接博物館與大眾的最好

樞紐，也是創收的重要手段。越是歷史悠久且成熟的博物

館，其文創產品的收入佔比越是高，比如美國的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未來，兩岸故宮文創產品

的收入也將不斷提高，讓更多人能藉由文創產品進入閱讀

歷史文物的世界。華

▼台北故宮一款「朕知道了」膠帶風靡一時。

隨後，台北故宮的萌物紀念品日漸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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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保護主義
政策抬頭？
美

國總統川普高喊「美國優先」的口號，對內，要求製造業回流美國、若外移將課重

稅；拋出稅務改革，透過企業及個人減稅，以刺激美國經濟成長；建築美墨邊界高

牆、頒布旅行禁令及取締非法移民，藉以創造一個低恐怖攻擊及低社會問題的環境；投入

1兆美元衝刺基礎建設，以創造大量工作機會。

對外，簽署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PP）行政命令，威脅徵收邊境稅，並要求重談

北美自貿協定（NAFTA）。同時擺明，若世

界貿易組織（WTO）的裁決侵害到美國的

主權，美國將予以漠視。

川普上任不久，就做出一系列貿

易保護主義行為，全球貿易戰似乎一

觸即發。



美
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約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從今天開始，在我

們的土地上將展現新願景。⋯⋯，從今天開始，只有美國

第一，就是美國第一。」、「只有保護，才能有巨大的富

裕和強盛。」、「我們將採行兩條簡單的法則-買美國商

品，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川

普的就職演說正式啟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新總統川普喊出「美國優先」，計畫對中國與墨

西哥等國家生產的商品提高關稅和邊境稅，用盡各種手段

要求製造業回流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企業同時感受到棒

子與紅蘿蔔齊下的雙重壓力。川普點名要求美國本土企業

增加投資、廠房不得外移，同時提出減稅承諾，讓聽話廠

商獲得實質利益。外籍企業除了減稅誘因外，也受到美國

主導的供應鏈壓力。

川普放話：要課外移企業重稅

金融海嘯後，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曾

提出優惠措施，企圖吸引製造業回流，但成效不彰。川普

則一再誇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製造業回

歸美國更是他念茲在茲的重要政策。川普揚言，將對生產

移往海外並在國內銷售產品的美國企業課以重稅，以做為

懲罰。企業若開除美國員工並在另一國家興建新工廠，他

將對該企業在美國國內銷售的產品課徵35％的重稅。

就任總統之前，川普就開始通過Twitter向三家汽車商

開炮。例如川普向Toyota表示，如果Toyota選擇在美國以

 第三十三期∣2017∣華商世界 19

響應川普「美國製造」的亞洲企業

國家/企業 投資規劃

台灣鴻海
日本夏普

鴻海評估赴美設廠，投資額上看70億美元；
夏普傳出規劃在美設LCD面板廠，最快上半
年動工

日本軟體銀行
承諾在美投資500億美元，協助創造5萬個工
作機會

日本豐田汽車 宣布未來5年將在美投資100億美元

中國阿里巴巴
承諾未來5年將100萬家美國小企業登上自家
電商平台，協助創造100萬個工作機會

南韓現代汽車
宣布未來5年在美投資額提高50％至31億美
元，並考慮設立新廠

南韓樂金電子 考慮赴美設製造基地，將於上半年做出決定

南韓三星電子 傳出考慮赴美興建家電廠

資料來源：路透社

外地區建新工廠，將面臨高額的美國關稅。Ford與GM也

受到川普Twitter的批評，最後Ford決定取消在墨西哥斥資

16億美元的建廠，並表示將投資7億美元在美國Michgan州

建工廠；GM汽車也確認，將額外投資10億美元用於美國

生產運營，並將把目前由墨西哥一家供應商負責的部分生

產遷回美國國內，在美國出售的雪佛蘭車型大多會在美國

生產。

此外，掌控斯普林特公司的軟銀創始人兼CEO孫正義

表示，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萬個新工作崗位，

把5,000個工作崗位從海外遷回美國。軟銀集團攜手鴻海

集團，未來四年將在美國共同加碼投資上看570億美元，

其中鴻海富士康投資70億美元，將創造10萬個工作機會，

是東亞地區第一個科技巨擘明確表態大舉投資美國的動

作。在線零售巨頭亞馬遜公司宣布，計劃於2018年中之前

在全美創造逾10萬個全職工作機會。半導體龍頭英特爾

（intel）宣布，將加碼投資70億美元，完成擱置多年的亞

利桑那州Fab 42晶圓廠建案，直接、間接創造1萬個就業

機會，成為川普胡蘿蔔加大棒策略下另一個響應「美國優

先」訴求的大企業。

美國汽車產業是整體製造業的縮影

製造業是先進國家、是稍有規模經濟體的核心。以美

國而言，雖然製造業比重由二戰後的三成降到一成，但其

▲美國新總統川普喊出「美國優先」，計畫對中國與墨西哥等國家生產

的商品提高關稅和邊境稅，用盡各種手段要求製造業回流美國、創造就

業機會。



製造業產值仍居全球第一。其它先進國家製造業比重平均

在17％左右，遠低於開發中國家的3成以上，但其產值占

全球製造業的65％到70％左右，仍居全球主導地位。近期

的研究更認定，製造業是抵抗經濟危機的堅實堡壘，最佳

典範就是在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中，先進國家中的製造強

國德國，仍能保持穩定的經濟成長，製造愈弱的國家受到

的衝擊愈強，其中以仰賴觀光旅遊業的希臘、義大利、西

班牙承受能力最低。

美國汽車產業向來是整體製造業的縮影，產業分析師

艾斯維多指出，「若川普展現出足以影響福特或通用之流

企業決策的能力，他很可能希望這造成骨牌效應，施壓其

他公司和企業跟進。」這就是為何川普一直敦促美國三大

汽車商執行長在美國生產更多汽車，推動將就業機會帶回

美國的承諾，並阻止車商在墨西哥投資的重要理由之一。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川普將拋出「壯觀」稅改計畫

稅務改革是美國總統川普的主要政見之一，據了解，

川普打算在未來宣布自雷根時代以來最富雄心的稅務改革

計畫。此「壯觀」（massive）的稅務計畫，目前尚未有透

露任何細節。

根據美國法律，只有國會能夠大肆修改自1986年以來

即未曾徹底改革的聯邦稅法。據川普的談話主要強調改變

企業稅法的必要，但也可能包括個人減稅，並將向許多美

國勞工提供他們所需的救濟的必要。

川普競選時就保證經由減稅和大肆投資進行基本建

設，包括把美國企業稅率從35％減至15％至20％之間，以

刺激美國經濟成長。共和黨原來期望在川普政府上任100

天內提出稅務改革計畫，最近卻表示眾院議案可能要到今

年年中才能擬定，並可能在國會8月休會前交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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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法律，只有國會能夠大肆修改自1986年以來即未曾徹底改革的聯邦稅法。據川普的談話主要強調改變企業稅法的必要，但也可能包括個人
減稅，並將向許多美國勞工提供他們所需的救濟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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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CEO庫克對川普所提出的企業減稅表示樂觀，他

認為此舉對蘋果及美國都有好處，因為合理的稅率，可讓

蘋果將其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流回美國。

「旅行禁令」引起全球社會軒然大波

川普上任簽署的第二項行政命令是將加強美國境內的

移民執法，部分舉措是試圖迫使當地執法機構向聯邦監管

部門報告非法移民。川普兩次發布的旅行禁令，下令暫停

所有難民入境4個月、無限期暫停敘利亞難民入境，也暫

時禁止伊朗、伊拉克（後來取消）、利比亞、索馬利亞、

蘇丹、敘利亞及葉門等7個穆斯林國家國民入境3個月。此

旅遊禁令遭到廣大批評，因為它幾乎等同於一道穆斯林禁

令。

此項行政命令不僅引起全球社會軒然大波，也因為美

國科技業許多公司員工也都是移民身份，各家公司紛紛站

出來，出聲反對這條禁令。他們聯合向法院呈遞非當事人

意見陳述書，反對川普簽署的旅行禁令。陳述書內指出，

移民或其後代，創立了《財星》雜誌500大企業榜之中的

逾200家企業，包括蘋果、卡夫特、福特、Google、麥當

勞、波音和迪士尼。這些企業合計每年產生約130.2兆元台

幣營收，僱用數百萬名美國人，且「2006年至2010年間，

美國有近30％的新企業都是移民成立」，強調移民並沒有

奪走美國人就業機會而是擴展職場。受理此案的華盛頓州

西雅圖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羅巴特，也裁決全美暫緩實施移

民禁令。

再出新招，取締非法移民

川普政府為取締非法移民再出新招。國土安全部長凱

利公布2項備忘錄，將曾犯法的非法移民列為優先遣返對

象，讓1100萬非法居留移民坐立難安。大舉遣返無證移民

恐將重創美國經濟，造成多達3千億美元損失。

美欲課墨產品20％邊境稅，逼墨付築牆費

川普也簽署一項命令，利用聯邦政府的資金在美墨邊

界建設阻擋移民的高牆。川普去年在選舉期間，曾多次

砲轟從墨西哥偷渡至美國的移民沒有繳稅、搶了美國人的

工作、暗指移民造成社會問題，為了杜絕「問題的根源」

最好是把他們通通擋在國門外。但在美墨邊界蓋長城，這

筆經費恐怕會相當可觀，根據美國聯邦政府課責審計署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估計，美國與墨

西哥的邊界長達將近2,000 英里，每一英里建造單層的圍

欄就需要650萬美金，而川普更在1月中的記者會上揚言，

「墨西哥牆不會只是柵欄」，也就是說隔離墨西哥移民的

花費可能會飆破上百億美金。川普過去曾誇口說墨西哥牆

會100％由墨西哥埋單，但墨西哥絲毫沒有出這筆錢的意

願。

此外，川普政府將對墨西哥進口產品徵收20％的邊境

稅，籌措120億至150億美元，以協助支應興建美國與墨西

哥邊界圍牆的費用。這項計畫，會以全面稅改作為一種手

段，向美國貿易逆差來源國的進口產品課稅。若美國真的

對墨國商品課徵重稅，直接支付稅金的並非墨國政府，而

是使用墨西哥原物料、零件與有所輸入品的商品製造業

者，包括汽車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價格也將看漲。彼得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諾蘭說，雜貨店內的鱷梨與番茄漲

價，來自墨西哥的美國汽車也將漲價，「最終，美國消費

者經由高物價，集體為這座牆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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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國自墨西哥進口商品總值3,000億美元，20％

關稅將讓墨國出口商和美國消費者付出600億美元代價。

關稅實施後，原本要價600美元的墨國製洗碗機，會變成

720美元；1,000 美元的電腦會變成1,200美元。汽車更會從

2萬美元、漲至2.4萬美元。企業固然可以自行吸收多出成

本，但是公司為了獲利，往往會把費用轉嫁給消費者，讓

一般民眾付出代價。

美國產業聯合對抗「邊界調整稅」

包括沃爾瑪（Wal-Mart）、塔吉特（Target）在內

的100多家美國零售業者及多個重要的產業組織正發起

「美國人支持平價產品」活動（Americans for Affordable 

Products, 簡稱AAP）新聯盟，對抗美國共和黨所提、將對

零售公司造成傷害的「邊境稅」。零售業者已經警告，邊

境稅可能導致汽油、食物、服飾等消費者日常用品的物價

上漲最多20％。

由於製造商都想盡辦法以最低價製造商品，美國消費

者現在購買的幾乎所有產品，若不是完全在海外製造就

是部分在海外製造。隨著網路帶來的競爭及消費者習慣比

價，美國零售商多年來對許多產品已無力提高價格。

業者表示，「中國製」並非問題的全貌，中國製服飾

的70％價值支持美國在設計和物流等領域的職缺。全國零

售聯合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克雷漢斯則說，此事不只衝擊零

售業，也可能衝擊汽車及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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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國會演說8要點

1 移民政策
採取「擇優記點」致吸引高素質移民，揚
棄「低技術層次」為主的移民政策

2 基礎建設
要求國會通過1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
法案

3 歐記健保
建立高度競爭的醫療保險市場，讓全民享
有優質、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險

4 推動稅改 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並讓中產階級減稅

5 改善治安
讓國土安全部設立「移民犯罪受害者」辦
公室，保障執法人員權益和安全

6 打擊犯罪
重申將建築美墨邊境的圍牆，並令相關部
門訂出瓦解跨國販毒集團策略

7 加強國防
要求國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和用於退伍軍
人福利預算

8 盟邦防衛
北約、中東和亞太地區盟友應負擔更多防
衛費用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國會演說：將投入1兆美元衝刺基礎建設 
川普在上任後首場國會演說中表示，為了啟動國家建

設，他將要求國會通過法案，投入1兆美元在基礎建設，

重申整項工作有兩項核心指導原則：買美國貨、僱美國

人。談到基礎建設時，他說美國已在中東花掉約6兆美

元，但國內的基礎建設卻漸趨破敗，未來「我將要求國會

通過1兆美元的基建法案，由公共及民間資金支應，創造

數百萬個工作機會」。

談及稅改政策時，川普除了表示「將給中產階級大規

模減稅」，並說「我的經濟團隊正在擬定歷史性的稅收改

革計畫，其將降低美國公司的稅率，讓他們能夠在任何地

方與任何人競爭並蓬勃發展。但有關企業稅的部分，川普

並未提到一個關鍵的數據：15％。這個競選承諾，是帶動

美股一路上漲，頻創歷史新高的動力之一。

在移民議題上，川普說：「我們不能讓恐怖主義的灘

頭堡在美國國內形成，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國家成為極端主

義的庇護所。」但他提出「以績效為本」的移民系統，以

取代現在的「較低技術移民」，且說加拿大及澳洲等國皆

採「計分制」移民制度，即依學經歷、產業別等決定移民

配額。

此次向國會發表重要演說，是爭取國會支持他的競選

政見的重要時刻，但無論是稅制、健保、移民或基礎建設

等大政方針，在演說中均未見任何細節。演說中幾乎未見

任何外交與國安政策，或貿易政策。

川普政府：我們可能不再理會WTO
川普政府宣布，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裁決侵害

到美國的主權，美國將予以漠視。這種作風顯然迥異於美

國以往的貿易政策，可能影響世界各地的企業和消費者。

川普曾在選戰期間稱WTO是一大災難，並聲稱多邊貿易協

定毀了美國經濟。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發佈「2017年貿易政策議

程及2016年年度報告（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6 

Annual Report）」。川普政權的貿易政策基本方針優先事

項包括：1、透過貿易政策維護美國的國家主權；2、嚴格

執行美國《貿易法》；3、為促使他國開放市場，動用一



切手段；4、開始與主要國家簽署新的貿易協定。

報告中暗示，若美國認定某些國家對美國採取不公平

貿易行為，美國可能片面對這些國家課徵關稅。這將導致

美國與中國等貿易夥伴的關係更劍拔弩張，並懲罰把製造

廠遷至海外、再把產品回銷美國市場的企業。川普政府指

出，在貿易爭議方面，美國不再受到 WTO 裁決的拘束。

「即使 WTO 爭端解決小組做出不利於美國的裁決，該裁

決不會自動導致美國法律或行為的改變，」該報告說。

「有關貿易政策，川普政府將積極護衛美國主權。」

在近幾十年裡，WTO 的 164 個國家，包括中國，都

同意透過 WTO 小組解決爭端。歐巴馬政府向 WTO 控告

北京，導致美國去年對中國鋼產品徵收關稅。這份文件還

指出，由於貿易夥伴國的高關稅和出口補貼，使美國產品

失去競爭力。基於WTO準則，以往反傾銷關稅等效果薄

弱，故擬啟動美國貿易法的「301條款」，針對不公平貿

易對象國採取徵收懲罰性高關稅等制裁措施。

川普在總統大選期間提出「對墨西哥徵收35％、對中

國徵收45％關稅」等主張，但均被指違反WTO準則。作為

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無視於維持世界貿易秩序的WTO裁

決，將引起國際社會的批判，也可能導致國際貿易協調機

制的瓦解，引發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制裁、報復。這將掀起

全球經濟保護主義浪潮，貿易戰可能一觸即發、打擊國際

企業與經濟成長。

2017年全球情勢將是更多不確定性

川普近日頒布的幾道行政命令，先損人也未必利己。

反恐與反移民政策未見成效前，美國社會已爭議不斷，盟

邦更是進退失據。川普對伊斯蘭世界的反恐與反移（難）

民政策，為2017年的全球安全情勢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中美間若再爆發貿易衝突，全球經濟勢必面臨更大的風

險。貿易戰會影響各國經濟成長，放緩全球化的腳步，引

發各類資產波動，中國若拋售目前持有約1兆1千億美元的

美國債券，必然衝擊到許多美國企業，如農產或能源，導

致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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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宣布，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裁決侵害到美國的主權，美國將予以漠視。這種作風顯然迥異於美國以往的貿易政策，可能影響世界
各地的企業和消費者。



美
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競選中曾

多次痛批「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宣稱這項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全力促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傷害美國工作機會和利

益，承諾當選後不再簽署大型區域貿易協定，而是注重一

對一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不出所料，川普一上任立刻簽

署美國退出TPP協議的行政命令，象徵著美國多邊自由貿

易時代的挑戰。

世界可能再從多邊主義走回雙邊主義

白宮發言人史派瑟表示，TPP這類型的多邊貿易協定

不符合美國最佳利益，川普正迅速推動貿易政策，增加美

國勞工和製造商的競爭力。川普退出TPP是象徵美國貿易

政策新時代，將美國勞工放在第一，並且向世界其它國家

說明，美國談判雙邊協定的方式，將會是確保美國能從這

些交易中得到什麼。

TPP是由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汶萊、新加坡

等12個環太平洋國家2015年簽署的協定，歐巴馬前政府宣

稱TPP是制衡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利器，能讓美國帶頭制訂

區域貿易規範。但因美國國會杯葛不願批准，協定並未生

效。TPP原涵蓋12個成員國的區域人口約8億人，占全球人

口11％；區域GDP總和27.46兆美元，占全球GDP總量37％

和世界貿易總量約1/3。協議希望以降低關稅的手段加強經

濟合作，促進經濟增長。

TPP是高標準、高門檻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與中國

扮演重要角色的「區域全面夥伴關係協定」（RCEP）抗

衡意味濃厚，是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大戰略的一環。對於

日本、南韓及台灣這種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多邊的自由

貿易協定有助於經濟發展，因此積極融入TPP。沒有TPP

若成定局，這個世界可能再從多邊主義走回雙邊主義，

依據專家分析，美國未來可能的走向就是推動雙邊自

由貿易協定（FTA），TPP的11國只剩下日本、越南、馬

來西亞和汶萊尚未與美國簽訂FTA，美國極有可能最優先

和日本以TPP現有的30章內容為基礎，簽定美日FTA；其

次是已經和歐盟簽訂FTA的越南，在歐商具有優勢的壓力

之下，增加了美國和越南簽署FTA的誘因。

TPP未來可能走向

少了美國參與的TPP，其他11個TPP會員目前仍未放

棄，澳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紐西蘭與

馬來西亞，在3月中旬聚首智利，就今後的應對正式展開

磋商。未來其他11個TPP會員可能將TPP內容另談成一協

定，或者是TPP會員彼此間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

據了解，目前RCEP成員大致分作三派，一是日本、

澳洲和新加坡等TPP原成員的「重視協議高品質派」，以

TPP的自由化比例為參考，反對達成缺乏實質內容的共

識。二是菲律賓、中國和印度等以盡早達成協議為目標，

試圖抓住美國轉向保護主義、亞太地區產生空缺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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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上任的第一個行政命令就是簽署美國退出TPP協議，象徵著美國多邊自由貿易時
代的挑戰。

美國退出TPP‧
挑戰多邊自由貿易時代



權，三則是以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等發展中國家成員。

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第一和第二派的成員對立

加深下，第三派的態度成為關鍵，緬甸等國主張高程度的

自由化無法保護國內產業，要求派遣高技術人才和提供基

建等經濟合作，借RCEP推進經濟發展。前兩方陣營也都

提出相關作法，積極拉攏發展中國家。

美國退出TPP，促使RCEP壯大

川普無心推動多邊協定，進而促使中國推動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讓亞洲國家爭相搶進，包括馬來

西亞、菲律賓及泰國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更在達

佛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EF）大談自由貿易重要

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調，中國將繼續致力推

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和亞太自由貿易

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至於中

國未來是否將在國際事務發揮更大領導作用，她說，比起

「領導」，「責任」這個詞更準確。

RCEP拚2017年完成談判 
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3月在神戶召開第17輪談判，中國曾希望藉

RCEP與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相互

抗衡，而隨著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退出TPP行政命令後，外

界也預期中國將迅速彌補美國在亞太地區所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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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RCEP和FTAAP比較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主導國 美國(原本) 東協與中國 中國

成員國

除美國外，其他談判成員包括加拿
大、智利、墨西哥、秘魯、澳洲、
汶萊、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
坡、越南、日本等12國。但美國在
川普就任後即宣布退出。

16國，包括東協10國(印尼、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汶萊、越
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及中國、日
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

亞太經合會之所有21個成員國及經
濟體。包含澳洲、汶萊、加拿大、印
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
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美國、中
國、香港、台灣、墨西哥、巴布亞紐幾
內亞、智利、秘魯、俄羅斯和越南。

涵蓋國占全
球GDP比率

38%(含美國) 29.43% 55%

內容

高門檻、高目標的FTA。與貿易與
投資有關的制度與法規都要鬆綁、
透明化，超越WTO標準。降低關
稅、開放市場、採用一致勞工環保
標準、保護智慧財產權等。

升級版FTA。整合5個現有的10+1自
貿區，在加上東協外其他成員國間的
FTA做基礎，以貨物貿易自由化為主
要談判目標。

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優先領域包括關
稅、非關稅、服務業、投資及原產地規
則五大領域。
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是為APEC成員
國消除貿易壁壘。

川普曾把TPP形容為一場潛在災難，他所提倡的保護

主義可能將為中國開啟成為亞太地區主導國的機會，中國

過去幾周已在國際舞台上不斷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以加

速RCEP的簽署時程，並提高該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RCEP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主因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擴張讓

亞太地區許多自由貿易協定的貿易不確定性增加。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共有16個會員國，

總國內生產毛額（GDP）占全球30.6％。包含汶萊、柬埔

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

國、越南十個東南亞國家協會會員國，及中國、日本、南

韓、澳洲、紐西蘭及印度6國（ 又稱「東協10+6」）的自

由貿易協定。在貨品貿易談判方面，目前第一群組「東協

與東協FTA夥伴」，以80％貨品關稅減讓達成共識。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底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

袖會議曾表示，中國開放的大門「會愈開愈大」，並強調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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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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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推動FTAAP和盡早完成RCEP的談判工作。」一

旦RCEP談成，將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涵

蓋35億人口，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和將達23兆美元，占全

球總量1/3，涵蓋地區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這將使得中

國的全球經貿影響力再向上提升。

RCEP的目標是將區域內供應鏈的關稅及法規齊一

化，開放投資，並引進糾紛解決機制。與TPP不同的是，

RCEP並不要求各參與國採取保護勞工措施，及提升環保

標準。RCEP遠比TPP單純，以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為主。

繼TPP後，歐美貿易也將擱淺

川普對貿易的立場有過自己的解釋：「退出TPP並不

意味著我們不想進行貿易，但我們想在美國生產產品。」

退出TPP也宣告著美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

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的擱淺。

從2013年開始，美歐啟動了TTIP談判，但由於談判雙

方均面臨選舉以及缺乏民意支援等因素而進度緩慢，原定

於2016年之前結束的TTIP並沒有如期在歐巴馬政府任內

結束。美歐曾估計，TTIP的達成將造就世界上最大的自

貿區，涉及全球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每年

將分別給歐盟和美國經濟增加1190億歐元和950億歐元產

值。2015年，歐盟對美順差創下1550億美元的新紀錄，這

一數字可能在2016年輕微下降。到去年11月為止，歐盟對

美順差為1340億美元。

此前，美歐方面的官員都仍謹慎樂觀地認為，要在法

國、德國於2017年結束大選後，才有機會再次推動TTIP談

判。原因在於，除了需要得到歐洲議會有關TTIP談判的法

律授權裁決之外，歐盟成員國也無法在大選之年觸碰農產

品關稅、數字經濟和服務業市場准入等敏感議題，但這些

卻恰恰是TTIP談判的核心內容。

多邊貿易時代結束．雙邊貿易協定回歸

由於美國也在與包括加拿大在內的11個國家商談

TPP，為防止貿易利益受損，歐盟也針對該11國家分別進

行雙邊貿易談判。而在美國退出TPP後，歐盟表示將繼續

推進或完成與這11個國家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其中，歐

盟已經與秘魯和加拿大結束談判;與新加坡和越南的自貿

協定即將生效;和日本的談判正在收尾;正在與墨西哥進行

自貿談判;計畫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和智利展

開談判。英國保守智庫Bow Group主席哈裡斯．奎因（Ben 

Harris-Quinney）表示，當川普表示將遠離多邊貿易體系

後，TTIP就徹底被埋葬了。「2016年標誌著對多邊貿易體

系的遠離和雙邊貿易協定的回歸。民族國家再次成為談判

中心。」

美國透過簽署雙邊貿易協定與其它國家展開貿易

放棄TPP並不意味著美國出口商無法進入其他國家的

市場。美國政府已與澳大利亞、智利、秘魯和新加坡簽署

了雙邊貿易協定，並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享有進入加拿

大和墨西哥市場的優先權。美國還可以和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其他成員國開展貿易。

川普已經表示，對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國家達成雙邊貿

易協定的想法持歡迎態度，前共和黨官員也曾暗示，政府

可能會把TPP用作是和日本及其他協定中的國家簽訂雙邊

貿易協議的一個基礎，這些國家包括文萊、馬來西亞、新

西蘭和越南。

川普將重談NAFTA
川普也已表明要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重啟談判。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簽署的

NAFTA在1994年生效。但一切以「美國優先」為出發點的

川普陣營表示，將改變NAFTA中有關汽車業的規定，以便

逼汽車製造商把生產基地從墨西哥遷回美國，否則在他國

製造的汽車回銷美國時將課以邊境稅。川普希望藉由改變

遊戲規則，讓美國製汽車享有零關稅回銷至NAFTA其他區

域，以此提高汽車在美國生產的比例。預料此舉將衝擊在

墨西哥設廠的日本與歐洲汽車公司。

川普聲稱，NAFTA導致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遷至勞動

力低廉的墨西哥，令美國產業出現空洞化。然而，1994年

NAFTA生效後，對美國也有益處，例如農產品持續對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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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擴大出口，一旦退出協定，勢必讓美國農民遭受沉重打

擊。如果美墨兩國間提高關稅，在墨西哥生產對美出口商

品的美國企業則將面臨業績惡化。

美國約占墨西哥出口總量的八成，雙邊經濟關係對墨

西哥而言相當於生命線，若美國退出NAFTA，影響將難以

預估。

美退出TPP科技業大受影響

美國加入TPP，原本可以和加拿大、墨西哥、 日本和

越南等11國互減關稅，增加貿易，如今沒有這些保護措

施，再加上新政府準備加速重塑國際貿易規則，讓美國科

技界捏把冷汗。矽谷領導人集團（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的總裁兼執行長瓜迪諾說，僅僅在聖他克拉拉縣

就有10萬5000個工作仰賴外貿，包括外銷科技和服務至海

外市場的企業員工，和必須向國外購買組件用在製造過程

中的公司。

TPP也容許公司跨國流通資料，若沒有TPP這層保

護，其他國家可迫使美國交出智慧財產，作為在他們市場

上作生意的條件，這會危及企業和顧客的隱私。

中國倡議自由貿易．五國加速靠攏

在美國退出TPP，以及美國總統川普一再表現出反全

球化的態度後，紐西蘭、秘魯、智利、瑞士、澳洲等國已

加快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步伐。而中國自

去年的G20峰會、APEC會議，到今年初的瑞士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都展現出力挺全球自由貿易的態度。

中國與瑞士FTA於2013年7月簽署，是中國與歐洲國家

簽署的第一份FTA。中瑞雙方啟動FTA升級聯合研究，共

同探討提升和豐富協定內容的可能性，將為進一步提升兩

國經貿合作水準，推動中瑞經貿合作邁上新台階創造良好

條件。

去年11月下旬在秘魯利馬舉行的APEC峰會期間，已

有紐西蘭、秘魯、智利提出與中國升級雙邊FTA研究。今

年1月中旬習近平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後，瑞士、澳

洲也重新啟動與中國的升級FTA談判的聯合研究。其中，

智利和紐西蘭已經與中國啟動談判。

美退出TPP後，將面臨嚴峻的經濟與區域政治

衝擊

無論美國與多少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RCEP成為

亞太地區最大貿易集團將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這樣的結

果將造就中國手握主導權，得以制定區域貿易規則，擴大

經濟影響力。可預見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逐漸衰退，

與部分夥伴關係也將生變。即便未來美國再強勢，再多

金，也難以抵擋退出TPP後，所面臨的經濟與區域政治衝

擊。

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川普總統強力採行保護主義政

策，勢將負面衝擊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的新興國家。難

怪世界經濟論壇（WEF）達沃斯（Davos）冬季會議，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御駕親征，在會上大力捍衛全球化，不

獨是與川普保護主義分庭抗禮，也是為中國及其他新興國

家的切身利益奮戰；然而，從川普的就職演說看來，美國

採行保護主義是勢在必行。華

中國近期對外FTA談判概況

時間 內容

2/21 中國-澳洲FTA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2/20-24
中國-加拿大FTA聯合可行性研究暨探索性討論
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2/16 中國與瑞士啟動FTA升級聯合研究

1/16-19
中國-斯里蘭卡FTA第五輪談判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
坡舉行

1/9-11 中日韓FTA第11輪談判在北京舉行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

▼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川普總統強力採行保護主義政策，勢將負面衝

擊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的新興國家。



日
前《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列為今年十大高

風險事件，稱川普上台可能導致「美國經濟瞬間衰退」，

其風險比「恐怖攻擊重創全球經濟」排名還高，主要理

由就是他「超乎尋常的對於與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充滿敵

意。」川普現象正在全世界蔓延發燒，而這重要改變，將

可能影響所有人的生活並威脅全球經濟與貿易。

國際信評機構或銀行專業都相繼提出報告指出，川普

打算重塑國際關係，其對貿易和移民的強硬立場，已經對

全球造成影響，最終可能衝擊全球經濟。川普可能挑起貿

易大戰，造成跨國資金流動下滑，而且與政策制定者之間

的衝突升溫，上述種種皆可能衝擊經濟成長，並對全球經

濟造成壓力。

數個美國貿易夥伴可能受到川普的貿易和移民政策衝

擊，加拿大、中國、德國、日本和墨西哥面臨最大風險。

而墨西哥和中國最令人擔心。美墨外交關係轉變可能加速

墨西哥經濟萎縮，而且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可能生變。

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勢必對亞洲經濟帶來風險，尤其是韓

國、台灣、馬來西亞及泰國等貿易導向且易受槓桿效應影

響的亞太經濟體。

美國連續41年出現貿易赤字

2016年，美國貿易赤字小幅上升至5023億美元，其中

和其他國家有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但服務貿易上則仍享

有順差。這數字創四年高點，為連續第 41 年貿易出現赤

字。美國自1976年來每年皆呈現龐大的貿易赤字，但這項

數據在川普時代更受重視，川普打算改弦更張，致力降低

美國貿易赤字。川普認為中國、日本、德國是美國巨額貿

易赤字的元凶，單單中國便占美國全年貿易赤字的47%，

達3470億美元。而日本睽違三年後重新成為此一逆差的第

二大來源國，金額達689億美元。德國排名第三、墨西哥

排第四。因此，川普指控日本、中國、德國操縱匯率，並

要求和墨西哥重新協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邊境稅」實施 將重擊全球貿易

美國國會共和黨團準備提出「邊境稅」案，將對全球

貿易型態造成重大衝擊。據德意志銀行計算，如果美國對

進口產品實施20％的「邊境稅」，台灣貿易順差受損額約

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5％左右；墨西哥受創最重，

加拿大及越南、馬來西亞、泰國都將受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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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信評機構或銀行專業都相繼提出報告指出，川普打算重塑國際關係，其對貿易和移民的強

硬立場，已經對全球造成影響，最終可能衝擊全球經濟。

美國貿易新政‧
威脅全球經濟



「邊境稅」就是對進口品加稅、對出口減稅。對外國

的衝擊程度，將由美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而定；彈性

愈大，出口國受損就最重。這項稅制改革無疑將有助於美

國削減逆差。例如英國對美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很高，因

此「邊境稅」可能使英國對美貿易從10億美元順差，轉為

190億美元逆差。

「邊境稅」也將推升美元匯率，因為美國進口及外匯

需求減少，而美國出口及外匯供給增加。即使美元升值會

削弱「邊境稅」的部分影響，但仍會「嚴重影響雙邊貿易

關係」。

保護主義衝擊亞洲貿易與投資

川普政府計劃提高關稅，加上國會共和黨準備實施

「邊境稅」，使高度依賴貿易的亞洲地區益發脆弱，也可

能使亞洲的投資大幅減緩。

「邊境稅」就等於美國對外國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課徵

關稅，將使亞洲出口商的成本大幅提高。這項稅改對貿易

的影響難以估量。舉例而言，實施「邊境稅」將使亞洲出

口商的產品比美國自製的更貴，而被美國貨取代；就算沒

有被取代，亞洲出口業的獲利率或需求也將受創。

一旦爆發貿易戰，將使全球需求減弱，對所有景氣循

環相關產業都將造成衝擊。由於過去兩年來亞洲的出口量

幾無成長，因此將很難再承受任何貿易衝擊。少了出口成

長動能，加上美國更傾向保護主義，將使亞洲企業抑制投

資。

亞洲貿易的相互關聯性，顯示任何一個國家一旦面臨

貿易障礙，對整個區域的衝擊將被放大。亞洲的出口品

在銷往美國之前，可能先在不同的製造階段牽涉到多個國

家，一旦最終市場萎縮將使打亂整個供應鏈。專家分析點

名中國、日本、台灣及南韓將面臨最猛烈的逆風，風險最

高的產業包括電訊設備、電腦與相關零組件、汽車及運動

器材，例如運動服等。

亞洲要想渡過難關，選項之一是聚焦於區域發展，

以抵消美國市場減緩的影響。儘管「跨太平洋經貿夥伴

協定（TPP）」可能胎死腹中，但中國推動的「區域廣

泛性經濟夥伴協定（RCEP）」可以取而代之。據匯豐銀

行估計，RCEP可能使亞太區參與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擴張

1.8％，「亞洲可以展現出貿易改革的領導地位」。

歐盟擬打WTO最大貿易官司，對抗美國邊境稅

美國國會共和黨團正在遊說總統川普支持「邊境稅」

計畫，即對企業課徵所得稅時，進口成本不得扣抵，但出

口收入卻能夠免稅。一且美國進行此種稅制變革，歐盟及

其他貿易夥伴也不甘示弱，醞釀向世界貿易組織（WTO）

控告美國違反國際貿易法規，恐釀成WTO史上貿易報復

金額最高的案件。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和貿易專家警告，

此稅制變革，將徹底擾亂全球貿易制度，轉向貿易保護主

義，將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重大挑戰。

負責監管歐盟貿易政策的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卡泰寧

（Jyrki Katainen）表示，歐洲希望避免與美國發生貿易

戰，因為這會對世界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但他明確

表示，不管是邊境稅或是其他貿易保護壁壘的問題，歐盟

都不會相讓。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WTO貿易爭端專家

布朗指出，假設歐盟向WTO控告美國邊境稅違反國際法

規且勝訴，美國每年面對的貿易報復金額將高達3,850億美

元，創WTO史上最高紀錄，幾乎是WTO迄今為止最大貿

易案件的100倍。

如果美國像川普先前表示的，將忽視WTO判決，這可

能導致WTO此防範貿易戰的國際體系分崩瓦解。

墨西哥下修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

墨西哥央行下修2017年經濟成長率至1.3∼2.3％之

間，低於原估的1.5∼2.5％，2018年也下修，理由是美國

總統川普預期採取的保護主義政策將為這個拉丁美洲第二

大經濟體帶來多重風險。

在通貨膨脹季度報告中，墨國央行說，儘管川普行政

團隊會對墨西哥採取何種具體政策尚不明朗，但其提議

已衝擊到消費者和企業信心、外國直接投資和匯回墨西哥

的款項，兩國關係也開始惡化。美國是墨西哥最大貿易夥

伴，購買約80%的墨國出口產品。墨國央行也下修2018年

成長預測至1.7∼2.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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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威脅，墨西哥議員 

Armando Rios Piter表示，將會推動法案限制美國玉米進

口，改由阿根廷與巴西進口玉米。美國同時為全球最大玉

米生產及出口國，從美國賣至墨西哥的玉米自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NAFTA）簽署後大幅增加。2015年玉米是美國對

墨西哥出口最大宗商品之一，出口規模高達24億美元。

中美若起貿易戰，雙方皆輸

美林美國信託（Merrill Lynch／US Trust）的市場與主

題策略主管昆蘭指出，美中貿易緊張升級，是2017年全球

經濟面臨的最大宏觀風險之一，貿易戰將制約全球經濟成

長，阻礙全球化步伐，同時會引發各類資產的波動。川普

一直狠批各國欺負美國人，故意讓貨幣貶值、增加出口，

打算將這些國家列入「匯率操縱國」，未來將直接施壓制

裁。4月美國將公布川普上台後第一份「美國主要貿易對

手國之外匯政策」，被點名國家，無不繃緊神經。

美國財政部在每年4月及10月，發布「美國主要貿易

對手國之外匯政策」報告，報告中以三大標準檢視美國的

貿易對手國「是否採行不公平匯率政策」。三項標準分別

是，「該國與美國雙邊貿易存在顯著貿易順差，達200億

美元以上」、「該國經常帳順差相對該國GDP（國內生產

毛額）比超過3％」、「該國持續進行單邊干預匯市，淨

買入金額超過該國GDP的2％」。

中美分居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國約合占全球GDP

的三分之一，貿易總量的五分之一，雙方2016年貿易額

近5200億美元，相互投資亦累計逾1700億美元，中國在美

直接投資僅去年即達540億美元，中美長期累積的共同利

益，廣泛而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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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美國匯率操縱國條件

條件 中國現況

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
差超過200億美元

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
3660億美元

經常帳戶盈餘超過其
GDP的3%

2015年中國經常帳戶盈餘為GDP的
3%，2016年預計為GDP的2.4%

官方購買外匯存底超
過其GDP的2%

為阻止人民幣下跌，中國外匯存底去
年起大減，已降至不足3兆美元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美銀美林

川普果真對中國啟動貿易戰，北京固然受創嚴重，美

國也討不到太多便宜，每年輸往中國約1500餘億美元的產

品，很難找到替代市場。北京若抵制美國汽車、波音客

機、機械設備、高科技及農產品進口，同樣也會重創美國

經濟。

中國可賣出美元債券，懲罰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高舉「減稅」、「基礎建設」大

旗，意圖刺激美國經濟。為了讓美國經濟重回過去榮景，

川普在上任後一直著眼於擴大財政刺激政策，包括減稅，

推動基礎建設等，但這些措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應，在過

去，發行美債是美國政府籌措財源的方法之一。

但是中國和日本是美國大債主，倘若關係惡化，可能

會拋售美債作為報復，引發末日危機。中國為美國債券的

第二大持有國，僅次於日本，因而中國亦可賣出部份所持

有的約1.05兆美元債券，以懲罰川普。日本是美債的最大

持有國，去年 12 月日本也狂拋美元資產，金額創下將近

四年新高。

高盛估計，鑒於中國和墨西哥在美國對外貿易中所佔

的份額，對中國商品征收45％的關稅和對墨西哥商品征收

35％的關稅相當於約11％的有效關稅稅率。假設中國和墨

西哥以同樣的稅率施以報復，到201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可能損失0.7個百分點。美國進口額中約21%是來

自中國，這是美國在中國進口額中所佔比例的兩倍多。同

樣地，美國若對中國商品課徵5％關稅，則中國GDP成長

將減少0.1個百分點。關稅對世界有弊，對美國更糟。

由於計算通脹指數的價格籃子中約有10％為進口商品

價格，貿易戰最直接的影響將是美國消費者將面臨商品價

格大漲局面。美國玩具、鞋類、電腦、電信設備約有四分

之三來自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市場。銷往國外的美國商品

價格抬高也會削弱對美國出口品的需求。

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聯合國常任

理事國成員、合法的核武國家，中美兩國是能夠決定國際

體系與秩序變革的關鍵大國。因此，中美關係的變化必然

會外溢影響到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這也是中美關係的

重要意義所在。



經濟全球化早已將各國形成利益共生體。中國對美出

口產品價值，大約4成具全球多國產業鏈合作關係，其中

包括美、日、歐企業的附加價值。川普對中國產品徵收關

稅，不僅增加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中、美、台、日、韓、

歐等跨國企業都必然受到波及，產業鏈附加價值愈高的企

業，受害程度就愈大。

美擬採用新貿易策略，對中國釋善意

川普也了解中美若起貿易戰的後果，因此他的中國政

策似乎有軟化跡象。據了解，白宮正在考慮一項新戰略，

除了可阻止中國利用匯率貶值獲得出口優勢，又無須給中

國冠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根據這項計畫，美國商務

部長將把任何匯率操縱定義為不公平補貼，而不是單給中

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之後，美國公司可以自行向美

國商務部提出針對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反補貼申訴。這項

計畫是美國白宮新成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制訂中的中國戰略的一部分，該委員會試圖在制

衡中國與保持中美關係穩定這兩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川普在競選期間曾威脅上任首日就要將中國列為匯率

操縱國，但他並未兌現。川普也曾威脅要針對中國商品徵

收45％的關稅，最近卻未提過此事。

川普調整對中國政策近日已露出端倪，在川普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熱線後，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

就批准了中資財團收購德國企業歐司朗（OSRAM）的照

明業務，外界視為這是向中方釋善意。

貿易戰不應成為中美關係選項

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和重要外資來源地之一，

2016年中美貿易額達到5196億美元，雙邊服務貿易超過

100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投資項目也累計達到6.7萬個，

實際投入資金將近800億美元，分別占中國已批外資企業

和實際利用外資的7.8％和4.5％。過去十年，美國對中國

出口增速達年均11％，中國是美國的飛機製造業、大豆、

農業等第一出口大市場，農產品、汽車和積體電路的第二

大出口市場，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也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

機會。中國商務部前部長高虎城表示，對於中美經貿走

向，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選擇，貿易戰不應成為中美關係

選項，在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情況下，應攜手合作，推

進雙邊貿易投資的持續增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

強調，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所以打貿易戰、

搞對抗沒有贏家，結果只是兩敗俱傷並殃及各方，中國主

張能夠通過擴大貿易的方式解決中美貿易逆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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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也了解中美若起貿易戰的後果，因此他的中國政策似乎有軟化跡象。據了解，白宮正在考慮一項新戰略，除了可阻止中國利用匯率貶值獲得出

口優勢，又無須給中國冠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



2017年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

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

議，分別於2017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會中進行「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中國

2017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預期目標為6.5％左右，

廣義貨幣總計數（M2）預計增長12％左右，財政赤字率

預計3％。李克強表示，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

貨幣政策，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穩定地位。

2016年初中國政府制訂的經濟增長目標為6.5％至

7％，而年終實際增長率為6.7％，低於2015年的6.9％，創

26年來新低。今年增長目標再下調至6.5％左右，引發外

界關注中國經濟是否繼續放緩。此外，今年經濟目標包

括GDP成長6.5％左右，並且「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

果」，單位國內生產毛額能耗下降3.4％以上，再減少企

業稅負3500億人民幣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人民幣，

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實現進城落戶1300萬人以

上。

李克強在報告中指出，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符合經

濟規律和客觀實際，有利於引導和穩定預期、調整結構。

「穩增長」的重要目的是為了「保就業、惠民生」。「政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舉行時進行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目標為6.5％左右，創下26年來新低紀錄。

中國今年GDP目標6.5％
創26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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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的GDP目標訂定，符合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目標，更與十三五規畫目標銜接，因為在去

年GDP已達到6.7％的基礎上，今後4年，只要年均成長率

6.5％左右，就能完成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倍的目標。

經濟增長的底線就是保就業，6.5％左右的數字就可達到這

個目標。只要就業方面無問題，經濟增速略高、甚至略低

於目標，政府都可以接受。

根據「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目標上漲3％左右，去年該數據為上漲2％；M2

預計增長12％左右，而去年政府目標為13％，實際增長

11.3％。去年唯一未達目標的是M2增長率，這代表中國沒

有強刺激、貨幣放水，且在當前經濟環境下，M2增長低

於目標13％對經濟發展更有利，可謂超額完成目標。

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今年的財政赤字率依然維持

在3％，整個赤字規模達2.38兆人民幣，約比去年增加2000

億人民幣。今年赤字率保持不變，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減稅

降費，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 3500億人民幣左右、涉企收費

約2000億人民幣，一定要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

政府工作報告並強調了今年的去產能工作，將再壓減

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同

時，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今年政府要帶頭過苦日子，

不能再亂花公帑，至少要縮減5％的公務開銷。同時為了

穩增長，今年宏觀調控的主軸將採取「穩健的貨幣政策與

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經濟成長在合理區間運轉，保住

6.5％成長底限。李克強坦言，過去一年的路走得很不尋

常，世界經濟成長低迷態勢仍在延續，「逆全球化」思潮

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不

過，他強調中國經濟有潛力、韌性和優勢，前景一定會更

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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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中國工作報告經濟宏觀指標

年份
國內生產毛額成長
（GDP）目標

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廣義貨幣M2增長 財政赤字率 城市新增就業 城鎮失業率

2017 6.5％ 3％ 12％ 3％ 超過1100萬人 4.5％

2016 6.5％-6.7％ 3％ 13％ 3％ 超過1000萬人 4.5％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

中國大陸2016工作回顧

宏觀調控 ． 全面推開營收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所有行業實現稅賦只減不增。

供給側改革 ． 三去一降一補:全年退出鋼鐵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

深化改革開放
． 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
． 取消165項國務院部門及其指定地方實施的審批事項；清理規範192項審批中介服務事項；220項執業資格許可認定事

項。

創新引領
． 深入推進「互聯網+」行動和國家大數據戰略，全面實施《中國製造2025》落實和完善”雙創”政策措施。國內有效

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100萬件，科技貢獻率上升到56.2％。

城鄉協調發展
． 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全面推行居住證制度，又有1600萬人進城落

戶。

綠色發展 ．74個重點城市細顆粒物（PM2.5）年度濃度下降9.1％，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提高1.7％。

改善民生
． 全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超過1000億元，為1700多萬困難和重度纔殘疾人發放生活或護理補貼。重點高校招收貧困地區

農村學生人數增長21.3％。全年資助各類學校家庭困難學生8400多萬人次。

治理創新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議案13件；制定修訂行政法規8件。

中國大陸2016成果

經濟運行：緩中超穩、穩中向好 國內生產總值74.4兆人民幣，增長6.7％，名列世界前茅，對世界增長的貢獻度超過30％。

就業增長：超出預期
全民成鎮新增就業1314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人數再創新高；年末成鎮登記失業率4.02％，為多
年來最低。

發展新動能：不斷增強 全年新登記企業增長24.5％；平均每天增長1.5萬戶；各類市場主體新增4.5萬戶。

基礎設施：支撐能力持續提升 高速鐵路投產里程超1900萬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6700多公里；農村公路29萬公里。

人民生活：繼續改善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3％；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人。



中
國國家統計局於2月發佈31個省份2016年的地區生產

總值（GDP）數據。從經濟總量上來看，廣東、江

蘇依舊佔據著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但廣東的第一經濟

大省位子更穩了。

在GDP增速方面，中國大陸呈現出「南快北慢」。西

南地區的西藏、貴州和重慶的GDP名義增速均超過11％，

位列前3位。山西省增速僅0.98％，黑龍江省僅為2％。

廣東GDP總量比肩西班牙

如果將各省份近年的GDP總量單獨拎出來與其他國家

做對比的話，中國有不少省份已經「富可敵國」。其中，

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已經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如果把廣

東當作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世界排位約居第15位。資料顯

示，2016年廣東GDP為79512.05億人民幣，換算成美元是

11578.8億美元，大致與墨西哥相當，直逼老牌發達國家西

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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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GDP)達79512.05億人民幣，已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若當作一
個獨立的經濟體，世界排位約居第15位，大致與墨西哥相當，直逼老牌發達國家西班牙。

GDP富可敵國的中國省份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更有媒體報導，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可以對標墨西哥，

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則可與印尼相提並論，而這兩個國家的

GDP排名位列全球前20，而經濟總量全國第五的河南則超

過排在世界第21位的阿根廷。

廣東GDP憑什麼領先全國

在廣東7.95兆人民幣的經濟總量背後，是由珠三角9

個城市支撐。 若把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個城市作為整體

計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2015年的GDP總量達到1.24兆

美元，超過西班牙的1.20兆美元，接近俄羅斯的1.32兆美

元。目前，世界上有著名的三大灣區——東京灣區、紐約

灣區、三藩市灣區，他們依靠強勁的金融業和發達的科技

業，GDP總量和人均GDP數量極高。如今加上粵港澳大灣

區，世界上將有四大灣區。 

今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9+6」融合發展，

未來可能帶來區域GDP結構新的變化。廣東將打造由珠三

角9市和環珠三角韶關、河源、汕尾、陽江、清遠、雲浮6

市組成的大珠三角經濟區，推動珠三角和環珠三角地區融

合發展。

廣東GDP一路領跑有兩個主要因素。第一是高新技術

企業數量。2016年廣東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達到19,857家，

總量居全國第一。廣東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與GDP總量均

位居全國第一，從側面反映廣東經濟的增長不只是數量

上增加，更是品質的提升。第二是民營經濟增加值。2016

年，廣東民營經濟增加值突破四兆人民幣。廣東全年實現

民營經濟增加值42578.76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同

期增長7.8％。

2016年中國大陸GDP排名前10省份

省份 排名
總量

（兆人民幣）
增速（％）

廣東 1 7.95 7.5

江蘇 2 7.61 7.8

山東 3 6.70 7.6

浙江 4 4.65 7.5

河南 5 4.02 8.1

四川 6 3.27 7.7

湖北 7 3.23 8.1

河北 8 3.18 6.8

湖南 9 3.12 7.9

福建 10 2.85 8.4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如同專家表示，廣東的創新是企業主導的創新，也是

廣東目前在創新創業中引領全國的優勢所在。

中國12城市GDP躋身「萬億俱樂部」

2006年，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個突破GDP萬億人民幣

門檻的城市。2008年，北京跨過門檻；2010年，廣州加

入；2011年，深圳、重慶、蘇州和天津4個城市也邁入門

檻；2014年，中西部兩個重要城市——武漢和成都也突破

萬億；2015年，杭州迎頭趕上；2016年，青島和南京躋身

「萬億俱樂部」。

12個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分別在2012年和2014年達成

GDP突破2萬億人民幣。資料顯示，2016年，上海GDP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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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66.15億元，北京為24899億元。但增速方面，重慶市在

12城市中領跑，2016年的GDP增速達10.7％；同一年，杭

州以9.5％的增速緊隨其後，深圳和天津位列第三，增速均

為9％。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長沙和無錫兩城市的GDP均超過

9000億元，距萬億僅一步之遙，且增速都很快，分別在

9％和8％以上。二個城市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進入「萬億俱

樂部」。

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助力城市的發展

美國彭博新聞發表題為《中國GDP萬億俱樂部擴大，

彰顯經濟變化》的文章，對南京、青島加入「萬億俱樂

部」作出這樣的分析：「這兩座城市都受益於國家推動經

濟重心從重污染行業轉向服務業和消費。」

和這兩座城市一樣，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同樣受

到廣泛關注。例如在北京，高端產業發展態勢良好，金

融、資訊、科技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明顯，2016

年服務業占地區GDP的比重超過80％；在重慶，2016年汽

車、電子製造業產值分別增長12％、17％，戰略性新興製

造業產值超過2700億元、增長50％以上，服務業增加值占

GDP比重達到48.6％；在天津，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生

產總值比重超過3.1％，先進製造業實力進一步壯大，工業

總產值超過3兆元。華



所
謂「中國綠卡」，就是中國發的外國人永久居留

證。過去中國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被人詬病不便

利，原因在於無法享用與中國公民同等的待遇，例如，中

國綠卡在一些場合無法辦理業務，如網購火車票、開銀行

帳戶等。但是，中國近日通過改革方案，將解決外國人永

久居留證可識驗和便利化問題，推動永久居留外國人在中

國資格待遇的確實。

中國綠卡曾被稱為「全球最難申請的綠卡」

隨著全球化和中國自身的快速現代化、國際化，加上

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外國人進入中國、中國

引入外國人才的需求都在上升。因此，綠卡制度便是中國

開展人才競爭、吸引並留住國際人才的重要措施。外籍人

士對中國綠卡的需求也在逐年上升。

中國於2004年8月起實施「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

批管理辦法」，即俗稱的「中國綠卡」。不過初期中國

綠卡的申請門檻相當高，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5年的數

據顯示，自2004年中國開始發布外國人永久居留證至2014

年，10年間，只有7300名外籍人士獲得永久居留證。等於

平均每年發放數量還不到750張，與美國一年發放百萬張

左右的綠卡數量形成強烈對比，因此，中國綠卡被稱為

「全球最難申請的綠卡」。

在中國居住國際人口數量只占總數的0.07％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卻不是國際人口大國。從

改革開放以來，往國外移民數量的劇增使得中國成為人口

凈遷出國家，向中國移民的外籍人數卻增長緩慢。

按照聯合國和有關人口普查的統計，從1990年到2015

年，在中國居住的外籍人口從37萬人增至97萬人，25年間

增長了60萬人，年均增長2.4％。但這與中國每年近千萬

人向國外移民的數量相比，僅為1/10左右。由於中國人口

基數太大，在中國居住國際人口數量只占總數的0.07％，

從全球平均來看，國際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國家的比例是

3％，已開發國家是10％以上，發展中國家是1.6％，同為

人口大國的印度的比例也達到0.6％

在國際人口來源國家或地區中，亞洲國家占絕大多

數，香港和澳門就占去1/3，而發展中國家又占據高比例，

如菲律賓、越南、秘魯等國，又如在廣州有十幾萬非洲人

在此生活（官方數據2萬人左右）。而在這97萬國際居住

人口中，拿到中國綠卡的人數更是少之又少。

調降「中國綠卡」申請門檻，放寬在中國工作限制

為積極延攬全球人才，並大力發展本土產業，並改善

「全球最難申請的綠卡」的障礙，2015年9月，中國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強

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管理的意見》，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

管理制度開啟了全面改革和創新。調降「中國綠卡」申請

門檻，將從「招商引資」逐步轉向「招才引智」，並放寬

外國優秀留學生等境外人士在中國的工作限制。日後只要

取得「中國綠卡」，將可享有加入中國社會保險在內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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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後開始緊縮外國移民入境，反觀中國則是加緊吸收境外人才。依據統計，

2016年，中國總共發給1,576名外國人「中國綠卡」，較前一年大幅增長163％。

放寬綠卡申請
中國爭取國際人才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準公民待遇。出台的政策措施，最大的特點是機制更市

場化、更量化。比如，以前必須進入各個人才計劃，但現

在，在北京工作，年薪達到50萬（納稅達到10萬）就可以

申請綠卡。

2016年2月，公安部發布《關於加強外國人永久居留

服務管理的意見》，進一步放寬申請條件和相關待遇安

排；3月1日，公安部在中關村設立了首個外國人永久居

留服務窗口，4個多月來，至少已有超過300人在這拿到

了中國綠卡，相當於以前一年的中國綠卡發放量。2016

年6月，中國正式加入國際移民組織（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希望通過制定頂級科學家和

管理人才的吸引政策，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力和國際競爭

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2月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領導小組」第32次會議時就提出，「實施外國人永久

居留證件便利化改革，要圍繞服務國家人才發展戰略，回

應社會關切，在優化證件設計、改造資訊系統等方面推進

改革，著力解決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可識驗和便利化問題，

推動永久居留外國人在華資格待遇落實。」因此，中國公

安部日前已會同20個相關部委，將展開證件便利化改版。

2016年發出1,576名「中國綠卡」，大幅增長163％
公安部2015年起，不斷簡化外國人來中國的簽證、入

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政策，已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

實施更靈活便利的人才永久居留制度。更在全國87個口

岸設立簽證點，在15個城市實施部分國家外國人72小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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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免簽政策，在蘇浙滬地區實施部分國家外國人144小時

過境免簽政策。2016年，外國公民入出境5653萬人次，比

2015年增加8.89％。此外，2015年7月，中國公安機關實施

取消臺胞簽注政策，臺胞持有效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簡稱臺胞證）即可經開放口岸來往中國大陸並在中國停

居留，無需辦理簽注。

2016年，公安部發給1,576名外國人「中國綠卡」，較

前一年大幅增長163％。2016年受理外籍人才及家屬永久

居留申請數，上海同比增加6倍，北京則增加4倍。

符合「中國綠卡」申請條件的人變多、辦理手續簡

化、審批週期縮短，能用綠卡證明身份、辦理業務的場合

更普遍。中國在「綠卡」政策方面日趨開放包容的態度，

顯示中國積極爭取國際人才的目標。華

四類人士可以申請中國綠卡

任職類
對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有重要
推動作用的單位任職之外國籍高層次人才

投資類
在中國有較高數額直接投資的外國籍投資
者個人

特殊貢獻類 對中國有直接突出貢獻或國家特別需要的

親屬投靠類
夫妻團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
靠親屬等家庭團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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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瑞諮詢（iResearch）以及Forrester Research兩家諮詢

公司針對中美行動支付市場最新調查報告，中國第

三方行動支付市場規模去年暴增3倍至5.5兆美元（38兆人

民幣），同期美國的市場則成長39％、1,120億美元。中國

行動支付規模是美國50倍。

中國行動支付規模是美國50倍
受到線上購物及互聯網金融服務爆炸式增長等影響，

2016年中國的行動支付規模倍增。中國行動支付流行，源

於線上購物及網貸、線上貨幣市場基金等「金融科技」服

務的爆炸性增長。中國享有「後發優勢」，而美國消費者

仍習慣使用信用卡。2016年是中國超市、餐廳和服裝店等

實體商店線上支付的轉折年。今年一月，星巴克宣布中國

門市使用微信支付，這也是騰訊被廣泛使用的行動支付消

息，應用「微信」所包含的支付服務。去年線上到線下服

務也增長強勁，比如叫車和送餐服務。

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主導中國行動支付市場

中國艾瑞諮詢估計，2016年中國協力廠商行動支付

的規模擴大兩倍多，達38兆人民幣，微信支付和支付

寶（Alipay）主導市場。另根據全球研究機構Forrester 

Research的資料，美國行動支付去年規模增長39％近，達

2016年中國第三方行動支付市場規模大幅成長3倍以上至5.5兆美元，為美國的50倍。諮詢公
司更預計，到2019年，中國支付總額將比2015年增加7.4倍，美國則是增加2.6倍。為了實現「無紙
幣」世界理想，歐盟已經停發新的 500 歐元紙幣。南韓更要在2020年打造一個「完全沒硬幣的社
會」。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行動支付是王道

1120億美元，由蘋果（Apple）、谷歌（Google）、三星

（Samsung）和PayPal等共同瓜分市場。

中國在行動支付領先於美國，除了互聯網金融服務

（如點對點貸款和線上貨幣市場基金）高成長，中國在行

動支付領域遠遠領先美國還有一個原因，即信用卡市場始

終未能蔚為文化。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普及率較低，使用借

記卡進行線上支付較為繁瑣，需要透過短信、隨機密碼等

多重認證。相比下，支付寶或微信進行支付簡單得多，只

需要掃描一下二維碼即可。

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報告指出，近端支付在中國快

速應用，得益於其「後發優勢」—與美國和其他地區不

同，中國沒有深厚的信用卡文化，反而直接從現金支付跳

到行動支付。

中國龐大的行動支付市場中，有些支付與經濟活動無

關，比如網友會互發紅包。尤在春節假期，親朋好友之間

會互相發內含88（發財）或520（我愛你）等吉利數字的

「紅包」。

在行動支付增長方面，中國仍然遠遠勝過美國。

Forrester Research預計，2019年美國行動支付總額將是2015

年的2.6倍；艾瑞諮詢預計，同期中國的行動支付總額將增

長7.4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互聯網巨頭不只荷包滿滿，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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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掌握到珍貴的用戶數據，如信用評級、定向廣告以及產

品開發等幫助搭建新金融科技平台的資料。中國的第三方

行動支付市場，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以及騰訊旗

下的財付通這兩大巨頭把持。單以共同基金網上銷售比率

從2012年的5％，升至占有半壁江山來看，中國第三方行

動支付市場規模潛力可見一般。

Apple Pay登陸中國周年 表現低於預期

蘋果公司的電子支付服務Apple Pay在中國啟用一年，

至今仍有不少商家未聽說過Apple Pay；關鍵在於只能使用

iPhone 6以上機型的限制，以及沒有像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那樣，對消費者和商家進行補貼推廣。

Apple Pay去年2月在中國剛推出的時候，一度風靡整

個行動支付圈，用戶嘗鮮綁卡者眾多，上線當天綁定銀行

卡就超過3,000萬張，這也代表超過三分之一的iPhone 6以

上機型，願意進行嘗試和體驗，沒想到一年後，Apple Pay

的市場表現遠低於預期。

由於想要使用Apple Pay，需要一支iPhone 6手機，還

要找到一家支持Apple Pay的商家；相較之下美團、糯米、

支付寶、微信、QQ錢包等支付都可以打折，甚至還可以

領券留在下一次使用。

根據騰訊之前發布的2016手機市場深度報告顯示，

目前iPhone約占中國智慧手機市場的25％，這也說明另外

75％非iPhone用戶已經被排除在外。反觀支付寶、微信支

付都是開放式平台運作，幾乎接受大部分的品牌及型號的

手機。

此外，維護和升級支持近場通信POS機的成本也很

高。目前全中國支持近場通信的POS機有600萬台，每升級

一台POS機需要人民幣300元，而購買一個新的POS機則需

要人民幣600元，說服商家升級或安裝大量新的POS機成為

不小的挑戰。

根據大數據分析公司易觀最新數據，2016年第3季

中，支付寶占了50.24％的市占、微信市占為38.12％，分

列一、二名。這兩個行動支付的巨頭，已投入巨額補貼，

用以培養用戶的使用習慣，大到商場超市、小到路邊攤，

都已被這兩個巨頭占領。可以說，Apple Pay在進入中國

之際，市場幾乎已經全部被支付寶、微信支付占領。作為

Apple Pay在中國的主要推手，銀聯和幾家大銀行在Apple 

Pay剛進入中國時曾進行大力推廣，並籠絡了華為、小米

等手機廠商的接入，但現在這些機構都已經轉戰二維條碼

支付。

但專家也表示，從技術角度來看，近場通信支付將來

會有更多市場空間。Apple Pay還是能在中國市場繼續生

存，因為近場通信在在數據保密性、技術安全性、操作

快捷性、產業生態系統等，都比二維條碼支付具有優勢，

Apple Pay未來也許會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模式。

中資銀行巨頭趁勢推出行動支付

中國行動支付市場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私營企業推動

的。螞蟻金服所有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財付通（Ten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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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包括受歡迎的微信支付（WeChat Pay））合計控制

著移動支付市場的89％。二者都是運用條碼或二維碼的手

機支付系統，使用方便快捷，促使由現金和銀行卡主導的

支付系統發生革命性變化。

相比之下，壟斷中國信用卡支付的國有企業中國銀聯

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onpay Co.）只佔移動支付市場

1％的份額，而中國國有大銀行在推出自己的移動支付系

統方面進展緩慢。

因此，國有銀行也加快推出移動支付平台的腳步。銀

聯發布了二維碼支付標準，此類標準可能促使其他規模較

小的移動支付商聯手銀聯，共同挑戰市場龍頭。若銀聯朝

這個方向努力，勢必會對目前由兩家公司主導的市場格局

產生影響，因為與銀聯合作會使合作伙伴更有安全感。

銀聯技術部總經理宋漢石稱，技術的標準化可降低交

易欺詐的基本安全風險。中國銀聯將從這種官方支持中受

益，在本世紀初期，官方支持已幫助中國銀聯壟斷了信用

卡支付市場。2016年7月，一家有央行背景的機構發布了

一份移動支付政策草案，其中在標準化和消費安全方面使

用了與中國銀聯2016年12月份聲明中類似的言辭。中國央

行尚未發布官方政策。

任何收緊政策的行動對市場領先者而言都意味著轉

變。中國監管機構於2014年3月份暫停了條形碼和二維碼

支付業務，但並未強制執行，使得支付寶和財付通得以開

發各自的移動支付系統。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td.,）等最大的商業銀行也已

經開發了移動支付應用，功能與支付寶和財付通幾乎完全

相同。

去年11月份，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作為Apple Pay在中國的主要推手，銀聯和幾家大銀行在Apple Pay剛進入中國時曾進行大力推廣，並籠絡了華為、小米等手機廠商的接入，但現在這
些機構都已經轉戰二維條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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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Bank Co., 推出名為龍支付（DragonPay）的系

統。其應用包括面部識別技術和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無線通訊是銀聯合作方

Apple Pay和Samsung Pay採用的一種支付技術。按資產規

模衡量，建設銀行是中國第二大銀行。

龍支付不同尋常的功能中有一項反映出它的國有背

景：交納黨費功能。在中國，只有六大國有銀行可以代收

黨費。

現金不再為王 歐盟加速滅鈔

現金不再為王，在英國脫歐對歐元區的衝擊下，歐盟

正加速消除紙幣，除了停發 500 歐元紙幣外，在法國和西

班牙，超過一定限額的現金交易，可以被視為犯罪，並計

畫將現金交易的限制推展到所有成員國。

為了實現「無紙幣」世界理想，歐盟已經停發新的 

500 歐元紙幣。在最近的現金限制評估動議中，歐盟指出

限制現金使用，目的是遏制跨境洗錢，打擊恐怖活動融

資。歐盟目前增加強了邊境檢查，打擊現金等硬資產流

動，不過目前限制對象不包括美元。

全球廢紙幣的浪潮在去年 11 月被引爆，印度發出廢

鈔令，無預警廢除大 500 盧比及 1000 盧鈔後，委內瑞拉

隨即跟進廢鈔，澳洲及巴基斯坦也都表都跟進著手廢除

本國紙幣。甚至100 元美鈔也傳出應該被廢除的聲音，前

IMF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更是直接指出，「大面

額的現金交易，尤其是100美元這樣面額的鈔票，提供了

匿名性、便於攜帶性、流動性及普遍接受性，容易助長犯

罪。」

去年歐洲央行宣布2018年底起，停止印製發行500歐

元面額紙鈔，更獲得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看好「歐盟將成為

西方世界邁入數字貨幣紀元的拓荒者」。尤其500歐元幾

乎是100美元5-6倍的價值，面額愈大的鈔票似乎愈有廢除

的必要。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現金使用比率為：德國82％，

澳洲65％，法國56％，加拿大53％，荷蘭52％，美國

46％。德國是發達國家中最鍾愛現金的國家，之前德國多

次對現金的限制立法均未通過，主要原因應該還是德國人

對於一戰後威瑪政府濫印鈔票造成的惡性通膨仍有餘悸。

韓央行：2020年打造一個「零硬幣社會」

南韓要在2020年打造一個「完全沒硬幣的社會」，預

計2017年上半年展開試運由便利商店開始，將找給客戶的

零錢改存入預付卡或「T Money」交通運輸卡之中。

韓國央行（BOK）指出，負責試運的便利商店和預付

卡公司會在2017年1月正式出線，未來會鼓勵在便利商店

使用現金的客戶，把零錢改存入交通卡等預付卡。南韓常

見的T Money卡可用來支付地鐵、計程車的費用，甚至可

在便利商店購物。假如測試順利，那麼BOK會把這項服務

擴大至超市、藥局等零售商，2018年則計畫讓民眾把找零

的錢匯回銀行帳戶。韓國央行（BOK）計畫在2020年讓南

韓成為一個完全不用硬幣的國家，如此一來不但可省下鑄

造和銷毀硬幣的成本，消費者的生活也會更加便利。

南韓已經是全世界最不依賴現金的國家之一。BOK資

料顯示，南韓每位民眾平均擁有1.9張信用卡、普及率在全

球名列前茅，僅20％的交易是用現金支付。據BOK調查，

63％的受訪者宣稱攜帶硬幣太麻煩，自己已完全不使用硬

幣。另外，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贊成廢除硬幣，僅24％反

對。

行動支付對南韓民眾的生活來說，已經不可或缺。三

星電子的行動支付系統「Samsung Pay」在2015年啟用後，

處理的交易金額累積已逾2兆韓圜。以全球來看，北歐是

現金去化的領導地區。瑞典的1,600家銀行中，超過半數行

內完全沒現鈔、也不接受現金存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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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辦僅五年的社交軟體「Snapchat」（公司名稱今年

初改為Snap，網站仍稱Snapchat ）3月初於紐約交易

所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首日掛牌交易大漲44％，

這個今年在美國上市的第一家科技公司以17美元掛牌，在

投資人追捧下，收在24.48美元，按收盤價計算，Snap估值

約為340億美元。Snap共同創辦人26歲的許畢格爾和28歲

的莫菲個人淨值增至53億美元，在彭博億萬富豪指數中一

舉爬升150名。

Snap 是誰?
Snap是頗受歡迎的閱後即焚即時消息應用Snapchat的

社交軟體 Snap 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是中國電商集團阿里巴巴於 2014 年以來科技業最大募股規
模，同時也是自 2012 年臉書以來的美國科技公司最大宗初次公開市場交易。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Snap會是下一個
臉書或推特?

母公司。Snap去年第四季度多達1.58億人的日活躍用戶

數，其中大部分為業內競相爭奪的18∼34歲人群。也是被

馬克．祖克柏視為眼中釘的那家公司。

2011年，Snap最主要服務Snapchat，正式獲得市場的

注意並開始成長。Snapchat快速成長為年輕一群的社群平

台，透過限時消失的訊息，獲得大量用戶歡心。接著進

一步踏入媒體，推出Discover服務，甚至硬體的智慧眼鏡

「Spectacles」，未來還打算推出新的AR眼鏡，於是去年

縮短了名稱，改叫「Snap」。

此外，他的創始人伊凡‧史匹格（Evan Spiegel）已經

和超模米蘭達·寇兒訂婚了。

Snapchat上線之初並未引起外界的關注，很長時間裡

甚至連1,000個用戶都不到。當時臉書(Facebook)是美國人

最常用的社交網路，但千禧一代卻不想與父母輩用相同的

社交軟體，而Snapchat閱後即焚的特點恰好滿足了這些年

輕人的需求，因此這款App逐漸在校園中流行開來。

2013年，Snapchat推出了另一級功能「Stories」（故事

分享），用戶可以將快照分享至Stories供關注者查看，內

容保留24小時。眾多名人也將其作為展現自己、與粉絲分

享故事的窗口。

到了2014年，全美18歲的年輕人中，使用Snapchat的

比例已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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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chat與Facebook的恩怨情仇

年輕人愛用的Snapchat引起Facebook的注意，在2013

年到2014年期間Facebook曾兩次報價試圖收購Snapchat，

第一次為10億美元，第二次甚至高達30億美元，然而

Snapchat兩次都說了「不」，雙方的恩怨情仇也就此拉開

大幕。收購被拒後，Facebook開始尋找Snapchap的成功之

道，如上線功能幾乎與Snapchat相仿的Slingshot，也曾在

Facebook Messenger中測試過閱後即焚功能，前不久旗下的

Instagram推出的Instagram Stories。儘管複製了這些特色，

但Facebook依然無法撼動Snapchat在年輕人中的地位。

雖然外界一直將Snapchat與Instagram、Facebook等社交

網絡進行比較，但Snapchat更喜歡將自己比作新形式的電

視。隨著內容頻道Discover和支付功能Snapcash的加入，如

今的Snapchat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通訊App。

Snap日活躍用戶數已達到1.6億，龐大的年輕用戶數讓 

Snapchat成為了廣告商的寵兒。廣告業務已經成為了該公

司最主要的營收來源，達到了全年營收的95％以上。

在Snap IPO大漲後，還要取決於Snap接下來的表現。

依照統計，科技公司上市首年股價下跌似乎已成為常態，

就連Facebook和阿里巴巴這樣的巨頭也難逃魔咒。路透社

資料顯示，IPO總價位居全球前25名的科技公司，其股價

在上市後第一年普遍下跌，跌幅從25％至71％不等。以

Facebook為例，2012年5月該公司在IPO當日募得160億美

元，但隨後4個月股價暴跌50％以上。Google是少數的例

外。2004年8月上市後，Google股價在第一年暴漲180％。

Snap會是下一個臉書或推特?
大家最感興趣的是：Snap會是另外一個臉書?抑或

是另一個推特（Twitter）？紙上財富未必表示能一直保

持這個身價，舉例來說，臉書2012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IPO）底價是38元，現在已漲至137元，用戶人數突破16

億，使當年28歲的共同創辦人查克柏格查克柏格身價飆至

191億美元，一舉躍居全球第29大富豪。如今淨值已增為

589億美元，更躍居全球排名第五的富豪。Twitter 2013年

上市首日大漲73％，但隨後一路走低，因為用戶人數無法

增加，也找不到增加收入的辦法，連年出現虧損，現在的

Snap會是下一個
臉書或推特?

股價僅有發行價的39％左右。

Snap去年第四季的每日平均用戶比2015年第四季增加

了48％。Snap現有1億6100萬用戶，比2014年3月增加了三

倍。2016年，隨著Snap在數據存儲和營銷及研發等方面的

重金投入，該公司虧損逾5億美元。Snap面臨的挑戰是：

如何找到迅速擴大廣告業務的途徑，以支持其高估值並實

現10億美元的收入目標。去年，這家成立了五年的公司實

現收入4.045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近六倍。

Snap用戶人數速度增加，廣告收入可推高盈收

預計未來四年，Snap的收入將可達到數十億元，利潤

可超過10億元；因為Snap的用戶人數按照目前的速度增

加，廣告收入將可推高盈收。Snap的廣告市場主要是手

機。手機廣告市場由現在到2020年，將會增加三倍，由現

在的660億元，增至1960億元。Snap於2014年3月才開始銷

售廣告。去年第四季，Snap每名用戶所產生的廣告收入

為1.05元，臉書則是4.83元，顯示Snap的廣告收入，仍有

很大增長空間。此外，Snapchat 的忠實用戶為公司帶來相

當高的商業價值，Snap 統計到2016年每日活躍用戶價值

（ARPU）達到2.7美元，而 Facebook 相關軟體的 ARPU 也

才4美元不到。

Snap還面臨其他一些問題，包括日平均用戶的增長潛

力、提高每用戶收入的能力、網站衡量受眾的方式、創始

人投票權過高、將自己定位成相機公司是否合乎邏輯、以

及如何應對競爭。

獨角獸公司蠢蠢欲動

Snap會是今年規模最大、最受矚目的科技IPO，但

其後在Roadshow 中提供的有力資料，才能刺激華爾街的

興趣，持續股價的高度。此外，Snap的上市有望刺激低

迷的美國科技IPO市場。據媒體報導，儘管優步（Uber 

Technologies Inc.）和Airbnb Inc.都不太可能在2017年上

市，但有不少估值在10億至50億美元的規模較小的公司可

能在今年登陸股市。據美國初創公司俱樂部Billion Dollar 

Startup Club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月份，有超過150多家

公司獲得創投公司至少10億美元的估值。華



蘋
果股價衝上137美元後（以2月28日計），坐擁市值

7184億美元，今年來蘋果股價已上漲逾15％，過去

一年漲幅更逾40％。幾家市調公司均指出，蘋果去年第四

季打敗勁敵三星，成為全球智慧手機市占率最高的廠商。

人類史上市值最強大的超級企業

蘋果的市值過去十年暴漲逾十倍，目前居全球之冠，

且較排名第二的谷歌（Google）母公司字母（Alphabet）

高出近一千四百億美元。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形容，

「這是人類史上市值最強大的超級企業」。

用蘋果創造的總市值跟全世界各國的GDP比拼，蘋

果名列第18名。荷蘭全國GDP總額約7535億美元，土耳其

是7182億美元，分居17及18位，蘋果等於將土耳其擠下，

成為全球第18大經濟體。若跟台灣比，台灣2015年的GDP

總量是5234億美元，蘋果市值是全台灣2300萬人創造的

GDP1.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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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Apple）股價再創新高，市值達一兆美元，再度成為熱議的話題。今年是iPhone十周年，
更是手機大創新大革命大躍進的一年。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Apple市值已達7184億美元，如果加上過去數年「資

本返還1,860億」，總值約計9,000億，離1兆美元天關只是

一步之遙。在川普新政力推百日維新，提供減稅等優惠

下，Apple營收恢復成長動能，市值破兆絕非癡人說夢。

iPhone問世十周年，期望再創領導地位與市佔率

今年是 iPhone問世十周年紀念，而市場高度預期

iPhone營收在這10年內達到9,800億美元。今年1月31日蘋

果發表上季財報以來，華爾街已有超過26家投資機構上修

蘋果目標股價，且平均上修幅度10％。蘋果公司去年營收

十年來首度衰退後，今年與明年營收預期恢復成長動力，

iPhone 8傳出單價拉升到1,000美元，將使今年淨利創新

高，突破530億美元。在關鍵的中國市場上，消費者對於

今年旗艦手機iPhone 8殷殷期盼，執行長庫克戮力耕耘，

期望再創領導地位與市佔率回升。

蘋果以手機當家，今年iPhone十周年慶，iPhone 8將重

新定義新世代智慧手機，專家看好iPhone 8將帶動一波的

換新機周期，再創另一個十年手機榮景。iPhone 8的重大

革新功能已經呼之欲出，包括最受期待的OLED螢幕、無

線充電、AR/VR、3D感測與更強大的人工智慧功能，獲得

好評程度遠勝既往。

2014年開賣的iPhone 6是蘋果最暢銷機種，今年剛好

是大換機潮，預估今年全年iPhone出貨量2.3億支，明年再

升到2.36億支。因此，iPhone 8提前試量產，進行最周全的

生產準備，以迎接可能是iPhone歷年來最熱賣的高潮。

在服務面，Apple服務營收比重年年提高，已約占

15％，成為手機之外的第二個金雞母。它正加重自製電視

節目，最近推出夯爆的「兜車KTV Carpool karaoke」，預

告片首度在2月13日的葛萊美頒獎典禮亮相，企圖晉身為

Apple市值
將達一兆美元

▼今年是iPhone問世十周年紀念，而市場高度預期iPhone營收在這10年內
達到9,800億美元。



原創影片製作大廠。

Apple未來會從硬體領域轉變為以服務為主體的嶄新

經營模式，提供一切皆服務（XaaS）。消費者所有珍貴的

生活信息全部留存在超級資料中心，Apple成為每個消費

者的「人生資料銀行」，一輩子都要付費仰賴它的雲端智

慧服務了。

在產業創新面，Apple兼具精益求精與精益求新，技

術創新專利屢屢令人驚訝讚嘆。Apple不求速效而講實

效，創新科技的產業化，採取穩健紮實的步調，放長線釣

大魚。未來十年，Apple手機革新功能將會延伸應用，樂

觀情境下，產業版圖將擴展到多種智慧產品領域，如智慧

穿戴、智慧家庭、智慧電視、智慧汽車、智慧無人機、智

慧機器人、甚至是智慧飛行車。

在生產管理面，Apple製造專家群提供指定或訂製的

關鍵設備，以大數據即時掌控代工廠生產線的稼動率、良

率與生產力，算出最精準的生產成本，掌握代工生產成本

議價的王牌。

蘋果加州飛碟型新總部「蘋果園區」啟用

蘋果公司宣布，斥資50億美元，在加州建造的飛碟型

總部「蘋果園區」4月起開放員工陸續進駐，正式名稱為

「Apple Park」，將耗時6個月，將舊總部超過12000名員工

全數遷入這裡。

蘋果官方表示Apple Park將會是世界上最節能的建築

之一，它同時也是Steve Jobs生前所設計之遺作。Apple 

Park佔地175英畝（約71萬平方公尺），280萬平方英尺的

主建築被世界上最大的曲面玻璃所覆蓋，樓頂裝滿了太陽

能電板可供應17兆瓦電力，到達完全使用100％再生能源

的目標，周圍也種了9,000棵耐旱樹木。它也是世界最大的

自然通風建築之一，預計一年中長達約九個月的時間不需

要開冷暖空調。

賈伯斯等人1976年4月1日在加州庫柏蒂諾市自家車庫

成立了蘋果電腦公司，創造出Mac、iPod、iPhone和iPad等

熱賣產品。坐落蘋果發源地的新總部，在山丘上特別設了

一座「Steve Jobs Theater」，劇院位於蘋果園區的山丘頂，

俯瞰綠地與主建築，藉此向2月24日62歲冥誕的賈伯斯致

敬。禮堂設有1000席座位，入口為玻璃圓筒狀，上面蓋上

金屬碳纖屋頂，估計將成為未來蘋果辦理中型發表會的

場地。Apple Park將對外開放，也設立了遊客中心與Apple 

Store。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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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創新面，Apple兼具精益求精與精益求新，技術創新專利屢屢令人驚訝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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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更便捷力與。網路零售

巨擘亞馬遜（Amazon）2016年12月釋出一段廣告影

片，為其智慧實體店面「Amazon Go」宣傳；該商店標榜

讓顧客「拿了就走」（Just Walk Out Technology）的功能，

沒有收銀店員、不必排隊、也不必翻找現金或信用卡的消

費模式。Amazon Go的出現，讓外界看到「無人超市」的

未來。

消費者先下載Amazon  Go的智慧手機應用程式

（APP），就能藉由掃描APP的QR code，進入Amazon Go

商店。購物時，拿起想要的商品，這項商品就會放入APP

的虛擬購物車；不想買時，只要放回去，商品就會自動從

虛擬購物車裡移除。完成購物後，只要走出商店，系統將

自動從消費者的亞馬遜帳戶裡扣款。

目前，亞馬遜已有一家Amazon Go實體商店在美國

西雅圖測試，只供員工使用，主要販售預熱食品等，但

Amazon Go預定今年初向大眾開放。Amazon Go的規模將

比傳統的美國百貨商店小得多，占地約1,800平方英尺（約

50.6坪），遠小於傳統百貨店的4.5萬到6萬平方英尺（約

1,265到1,687坪）。

結合多項先進科技 完成無人結帳省成本 
亞馬遜表示，透過感應器、電腦視覺及人工智慧

（AI）的深度學習，能追蹤消費者在店內的動態。這些動

作包含多項先進科技。首先是亞馬遜申請的「圓形監獄」

（Panopticon，名稱取自英國哲學家邊沁設計的監獄，其

概念為讓犯人覺得自己時時刻刻遭監視，因而被迫遵守秩

序）專利，能運用智慧手機的無線電訊號，以及麥克風收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亞馬遜（Amazon）即將推出「Amazon Go」實體無人商店，標榜讓顧客「拿了就走」；日本松
下電器與便利商店Lawson合作，推出自動掃描和包裝商品的便利商店無人櫃檯服務收銀機。「無人
商店」最大的賣點是節省時間與人力，也是新零售時代的來臨。

音的走路聲響，三角定位出消費者所在位置，在消費者於

店內走動時，持續追蹤其所在位置。

其次，當消費者從貨架拿下商品時，攝影機能根據皮

膚光澤與體溫辨識出消費者的手，並運用RFID無線射頻辨

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掃描辨識被拿取

的商品。貨架內建的壓力感測板與產品包裝內的無線電發

射器，也能協助辨識產品現在是被拿起來或者放回去。若

一切辨識程序都失敗，系統也能搜尋該顧客的購買記錄，

猜出他們可能買什麼。

專家指出，Amazon Go就相當於便利商店7-11，小坪

數的占地面積正好能進駐都會市場與人潮眾多的交通要

地。若Amazon Go能成功，將拓展至許多美國大城市，且

該店面還能同時服務亞馬遜其他兩種業務的需求：亞馬遜

販售生鮮食品的「Amazon Fresh」宅配服務，以及讓顧客

領取包裹的代收包裹服務。

亞馬遜找到新型實體商店的商機

2007年，亞馬遜CEO貝佐斯（Jeff Bezos）在一封寫給

股東的信上寫到，他常常被問到有關開實體商店的問題，

但他堅持不開是有原因的。貝佐斯說：「實體商店可能的

發展規模令人興奮，但是，我們不知道要怎麼用低資本而

有高回報。實體零售業是個小心謹慎且傳統的事業，而且

已經飽和了。針對如何為我們的顧客打造出差異化實體商

店的經驗，我們沒有任何點子。」

將近10年後，亞馬遜似乎找到新型實體商店的商機。

亞馬遜做無人結帳的超市，是為了降低人力成本，並減少

實體店購物時人和人之間不必要的交互。近年來亞馬遜從

新零售時代

無人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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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重回實體世界，2015年開設實體書店，接著也將

開設實體商店，顯示出就算電商爆炸性成長，但像日常用

品採買這類事物民眾仍習慣進實體店面消費。根據統計，

少於 2％的這類消費在網上進行。

日本Lawson無人收銀，付款打包全自動化

松下電器（Panasonic）也將推出能夠自動掃描和包裝

商品的便利商店收銀機，跟亞馬遜一起推動零售行業的自

動化。2016年12中旬松下電器已經與日本第二大的便利商

店Lawson合作，在大阪一家Lawson分店試行無人櫃檯服

務，這個自動結帳系統命名為「Reji Robo」（「櫃檯機器

人」的英文縮寫）。松下電器期望全自動版本於二月可投

入運作，並計劃於2018年於Lawson店內推出更多自動收銀

台。

這款Lawson和松下電器聯手開發新收銀機，會自動掃

描商品上的RFID（無線射頻辨識）電子標籤計算結帳金

額，無須店員一一掃描商品條碼，原本人工結帳需50秒，

但新款收銀機只要15秒就能完成，省去一堆人擠在自助結

帳櫃檯前，排隊等著掃描商品條碼所需的時間，而這種系

統也能幫助舒緩日本勞工短

缺的問題。Panasonic表示，

Reji Robo能節省10％的人力

成本，並加快結帳速度。大

大緩解便利商店因少子化面

臨的人力不足問題，店員不

再需要花大把時間幫客人結

帳，可以去補貨或幫客人解

決其他問題。預定明年下半

年擴及Lawson其他分店。 

亞馬遜採用大量鏡頭及

感應器，觀察顧客一舉一

動，省下收銀過程，但技術

成本卻甚高；松下的系統保

留收銀過程，不需太多感應

器，比較起亞馬遜技術，可

節省更多監管成本。

亞馬遜網站將設得來速超市

此外，根據一份於2月7日遞交的商家申請販賣酒精飲

料執照申請，亞馬遜網站（Amazon）正籌畫在西雅圖社

區開設一家得來速（drive-through）形式的超級市場，期

盼讓消費者體驗全新的買菜經驗。根據亞馬遜設計，未來

消費者可以先在網路下單，選定15分鐘到2小時的取貨時

間，接下來開車前來這家得來速超市等待領貨，工作人員

將會把貨品送到消費者的車上。

食物零售顧問戴維森（Roger Davidson）分析，雖然許

多連鎖商家都已有得來速或超市取貨的服務，但亞馬遜透

過這間超市所提供的創新服務方式，估計在業界將贏得領

先地位。

「無人商店」新型零售模式造就新風潮

從傳統零售，到電商，到線上線下融合的新零售，每

次變革都讓人耳目一新。亞馬遜推出的Amazon Go以及日

本松下電器與Lawson合作的無人櫃檯服務收銀機，這種

「無人商店」新型零售模式，勢必會在將來的市場掀起一

股新的風潮。華

▼這款Lawson和松下電器聯手開發新收銀機，會自動掃描商品上的RFID電子標籤計算結帳金額，無須店員一一
掃描商品條碼，原本人工結帳需50秒，但新款收銀機只要15秒就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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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歌（Google）旗下影音平台YouTube宣布，旗下觀看

數據達成另一新里程碑，全球用戶每天在YouTube

上看的影片時數，已經超過10億小時。

根據2016年資料，Facebook表示其用戶每天在平台

上，共觀看1億小時的影片；而Netflix則是1.16億小時。但

比起傳統大眾媒體「電視」，這些線上平台似乎還差了一

段距離，根據美國尼爾森資料，美國單一國家國民，每天

就花了12.5億小時在看電視。但以目前各社群媒體進軍電

視產業的趨勢參考，傳統電視產業面臨極大的挑戰與威

脅。

YouTube進軍網路電視，以提高收益

YouTube宣布將在美國推出網路電視服務「YouTube 

TV」，提供數個電視頻道供用戶觀看，包含Fox、ABC、

CBS、NBC、ESPN、Bravo等，這將會是一個新的獨立

App，讓用戶在行動裝置、電腦、智慧電視上，都能觀看

到電視節目。其計價方式，則採訂閱制，每月35美元。

除了電視頻道以外，YouTube TV還包含無限的雲端

容量，讓用戶錄下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稍後觀看，以及

YouTube Red的原創影音內容、可六人享用同帳號等。跟

其他電視服務不一樣的是，YouTube已經擁有大群年輕消

費群，這些不會固定坐在電視前收看節目的年齡層，或許

會成為YouTube TV的訂閱戶。專家指出，谷歌推YouTube 

TV的重點在於「打進電視廣告市場」，在電視節目廣告

時段銷售目標廣告，潛在收入相當可觀。

臉書針對電視打造專屬App
面對谷歌推出YouTube TV，臉書（Facebook）近期積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現在透過傳統電視收看節目的人口越來越少，透過各種網路平台觀看影音內容的人口則越來越

多。當網路上的觀眾人數超過了看傳統電視的人數，死亡交叉就出現，傳統電視產業就成為明日黃

花。

極擴張影音事業版圖，除了加強網路平台影音功能、推出

直播，現在更橫跨桌機、行動平台和智慧型電視。

在Facebook推出直播功能後，現在滑滑塗鴉牆，幾乎

就跟過往拿遙控器轉電視頻道一樣。此外，Facebook正

在為Apple TV等機上盒打造App，並邀請內容發行商為此

打造影音節目。而隨著前MTV執行副總裁Mina Lefevre加

入，Facebook的影音大業也越來越清晰。

Facebook證實公司針對機上盒、智慧電視打造專

屬App內容，藉此讓更多的電視使用者可以更方便觀看

Facebook大量累積的影音內容。據了解，此款專屬App將

可對應Apple TV、亞馬遜Fire TV等機上盒裝置，同時也能

支援三星旗下Smart TV系列電視產品使用。而就Facebook

進一步將影音內容與電視載具結合，主要也是看中電視

平台使用族群依然龐大，同時也能以此讓Facebook廣告內

容得以擴散，甚至能進一步使藉由電視載具播放的廣告

內容效益更容易量化，同時營造全新廣告模式。這也是

Facebook試圖轉型為視頻優先公司並與電視廣告競爭平台

的最新舉措。

在此之前，華爾街日報已經報導Facebook計畫進軍電

視載具市場消息，同時相關消息也指出Facebook計畫與唱

片業者合作，預期將讓使用者能透過Facebook平台聆聽串

流音樂。

蘋果欲推原創電視節目和電影 
蘋果公司（Apple）正計劃在原創電視節目和電影領

域打造一項重要新業務，此舉可能幫助蘋果進一步進軍好

萊塢，以抵消iPhone、iPad銷售放緩造成的影響。

由於蘋果只計劃推出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節目，可

新型串流媒體
顛覆電視產業



 第三十三期∣2017∣華商世界 49

能還有電影，因此該公司似乎不準備每年花費數億甚至

數十億美元，變成Netflix Inc.、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 AMZN）旗下Prime Video或付費有線電視網絡的直接

競爭者。相反，蘋果將通過增加其他有別于競爭對手的服

務內容，加強Apple Music與Spotify的競爭，二者實質上提

供類別一樣的上千萬首歌曲。

不過，這家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進軍原創影視市場對

於好萊塢而言可能意味著變革時刻到來，也標誌著蘋果戰

略的一個重大轉折，因該公司正開始變得更像一家媒體公

司，而不僅僅是其他公司媒體內容的分銷商。

亞馬遜及Netflix顛覆電視產業

矽谷公司進軍好萊塢今年大放異彩，亞馬遜

（Amazon）與串流影音網站Netflix在本屆奧斯卡金像獎頒

獎典禮上共拿下四個獎項。繼以廣受好評的線上影集顛覆

電視產業後，如今這兩家公司挾著小金人躋身美國電影產

業菁英之列。

電子商務巨擘亞馬遜旗下的亞馬遜製片廠（Amazon 

Studios），以「海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一片拿下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飾演傷痛欲絕男

主角的凱西艾佛列克（Casey Affleck）更拿下最佳男主角

獎。亞馬遜的另一座獎則來自獲得最佳外語片的伊朗電影

「新居風暴」，亞馬遜是這部影片的美加地區發行商。

Netflix以40分鐘影片「The White Helmets」拿下最佳紀錄短

片，這部片紀錄了在戰火摧殘的敘利亞搶救傷患的救援工

人。

奧斯卡的認證有助於刺激得獎影片的戲院、DVD和數

位收入。據媒體統計分析公司comScore表示，去年榮獲奧

斯卡最佳影片的電影「驚爆焦點」，得獎後美加戲院票房

增加了590萬美元。對亞馬遜和Netflix來說，有金像獎的加

持更加走路有風，也更容易行銷，有助贏得更多影音訂閱

用戶。

Netflix 2017年將生產總計1000時原創內容

近日Netflix發佈了2017年的內容生產計畫—總計1000

小時的原創內容，目的是盡可能創作出更多不同類型的原

創內容，以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同時也期望能進一步拉

開與HBO、Amazon等競爭對手之間的距離。

資料顯示，2016年Netflix的債務增加了10∼34億美

元，大約拖欠內容生產者65億美元。為了補上這個大窟

窿，Netflix要做的就是不斷吸引更多用戶訂閱，讓他們觀

看更多內容。

另一方面，為了不讓使用者感覺被海量內容淹

沒，Netf l ix的對策是，依靠人工智慧，建立「 tas te 

commnunities」，以求得到擁有相似觀看喜好的使用者畫

像，最終目標就是更好迎合使用者習慣。

HBO推出HBO NOW線上播放平臺以應對

Netflix
HBO作為一家著名的付費有線電視臺，依靠其優質的

原創劇集（《火線》《權力的遊戲》等）打造了HBO出品

的金字招牌，終於在2015年推出HBO NOW這個線上串流

媒體播放平臺，也正是為了應對流媒體巨頭Netflix的激烈

競爭。

與Netflix的9千四百萬訂閱數相比，HBO NOW應當是

小巫見大巫了。不過線上串流媒體播放平臺這片江湖，競

爭在不斷加劇。根據Strategy Analytics 2016年5月的報導，

美國影音串流媒體產業價值66.2億美元，85％擁有網路的

家庭訂閱了至少一家串流媒體服務，40％的家庭訂閱了

至少兩家的服務。53％的家庭訂閱了Netflix，25％訂閱了

Amazon Prime Video，13％訂閱了Hulu。

而在Netflix一直以來的對手Hulu，有著1200萬訂閱用

戶。Amazon也推出了Amazon Prime Video服務，且覆蓋了

200個國家。

在這波串流媒體大潮中，Amazon也試圖分一杯羹，

目前Amazon在原創內容上並不及Netflix和HBO，但隨著後

期投入和伍迪艾倫的加入，應當是比較令人期待。而Hulu

對於原創內容的投入則更少，它的主要優勢是擁有NBC、

ABC、FOX三大母公司劇集的獨播權。

國際化也是串流媒體平臺的關注焦點，以求獲得除美

國本土之外的更多用戶。Netflix已經進入190個國家，HBO

是50個，Amazon Prime Video則是200個國家。華



 

卡
達航空（Qatar Airways）QR920班機，從卡達杜哈

起飛後，飛了16小時又23分，跨越10個時區，飛越

阿曼北部、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再穿越印度洋及澳洲西

岸，最終飛抵紐西蘭奧克蘭，共經過5個國家，全程長達

1萬4535公里，取代阿聯酋航空去年開的杜拜直飛奧克蘭

1萬4200公里航線，成了全球飛行時間最長的民航直飛航

線。

卡達航空形容，這次首航航班的飛行時間比在新西蘭

拍攝的電影《魔戒》及《哈比人》電影三部曲的總放映時

間還長，是目前全球最長直飛里程的航班。

卡達航空使用波音777-200LR客機執飛，機上有42個

商務艙座位和217個經濟艙座位。為應付漫長航程，機上

共4名機師和15名空服員，全程送出1100杯熱茶和咖啡、2

千杯冷飲，和1036份飛機餐。 

卡達航空每天往返杜哈跟奧克蘭，載人及載貨服務可

望為紐西蘭帶來1.98億紐元的經濟效益。不過，對於乘搭

這航班出發的旅客來說，

更嚴峻的考驗應該是回程

的航班，因為回程時需要

面對逆風，預計由奧克蘭

返回多哈需要 17 小時 30 

分鐘。

去年3月，阿聯酋航

空公司推出當時被認為是

世界上最長的不停站定期

商業航班，從杜拜到奧

克蘭，航程長達14,200公

里，打破澳洲航空公司

2014年往返澳洲悉尼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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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長直飛航線
杜哈到奧克蘭16小時

Variety 世界萬象

卡達航空（Qatar Airways）近日推出全球最長直飛航線，行駛該航線的飛機一次跨越十個時區、
飛越逾1.4萬公里，若計入時差，整趟飛行時間約為16小時20分。

國達拉斯的13,800公里的紀錄，成為當時全球最長距離直

飛航班。

印度航空公司的德里飛往美國舊金山的航班，亦曾聲

稱是全球最長飛行距離，但當在地球表面測量時，多哈至

奧克蘭距離更長。

對於卡達航空新航線首航，紐西蘭貿易部長麥克雷

（Todd McClay）表示，由於航班載貨量提高，這條新航

線帶來的經濟影響將「遠高於」5,000萬紐西蘭元。

新加坡航空2018年將打航空直飛紀錄

全球第二長的航線為從杜拜到奧克蘭，全長8,824哩；

排名第三的是從達拉斯到雪梨的航線，全長8,578哩。不

過，這條全球最長直飛航線可能好快就遇到對手。

新加坡航空計劃2018年推出由新加坡到美國紐約的直

飛航線，飛行距離達16,500公里，耗時19小時。屆時無論

飛行距離或飛行時間，都有可能打破卡達航空的紀錄。華



 

手機黏著度．芬蘭冠全球
瑞典電信專家Tefficient一項針對32個歐洲及亞洲國家所做的比較顯示，芬蘭人在可攜帶裝置的

行動數據用量最多，手機數據流量最貴的國家則是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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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蘭曾因是諾基亞（Nokia）總部所在地而成為行動通

訊世界霸主，在使用智慧手機和平板連網上，普遍

度也是高人一等，原因在於費率方案便宜。

根據瑞典電信專家Tefficient近來針對32個歐洲及亞洲

國家所做的比較顯示，2016上半年，芬蘭人在可攜帶裝置

的行動數據用量上，比居第2的韓國人多近一倍。芬蘭人

太黏手機，連當局都憂心。赫爾辛基健康及社會服務部門

近來發起一項活動，要父母們弄清楚他們的優先順序。

芬蘭最大電信商Elisa表示，愈來愈多父母開始和他們

的青少年孩子一樣黏手機，他們近幾年來成了不停滑手機

吸收網路內容的一群。據了解，用量迅速成長是來自觀看

直播影像或影片。Elisa寬頻費率主管Matias Castren表示，

行動數據用量在晚上尤其高，從青少年到退休人士等眾多

芬蘭人在這個時間緊黏手機或平板，觀看電影、節目、影

片或瀏覽社群媒體，而非和過去一樣看電視。

此外，Tefficient的最新報告顯示，手機數據流量最貴

國家依次序是加拿大、比利時、德國、捷克、荷蘭，而這

些國家的手機用戶則因為高收費而使用較少的數據流量。

手機數據流量最貴的國家是加拿大

加拿大電台電視及電訊委員

會（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 ions 

Commission，CRTC）最近的報告指出，介乎2GB至5GB的

手機服務月費在加國約46.47元，是義大利月費的三倍。加

國手機費用太貴，導致加國人查閱社交媒體、觀看視頻、

發放照片等其他需要用到手機流量的活動亦較少。

另外，CRTC最近宣布，把高速寬頻上網服務列為

「基本電訊服務」，因為原住民地區和鄉郊小市鎮要得到

穩定高速的上網服務不是必然的事情，這些地區的市民對

CRTC的決定表示歡迎。CRTC表示，為了加國未來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以及每個市民的未來，正式把高速寬頻上網

服務列為「基本電訊服務」，也就是與家用電話服務擁有

同樣地位。為了實施這個標準，加國準備投資7.5億美元，

為偏遠郊區鋪設上網基建，讓地方居民也可擁有「基本」

的高速上網服務。

荷蘭測試地面交通號誌 造福手機低頭族

在路上越來越多手機族死盯著手機螢幕，沒注意交

通號誌情況下，荷蘭城鎮Bodegraven推出協助警告低頭族

迫在眉睫危險的測試計畫。Bodegraven推出的「亮線」計

畫，將LED光線安裝在人行穿越道上，並與交通號誌連

線，同步在人行道上亮出紅或綠光線。Bodegraven地方議

員Kees Oskam說：「越來越多人因為智慧型手機走路分

心，不注意交通號誌。他們將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社群

媒體、遊戲、What's App和音樂上，對交通狀況就沒

那麼注意。」

LED燈號是由荷蘭公司HIG交通系統（HIG Traffic 

Systems）研發，如果此測試計畫成功，之後會陸續在荷

蘭其他城鎮推出，可能也會安裝在許多自行車道上。荷蘭

道路安全機構指出，年輕人發生的自行車事故，每5件就

有1件與智慧手機有關。華



 

冠，生產力卻墊底。推動「超值星期五」，不光是為員工

設想，對政府與產業都有好處。日本的經濟陷入「失落的

廿年」，消費意願和出生率都低，工時太長被視為幫凶。

「超值星期五」讓民眾有時間吃喝玩樂，帶動消費；但是

人事成本變高，中小企業吃不消。且有多少企業願意配

合，才是政策成敗的關鍵。

英國廣播公司指出，日本經濟表現走軟，終身雇用制

隨之式微，年輕一代對企業的忠誠度跟著降低，也許會比

較願意在特定的星期五提早下班，追求工作與生活間更好

的平衡，有助於推動「超值星期五」。

未來工作趨勢 遛狗比教書吃香

受人口老化影響，未來美國遛狗的人找工作可能比教

書的人吃香。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在

最新報告中表示，未來十年，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也就是

消費者需求，將日益改變，而人口變化正是消費需求的焦

點，也就是嬰兒潮世代正邁入老年，以及在大蕭條期間，

因生育率下滑而掀起的少子化浪潮。依此變化來看，報告

便提出未來的職業建議，預測嬰兒潮世代的長者人口，

花費在寵物上的支出將大增，或許是因為子女早已長成離

家，便將注意力和金錢轉移到貓和狗等毛小孩身上。

報告顯示，2015至2025年美國人花在寵物的金額預估

將增加逾8％，因為不與子女同住的嬰兒潮世代把錢花在

寵物上，教育支出預估只增2％左右，醫療保健支出增幅

預料將最大，達14％。另外，由於有空閒的退休族愈來愈

多，花在書籍等讀物金額預估將增加12％。此外，該報告

預估，從2015年至2025年，美國在總體家用支出的消費需

求將躍增8.1％。華

英
國健康管理機構BioBeats研究顯示，下班回家仍繼

續處理公事會帶來壓力，並且和心血管疾病有關，

估計有一半以上在都市工作的人，都承受了這種高水平的

工作壓力。

下班後煩惱工作 可能比菸酒傷身

BioBeats首席執行官David Plans表示，壓力來自於下班

時還要處理公事，這些壓力與引發心臟疾病有直接關聯。

而在家持續工作風氣之所以會盛行，和手機、筆電和平板

的使用有關。該研究針對巴黎銀行位於倫敦辦事處的550

名員工，以智慧型手表監測他們的心跳，進而得知當他們

中斷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轉身去工作後，開始出現壓力的

高峰值。這些人在晚間8時30分之前一直處於高度壓力之

下，有些受試者甚至到午夜或凌晨1時都無法減少壓力。

日韓避免過勞死、拚經濟 實施周五早下班

去年底，日本廣告業巨擘電通公司24歲新進員工高橋

茉莉自殺，被判定是過勞死，老闆被迫請辭。高橋茉莉每

個月加班超過一百小時，而日本每年大約有兩千起死亡，

都與過勞有關。過勞死的現象存在已久，日本政府以前也

試圖解決，像是增加國定假日、鼓勵員工多休假，可是勞

動省官員自己每年都只休了一半的假。而雖說是彈性工

時，但工作總時數不變；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提前下

班，其他天必須補足工時甚至加班。

2014年，日本有22％的人每周工作超過49小時，南韓

的比率更高達35％，所以也想跟進「超值星期五」；美國

則為16％。但工時長不表示生產力就高。日本勞動政策研

究院2014年的統計顯示，日本人每周工時在七大工業國居

研究顯示，下班後仍繼續處理公事會帶來壓力，也導致心臟相關疾病。因此，日、韓為避免過

勞死、並拚經濟，實施了周五提早下班的政策。此外，受人口老化影響，未來美國遛狗的人找工作

可能比教書的人吃香。

Variety 世界萬象

工作壓力
比菸酒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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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值星期五」

活動的logo。



 

全球外派薪資
最高國家

匯豐銀行發表報告指出，全球外派人員駐在地薪資最高、且工作資歷培養最優的國家是瑞士，

平均年薪為18萬8,275美元，相當於全球平均水準的兩倍，且是連續第二年奪冠。

匯
豐銀行對派駐全球100個國家的26,871外派人員進行

調查。瑞士高居薪資待遇最優渥派駐地的榜首，平

均年薪達18萬8275美元，相當於全球平均水準的2倍，且

被視為累積海外職涯經歷最佳地點。

匯豐外派主管布萊克朋指出，「派駐瑞士的人員在財

務及個人福祉兩項標準的得分都最高。高薪與優越的工

作文化，使瑞士成為就業者累積國外工作資歷的最佳所

在」。接受調查的駐瑞士外派人員中，69％表示他們的工

作／生活平衡明顯改善，61％表示工作文化比母國良好。

瑞士外派人員財務福祉雖然領先全球，但在發展關係

與社交生活方面的排名卻偏低。且瑞士生活成本高昂，

《新蘇黎世報》（NZZ）報導，瑞士食品價格比歐洲平均

高出70％，醫療費用也高出1倍以上。

駐德國及瑞典的外派人員儘管薪資水準處於或低於平

均水準，但在國外資歷培養方面的滿意度分別排名第二及

第三。

報告指出，在瑞典及德國的外派人員享有薪資以外的

好處。德國對外派人員提供最佳的就業保障，而79％駐瑞

典的外派人員表示他們享有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國外

資歷培養最佳的前十名中，有六個都是歐洲國家。

中東國家對外派人員提供最佳雇用計畫

對外派人員提供最佳雇用計畫的是巴林及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等中東國家，內容包括醫療福利、住宅津貼及出差

住宿等。

亞洲國家中，香港與新加坡在海外資歷累積方面的排

名領先，分別有68％及62％的受訪者表示，這裡是提昇工

作資歷的好所在；不過外派人員對星、港的生活格調較不

滿意，分別有30％及50％的受訪者表示當地工作／生活平

衡感下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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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上榜的紐西蘭羅托魯瓦（Rotorua）地熱，有著各

種奇幻詭譎的獨特景觀，其中有「惡魔的澡堂」之稱的熱

泉，隨著天光雲影，池水顏色會呈現時而綠、時而黃的變

化，十分稀有罕見。位於中國甘肅的丹霞地貌，有如彩霞

拓印在岩石上，為這片滄寂大地增添瑰麗的色彩，無比壯

麗的景緻獲得第10名。華

旅
遊網站易遊網舉辦「最想親眼見證的世界自然奇

觀」網路調查，結果出爐，奪下投票人氣第一

的「天空之鏡」，是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湖Salar de 

Uyuni」。即便玻利維亞不是熱門旅遊地，但「天空之

鏡」湖水倒映的夢幻景緻，彷彿天與地連為一體，寧靜畫

面讓人有種置身在世界盡頭。

獲得第2名的極光，是許多旅人畢生都想追尋的夢

想。如夢似幻的絢麗極光，劃開冰凍極圈的孤寂黑夜，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具魔力。而排名第3名的澳洲粉紅湖，

湖水透著粉嫩玫瑰色調，夢幻又帶點奇幻的景緻，讓旅人

們的少女心噴發，療癒十足。

第4名是世界稀有奇景藏王樹冰，樹冰是因為雪積在

樹木上，經過風吹後形成各種奇怪的形狀，就像是充滿雪

怪的魔幻世界；之後依序排名有美國羚羊峽谷，綻放著各

種艷麗色彩，壯麗中又帶有絲綢紋路的柔美；世界最大、

最長珊瑚礁群的澳洲大堡礁，多采多姿的珊瑚礁與魚群，

勾勒出有如海洋天堂的綺麗景觀。

第7名為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亞（Anatolia）高原，在一

片荒蕪大地中，有著如煙囪、蘑菇形狀的火山灰奇岩林

立，形成別具

風情的奇特景

緻。另世界 3

大壯觀瀑布之

一的尼加拉瀑

布，只有親眼

目睹才能感受

它磅礡幻麗的

氣勢。

旅遊網站公布網路調查，最讓人醉心的絕景是位於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一望無際的藍色大

地，彷彿走到世界盡頭；之後，依序排名是北歐極光，及澳洲粉紅湖。此外，日本藏王樹冰、澳洲

大堡礁、美國尼加拉瀑布亦均有上榜。

Variety 世界萬象

最想親眼見證的
世界自然奇觀

2017網友最想親眼見證的10個世界自然奇觀

1 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

2 北歐極光

3 澳洲粉紅湖

4 日本藏王樹冰

5 美國羚羊峽谷

6 澳洲大堡礁

7 土耳其安那托利亞高原

8 美國尼加拉瀑布

9 紐西蘭羅托魯瓦地熱

10 中國甘肅丹霞地貌

資料來源：旅遊網站易遊網

▲「天空之鏡」，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湖Salar de Uyuni」是最想親眼
見證的世界自然奇觀。

▼烏尤尼鹽湖上堆積的鹽丘。

天空之鏡



 

空氣汙染嚴重
全球92％都市人受害
2016年全球各地頻頻出現嚴重空氣汙染，反映出不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經濟體均可能深受惡劣

的空氣品質所害。北京、墨西哥、新德里、倫敦與巴黎等大城市深受空氣汙染所苦，但情況恐怕比

想像中更嚴重。

世
界衛生組織（WHO）證實，全球都會區約有92％人

口居住在瀰漫毒空氣的城市中，危害人體甚巨。

印度的一項研究指出，100多萬名居住在該國41座城

市的民眾，有高達60％的時間暴露在汙染嚴重的空氣中。

瓜廖爾（Gwalior）等三城的空氣，甚至沒有一天是乾淨

的。另一項研究指出，在非洲大陸，空氣汙染至少導致

71.2萬人英年早逝，影響人數大於飲用水不清潔、發育時

期營養不良與公衛系統不完善等因素。歐洲約有85％都市

人口暴露在有害的細懸浮微粒PM2.5之下，可能是導致歐

洲41國、46.7萬人口英年早逝的原因。

空氣汙染對健康的影響廣為人知，不過現在新的證據

指出，空氣汙染與失智和阿茲海默症有關，身處於骯髒空

氣中，相當於每日被動吸入六根香菸。空氣汙染不僅可能

影響駕駛、造成交通事故，更可能刺激眼睛流淚、導致鼻

子過敏。窮人、年輕人與行動不便者最容易受到惡劣的空

氣品質影響。空氣汙染每年至少造成60萬名五歲以下的孩

童早夭。

世銀研究顯示，2013年全球因空氣汙染

問題造成勞工死亡而引發的經濟成本，達

2,250億美元，相關的社福成本高達逾5兆美

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則預期，到

了2060年全球與空汙相關的健康照護成本，

將從2015年的210億美元激增至1,760億美元。

亞洲情況惡化 嚇跑人才

空氣汙染問題也使亞洲蒙上危險陰影，

中國華北地區目前正被有毒霧霾籠罩，印度

10月年度慶典排燈節（Diwali）施放的煙火，

讓新德里的空氣汙染問題更加惡化。亞洲地區的企業主若

想在這些骯髒但動能十足的市場裡吸引頂尖人才，空氣品

質問題將是一大關鍵因素。

空氣汙染問題最嚴重國家大多來自亞洲

全球空氣汙染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大多來自亞洲，而且

問題還在持續惡化。這對想利用此地區經濟擴張（同時加

重空汙問題）的企業而言，是個頭痛的問題。依據路透熱

點透視分析了 豐2016年外派人員的調查報告後指出，空

汙嚴重的國家雖然就業與職涯發展機會較多，但吸引力遠

遠較低。

空氣汙染問題是跨國企業的昂貴成本。經濟學人智庫

EIU和美國顧問公司美世（Mercer）也表示，企業愈來愈

擔心空氣汙染津貼持續增加。在空氣品質惡名昭彰的北

京等地方，員工要求的空氣汙染溢價可使薪資提高多達

5％。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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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美國嬰兒潮世代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千禧世代則剛剛步入職場，但這兩代人在很

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包括財務、生活狀況及網路形象等。

Variety 世界萬象

美國嬰兒潮世代新形象
分享生活、合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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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潮世代也被波及。作家羅瑞（Erin Lowry）說：「一

些嬰兒潮世代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卻仍然背負學生貸

款，很多人可能是為千禧世代的孩子償還貸款。」

一如「千禧年」世代，「嬰兒潮」世代也在分享他們

使用社交媒體的經驗，並致力於用戶生成和品牌策劃的內

容，產生互動。

「嬰兒潮」及「千禧年」世代都較相信「使用成效」

根據Olapic一項消費者信任研究報告，「嬰兒潮」世

代和「千禧年」世代對商品信用情況，都對「使用成效」

（user-generated），比「品牌」更為相信，「嬰兒潮」世

代有36％相信「使用成效」的內容，而只有24％相信品牌; 

至於「千禧年」世代則有47％相信「使用成效」，只有

25％相信「品牌」。華

過
去千禧世代總是抱怨，父母使用臉書很笨拙，讓他

們很尷尬；但這些已成過去式，戰後嬰兒潮世代

（在二戰之後的1946∼1964年間出生的嬰兒）現在已經能

熟練使用社交媒體。

丕優研究中心調查（Pew Research Center）顯示，社

交媒體中較年長用戶的數量正在增長；截至2016年11月，

64％的50至64歲人群至少活躍在一個社交媒體上，比2015

年7月時增加14％。

嬰兒潮世代也喜歡在社交媒體分享生活

與千禧世代一樣，嬰兒潮世代也喜歡在社交媒體分享

自己的生活；Olapic消費者信任研究報告指出，與其他類

型的社交媒體內容相比，這兩代人都更喜歡發布照片。另

外，愈來愈多嬰兒潮世代開始租房，並擁有室友。美國自

有住房率去年降至歷史新低，不喜歡買房的

千禧世代為此要負一定責任，但嬰兒潮世代

擁房觀念的改變卻被忽視。

哈佛大學聯合住房研究中心2015年研

究發現，家庭或45歲至64歲間的夫婦與人

合租的增長率是35歲以下人群的兩倍。合

租公寓網站SpareRoom的主管哈欽森（Matt 

Hutchinson）說：「與千禧世代一樣，嬰兒

潮世代也受到大熱房市中租金不斷上漲的影

響，例如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城市。」為了應

對高昂的房租，愈來愈多嬰兒潮世代開始接

受與室友合租。

另外，全國學生貸款金額已達1兆億

4000萬元，除了千禧世代受到最大衝擊外，

▼與千禧世代一樣，嬰兒潮世代也喜歡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的生活；研究報告指出，與其

他類型的社交媒體內容相比，這兩代人都更喜歡發布照片。



 

你樂在工作中嗎?
調查發現，僅有28％的亞太地區雇員樂在自己的工作之中，比率低於全球平均值，不輕易跟老

闆溝通被視為原因之一。美國女性職涯出現兩項趨勢：其一是年輕女性攀上更高階職位，其二是越

來越多美國女性即使已60多歲或70多歲，還是因為「工作太有趣」而不願意退休。

美國女性職涯新趨勢：60多歲樂在工作不退休

依據紐約時報報導，兩份人口、薪資及退休資料的新

分析顯示，美國女性職涯出現兩項趨勢：其一是年輕女性

攀上更高階職位，其二是她們的職業生涯遠比過去女性職

涯長，越來越多美國女性即使已60多歲或70多歲，還是因

為「工作太有趣」而不願意退休。

整體而言，女性職涯模式與男性相似的程度，更甚於

以往。相較於過去世代，如今女性很可能在人生幾乎每個

階段都投入工作，包括生養孩子的20多歲及30多歲。而且

就算她們在20多、30多歲因育兒而中斷就業，或是直到近

40出頭才生兒育女，之後也很可能再度回到職場。

分析中最令人驚訝的是，越來越多女性一直工作到60

多歲或70多歲，而且通常是全職工作；這些人中許多人

說，她們之所以高齡就業，是因為喜歡工作、享受工作。

上述兩項分析中，其中一項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

Claudia Goldin和Lawerence Katz所做，他們發現，1980

年代後期，65歲到69歲女性中，僅有15％在職，目前是

近30％；70-74歲女性仍在職的比率，則是從8％提高為

18％。

目前60多、70多歲的女性，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出現大

批專業人員的世代，但單是這個因素，無法解釋為何高

齡女性就業人數增加。對部分女性來說，未必希望一直工

作，她們可能因為中高齡離婚、養老金或房地產投資損

失、社福法規改變而就業。但他們發現，多數時候，女性

是在職涯早期就決定要工作到老，因此她們受高等教育，

且花費多年時間打造職涯。此外，在就業早期享受工作的

女性，無論受教育或薪資多寡，都會工作較久。華

人
力資源顧問公司TinyPulse負責勞資溝通的經理Ketti 

Salemme指出，僅28％亞太雇員對自己的工作感到

滿意，這比率低於全球的平均30％。她表示，雖然這兩個

比率的差距並不大，卻顯示出不管是亞太區或以外地區的

大部份雇員都沒有樂在工作。

低於全球平均值，亞太員工僅28％樂在工作

TinyPulse調查1,000家企業取得逾100萬名雇員的回

應，編纂其2017年雇員敬業度報告。該報告揭露出亞太地

區的雇員跟世界其他地區雇員之間明顯差異之處。當中最

大差異處是，將近54％亞太區的雇員能背誦自己公司的願

景、任務和文化價值，遠遠超過全球平均的32.5％。

亞太區雇員大難題是企業內部溝通

調查也同時指出，亞太區雇員遇到的大難題是企業內

部溝通。只有40％的亞太區雇員把跟老闆互動的分數，在

滿分10分打了9分以上，較全球平均值低了將近15％。該

調查也顯示全球不同地區的雇員，各自列出會影響客服品

質的某些問題所在。像亞太區雇員認為不專注細節，和不

加強客戶關係等就會影響客服品質。亞太區雇員從中點出

相關的特別問題。像員工之間的服務表現有落差，但理想

狀況應該是公司對外表現一致。少跟客戶面對面互動是導

致客服品質差的主因。沒有花太多時間跟客戶建立關係和

了解他們，因此必須在這方面有所改善。

儘管亞太區的雇員有在內部溝通和客服等問題，但人

力資源顧問公司Aon Hewitt認為亞太區雇員的敬業度在過

去幾年來已有改善。其2016年報告顯示亞太區雇員敬業度

較2015年上升5個百分點，升幅是全球各地區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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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蓋蒂博物館（The J. Paul Getty Museum）是它的全稱，但是卻有二處館址，一處
稱為「蓋蒂別墅」（the Getty Villa），一處稱為「蓋蒂中心」（the Get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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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太平洋海岸邊馬里布的

蓋蒂別墅有很漂亮的庭院。

保
羅蓋蒂博物館是南加州地區一處很有名的景點，也

是喜歡藝術文物者最喜歡參觀的藝術博物館，每年

有將近二百萬遊客造訪。保羅蓋蒂博物館有二處館址，一

處是位在馬里布（Malibu）海邊的「蓋蒂別墅」，原來是

博物館創辦人保羅蓋蒂的私人住宅。另一處館址是位在

405號高速公路旁，布蘭特伍德（Brentwood）山丘上，是

現在蓋蒂博物館的主要展覽場所。

保羅蓋蒂（J. Paul Getty, 1892∼1976）是一位成功的

石油大亨，1892年在明尼亞波利斯出生，他是他律師父親

唯一的兒子，而他父親如果只是一位律師，也許就沒有石

油大亨保羅蓋蒂，因為他父親的啟發把他送進石油產業，

蓋蒂中心
  保羅蓋蒂博物館

吳宗錦｜圖‧文

和

讓他在24歲就成為百萬富翁， 並在1960年代，因石油而成

為美國和世界首富。由於保羅蓋蒂喜歡到處旅行和收集藝

術品，他蒐集了很多珍貴的希臘、羅馬骨董，歐洲繪畫和

十八世紀的法國傢俱，於1954年 他把他位在太平洋海岸邊

的豪華歐式住宅拿出來當藝術展覽館，把他自己的收藏品

拿出來與大眾分享。  

保羅蓋蒂有一個很浪漫、傳奇的一生。其實，保羅蓋

蒂從小並不喜歡唸書，他的學習成績並不好，但他卻有獨

到的判斷力和喜歡冒險的精神。雖然他的律師父親喬治蓋

蒂因投資石油事業而致富，他從小就家境富裕，並夢想成

為作家和外交官，但他21歲時，從英國牛津大學拿到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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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蒂別墅藝術博物館原來是保羅蓋蒂的私人豪宅。

量多達十三億桶，從此保羅蓋蒂的財富更是幾何倍數地增

加。

保羅蓋蒂在1950、60年代，有20年高居美國首富，還

曾經有好幾年被評為世界首富，但是很難想像他卻是一個

極端吝嗇、甚至是一毛不拔的人。他為了不讓傭人和訪客

使用家裡的電話，居然在客廳裝上投幣電話。他的孫子被

綁架，他不願意付出贖金，讓他的孫子被割下一支耳朵和

頭髮才屈服。他和朋友出去吃飯，卻只付自己的一份，從

不請客。他一生情人無數，隨口答應給情人錢財，卻從未

兌現⋯⋯有關他特殊為人的種種傳說，多到不可勝數。

▼蓋蒂中心博物館的主建築，由著名建築師理查邁耶所設計。

回到美國後，決定不依靠父親，而以自己僅有的五百美元

積蓄，跑到奧克拉荷馬州自行創立公司，買下一塊土地，

後來挖到石油，僅僅五個月，1916年24歲的保羅蓋蒂就成

為百萬富翁，也算是自己白手起家。賺進百萬美元後，保

羅就決定「退休」，開始到處吃喝玩樂，盡情地享受人

生。

經過了幾年散漫享樂的日子，很有生意頭腦的保羅蓋

蒂看到加州的石油熱，1921年又跑到加州買下了一塊貧瘠

的山地，後來這塊山地挖出了石油，到了1923年這塊山地

的石油年產量達到7000萬桶，讓保羅蓋蒂一本萬利，成為

石油大亨。1930年，他父親老喬治蓋蒂過世，把留下來的

事業交給副手，給他母親1000萬元，卻只給他50萬遺產，

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很大，他決心靠自己去壯大事業。1930

年代遇到經濟大蕭條，股市大蹦盤，很多投資家都避開風

險，保羅蓋蒂卻趁此反向操作，壯大了自己的石油事業，

並建立了龐大的石油船隊，還併購了一些石油公司。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保羅蓋蒂又瞄準了中

東的石油，跑到沙烏地阿拉伯看上了一塊不被看好的沙漠

地，取得了 60年的開採權，保羅蓋蒂投資了四千萬美元

開採，卻只挖到一些劣質油，經過四年多，幸運之神還是

眷顧了他，這塊地終於挖到了含油砂層，據估計石油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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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蓋蒂是成功的企業家，但卻是個很差勁的丈夫，

很不負責任的父親。他一生中結過五次婚姻，情人更是無

數。他有五個兒子，但可能是他過於吝嗇，他的後代的遭

遇都不太好。他最喜歡的小兒子生病發燒，他捨不得花醫

藥費，延誤就醫而過世。他有個兒媳服過量海洛因死亡，

他的一個兒子自殺身亡，他的孫子被綁架受到殘害。這麼

一個吝嗇的人，居然對藝術品的購買和捐贈毫不手軟，他

不但在1954年就把他在馬里布的豪宅拿出來當博物館，把

他的珍藏與大眾分享，1976年，在他臨終之前，還把他的

▲蓋蒂中心的中央公園也是名家設計，是戶外形式的展覽。

33億資產捐出三分之二給保羅蓋蒂博物館，不但與大眾分

享他的億萬收藏，還決定永遠免收門票。

實在很難想像，這位在生前就願意把自己的收藏公開

與大眾分享的石油大亨，卻是一個為人很吝嗇、一毛不拔

而出名的人。

 

二處風格不同的藝術博物館

保羅蓋蒂博物館有二處展覽場所，一處是位在馬里布

（Malibu）海邊的「蓋蒂別墅」，原來是博物館創辦人保

羅蓋蒂的私人住宅，於1954年就開放讓公眾參觀。另一處

館址是位在405號高速公路旁，布蘭特伍德（Brentwood）

山丘上，是在保羅蓋蒂過世後，由保羅蓋蒂信託基金耗費

13億美元興建的新館，於1997年12月16日開放參觀，是現

在蓋蒂博物館的主要展覽場所。

蓋蒂中心的博物館主建築，由世界著名白派建築師理

查邁耶（Richard Meier）所設計，其全面使用了正方形和

圓弧形的造型，其牆面、窗戶、地板、和外部路面，都是

由30英吋正方形磁磚、玻璃或石材所組成，讓建築物顯得

精緻又生動，與博物館的其他建築群相輔相成，自然成為

一個整體的印象。

▼戶外空間也擺置展出了雕塑作品



瀉到清澈如鏡的水池中，而水池中央有一種植400棵杜鵑

花的迷宮，環繞著水池的是一系列的特色花園。斜坡上的

草坪綠地，和遠處南 角落的沙漠景觀相映成趣，從中央花

園還可以遠眺洛杉磯的市景。

前往蓋蒂中心參觀，一定要安排一整天的時間才夠，

否則走馬看花太可惜了。保羅蓋蒂博物館是全世界規模最

大的私人博物館，對生前以吝嗇出名的這位1960年代世界

首富而言，他所遺留下來的這座博物館，也算是為他爭回

一點因吝嗇而喪失的顏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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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莫高窟石窟幾乎一模一樣的「仿窟」。

蓋蒂中心除了主展館外，還有西館、南館、東館、北

館，各館展出的內容不同。西館展出攝影作品和歐洲油

畫，有梵谷的「鳶尾花」、塞尚的「靜物和蘋果」、莫內

的「春」等名作。南館展出法國傢俱，東館是油畫和素

描，北館為雕塑和油畫。除了固定的展覽，蓋蒂博物館還

會有特別的展覽，像是2016年5月至9月，就有「敦煌莫高

窟文物展」，還花巨資興建了三個仿窟，幾乎跟原來的石

窟一模一樣，展出期間訪客絡繹不絕。

蓋蒂中心除了展館，還有基金會和保護研究所的辦公

室等一共十一棟建築，整個蓋蒂中心就建在405號高速公

路旁布蘭特伍德的山丘上，開車經過405高速公路遠遠就

能瞧見。為了方便訪客停車，蓋蒂中心在山下入口處興建

六層的停車場，訪客停好車後，須搭乘軌道車上山，才能

抵達展覽館。除了停車場要收費，搭乘軌道車是免費的。

到了蓋蒂中心，除了觀賞藝術博物館，其中央花園由

美國著名藝術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Irwin）所設計，也是

另一參觀的重點。順著中央公園蜿蜒曲折的小步道，緩步

向下走，會聽到不斷變化的溪流聲。設計師在溪床擺上大

小不同的石頭，讓溪流的聲音產生變化，這創作稱為「聲

音雕塑」。在中央公園的底部，溪水瀑布順著階梯石牆傾



嘉言集

若不知道雙方的距離，就永遠不知道「中間」在那

裡。

中國國民黨首席副主席／詹啟賢  
他認為海峽兩岸的和平論壇, 不可能馬上獲得成

果，但可以從以前兩岸的「求同存異」，調整為「求同

化異」。

孩子們講「明天」，青年人講「今天」, 老年人講

「昨天」。 很多昨天的事，可以啟發我們的智慧去做

更多好事。

印尼力寶集團榮譽董事長／李文正

他表示所謂「繼往開來」，就是要借鑒前人經驗，

避免做壞事，更可以從中吸取教訓而避免敗事。 所

以，老人家講一些往事也是好事情。

是失敗經驗造就了今天的我，而非成功。

好萊塢影星／麥特．戴蒙（Matt Damon）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十年前告訴他：

「轉身面對你看見的問題。」轉身面向問題，不僅是轉

向它們，必須真正投入它們、走向它們，將它們看在眼

裡，進而決定將如何採取行動。他在瓜地馬拉，見證到

何謂極端的貧窮，也徹底改變他的世界觀，進而成立

「水基金會」（Water.org）。因此他說：你看到一些困

難，但你也看到了生命改變的喜悅，而那些都將改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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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按下暫停鍵, 人才活過來。 開始思考、想像、反

省。能讓人慢下來的產品與服務, 己是新王道。

作家／湯瑪斯．佛里曼

他在暢銷書「謝謝你遲到了」寫道:生活步調太快，讓

人疲於應付，需要慢下來。他認為，科技加速發展，需要

慢下來。他認為，科技加速發展，己讓大多數人跟不上。

人生需要詩意, 更需要用詩意美化人生。

作家／陳魯民    
他說：如果生活少了詩意, 人就會離動物太近，極易

淪落為純粹的飲食男女，生活就會顯得枯燥乏味，歷史也

會立減許多意趣。

一個人生活的廣度，決定了他的優秀程度。

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    
他認為，孩子們的將來必定是和各種國家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所以，瞭解整個世界也成為了

他們的必修課。可以透過書籍、影像資料及旅行去認識自

己，瞭解世界。即使不能出國，也可經常到不同的環境看

到、聽到、感受到一樣和不一樣，這就是一種成長。

經營就像跑馬拉松，只要比對手多做1%就贏。

香港首富、長實集團董事長／李嘉誠    
他說：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比對手做得好一點，就像

奧運賽跑一樣，有時候只要快百分之一就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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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只為錢工作，那樣的熱情很容易消褪，而且只會覺得

永遠不滿足。

蘋果CEO／庫克    
他到英國拉斯哥大學領取該校所授予的榮譽科學博士

學位，並給新鮮人的建議，要遠離憤世嫉俗的人，別只為

錢工作，要在利他和自身熱情中找到交集；同時，該發聲

時，也要言所當言，儘管聲音帶著顫抖。同時，必須找到

「自身熱情」和可以「服務大眾」的交集點，這樣才會真

正地快樂。

唯有靠閱讀，才能根植文化厚度。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    
現代人沉迷3C，但3C只是訊息傳遞，唯有靠閱讀，才

能根植文化厚度；但有時盡信書不如無書，他直接點名美

日暢銷商管書提出的觀念，像是M型社會、藍海策略、執

行力等，可能誤導年輕人、創業者，不可不慎。

 

賺不賺錢只是結果，不是原因，原因的本質是讓客戶

感動。

萬魔聲學董事長／謝冠宏    
他曾因一場誤會，被郭台銘逐出鴻海，後來自創品

牌賣到十七個國家，三年翻身成為中國耳機王。

對人，別急，慢一點再下結論。

商業周刊發行人／王文靜    
她在標題「董事長，該長成何樣」的文章裡，說起

一個不太重視穿著的企業家朋友，要買房子，碰到一位

「以貌取人」的售屋人員，結果連要掏錢買房子都不得

其門而入。她引用西方諺語：「別從封面就判斷書的好

壞」」（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說明「人不可

貌相」。



美
國太空總署（NASA）早在幾年前已開始有計劃地將它們寶貴紀錄陸續開放，讓需要的人員下載使用。
NASA 也不斷運用社群網站來分享一些研究上的資料，例如新視野號（New Horizons）在歷經快十年飛行

終於到達人類史上觀測冥王星最近的距離，照片也被發佈到 Flickr 和 Instagram。現在我們對於宇宙的已可從網
路上也能找到許多資料。

NASA透過SoundCloud平台，將珍貴的太空飛行任務音效釋出，開放讓使用者線上收聽或免費下載，包括
登月第一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在踏上月球時那句經典紀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
步。」、甘迺迪總統談話記錄，還有阿波羅計劃發射火箭倒數的聲音以及大家都聽過的「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等等（來自阿波羅13號）。

NASA 釋出的音訊資源中還有不少是與太空計劃相關的數位資料，例如火箭發射聲音、倒數計時、與地面通
話的紀錄等等，揭開太空任務神秘面紗。

NASA 的 SoundCloud 頁面找得到非常多與太空任務相關的音訊紀錄，可以說是一個龐大的聲音資料庫！
NASA 開放讓使用者免費下載使用，沒有版權限制。
（資料來源：免費資源網路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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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NASA's SoundCloud
▌網站鏈結：https://soundcloud.com/nasa

NASA太空飛行任務音效
美國太空總署NASA釋出大量太空飛行任務音效，經典歷史錄音免費下載

全球智慧Global Wisdom

在
品牌商標（Logo）使用規範中，都會對顏色、書寫字樣或留白等細節提供詳盡的說明與指示，其中最被使
用者熟悉的「標準色」就是設計裡相當重要的一環。所有品牌都會有其最常使用的顏色，而這顏色通常會

被使用者記憶在腦海裡，例如Facebook的藍色、Yahoo的紫色、Spotify 的綠色等等，雖然大略知道這顏色，卻很
難準確說出它的色碼，如果需要時該去什麼地方搜尋呢?

 BrandColors 的網站收集了世界知名品牌、企業公司、網路服務使用的標準色，內建搜尋查找功能，還
可以一鍵顯示該顏色色碼 HEX 值，並勾選你需要的品牌顏色來把色票檔快速下載到電腦裡，支援 ASE（like 
ACO）、SCSS、LESS 和 CSS 格式。
如果你的工作會需要和顏色長時間相處，那麼 BrandColors 也許是個尋找配色靈感的好地方。
（資料來源：免費資源網路社群）

▌網站名稱：BrandColors
▌網站鏈結：http://brandcolors.net/ 

BrandColors 
收錄世界知名品牌「顏色」色票


